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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多頻道視訊市場包含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二種視訊服務；首先整理了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也利用二者的總體需求時

間序列資料來檢視二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相互替代，以檢驗二者在總體市場上是否

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並根據美國 FCC 的「有效競爭市場」條件，檢視此二多頻道視

訊服務於各縣市市場中是否處於有效競爭；研究結果顯示，過去實證文獻皆支持二

者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但本研究的總體市場需求時間序列實證結果卻顯示，有

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沒有顯著的替代關係，但電信電視卻對有線電視有顯著的替代

關係，二者於總體需求的替代程度並不具對稱性；最後，有線電視市場在開放系統

業者跨區經營後，有新進業者進入的地理市場都尚未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不過，

若將電信電視也列入計算，則有 16 個縣市的地理市場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本研究

亦以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去針對液化石油氣與天然氣的市場界定經驗，表達將有線電

視與電信電視列為同一市場之疑慮；最後則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電信電視

在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的訂戶數統計資料，讓競爭機關在衡量各地區視訊市場的

競爭狀態時能有更為明確而可用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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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數位匯流技術的出現，使得視訊平臺產生各種巨大的變動，傳統的媒體平臺無

法像過去藉由技術屏障，阻礙市場其他的競爭者；舉例而言，有線電視在數位化之

後，除了提供過去的視訊服務之外，也可提供用戶寬頻網際網路之服務，而過去提

供通訊與網際網路服務的電信服務商亦可以提供視訊服務，形成產業界線逐漸模糊

的現象，彼此之間的競爭也早已不是舊聞，且仍在持續發展當中；以臺灣的多頻道

視訊市場來說，有線電視系統商與中華電信隨選視訊（MOD）（下稱電信電視）之

間的競爭即為一例；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電信電視在臺灣的訂戶數呈現

逐年成長的趨勢，且於 2019 年底突破 200 萬戶的水準，並於 2020 年第 2 季達到 208

萬戶1。 

另外，臺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面對的競爭不僅於來自電信電視的挑戰，同

時也面臨了其他網際網路串流視訊服務（Over-The-Top, OTT）的競爭，例如：最受

臺灣觀眾歡迎的「YouTube」、「愛奇藝台灣站」、「LINE TV」、「Netflix」及「LiTV」

等2；這些 OTT 的視訊服務供應商提供消費者「隨時想看什麼就看什麼」的服務，不

受播出時間與頻道的限制，逐漸地改變民眾的收視習慣；在美國，OTT 視訊的普及

形成了有線電視的「剪線潮」，造成有線電視收視戶的大幅下降3；在臺灣，雖然有

線電視的剪線潮並不明顯，但是整體的有線電視訂戶數也呈現出逐年遞減的趨勢，

並於 2019 年第 4 季來到 497.5 萬戶，低於 500 萬戶；因此 OTT 等新型態視訊服務的

興起，也逐漸被認為是有線電視視訊服務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而對於臺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而言，由於政府對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域管制

措施的改變，也增加彼此之間的競爭程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於

2012 年解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禁止跨區經營的限制，開放新進業者以全數位化跨縣

市經營，調整有線電視經營區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域，地理市場由原

                                                        
1 通傳會，「中華電信 MOD 用戶數（戶）」（2020），https://www.ncc.gov.tw/chinese/opendata_item. 

aspx?menu_function_sn=306，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2 唐子晴，「OTT 專法來了！法規 5 大重點、催生始末、台灣產業生態圖⋯懶人包一次看」，數位

時代（2020/7/29），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626/how-to-regulate-ott-streaming-services 
-in-taiwan，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3 鄭勝得，「美有線電視剪線潮洶湧」，工商時報（2017/9/1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 
spapers/20170914000074-260203?chdtv，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https://www.ncc.gov.tw/chinese/opendata_item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626/how-to-regulate-ott-streaming-services%20-in-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626/how-to-regulate-ott-streaming-services%20-in-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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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 51 區變為以縣市為主的 22 區，並開放新進業者申請及原既有業者申請變更跨

區營業，希望藉由有線電視系統商彼此之競爭，以提供收視戶高畫質節目及服務，

並讓收視戶可自主選購符合需求之有線電視系統4；經過多年的發展，有 5 個有線電

視地理市場因跨區經營政策而產生競爭現象，包括都會區的臺北市、新北市、高雄

市及臺中市，以及非都會區的彰化縣；開放跨區經營的這些年來，這些區域中的有

線電視系統商每股盈餘逐漸地由正轉負，至 2019 年起普遍出現負值5，顯見跨區經營

之開放形成的競爭效果，對於這些地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經營帶來相當的壓力。 

因此，就臺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而言，若從消費者的選擇項目來說，其面臨

的競爭至少來自於電信電視、OTT、及其他跨區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等；由於這

些視訊內容都是以數位的方式提供，因此可將此三者視為數位視訊供應商；也由於

市場環境的如此改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希望主管機關在管制措施上能夠有所調

整，尤其是希望通傳會能拉齊 OTT、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之間的規管標準6；業者認

為，有線電視產業呈現訂戶數持續流失，而電信電視（中華電信 MOD）、網際網路

串流視訊服務（OTT）則持續蓬勃，主要原因為事業主管機關「對有線電視管制嚴

格」；由於在數位匯流科技發展下，有線電視、電信電視、OTT 都可視為「視訊供

應平臺」，卻因為經營者的不同而在管制法令上有極大差異，造成有線電視業者在

競爭上的劣勢；其他諸如黨政軍投資條款、用戶市占 1/3 上限、經營區域限制、任何

內容或頻道異動都需要審核獲許可等等的規範，都讓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認為是其無

法與電信電視及 OTT 公平競爭的限制7，因此希望主管機關通傳會能夠鬆綁各項管制

措施，以避免上述管制措施造成其無法與電信電視及 OTT 之間的公平競爭。 

在國外，2019 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下稱美國 FCC）認定某些地區有線電視業者面臨「有效競爭」而解除價格管

制的案例，也增加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對於前述各項管制措施解除的期待；2019 年 10

月 25 日，美國 FCC 公告的 FCC 19-110 號「意見與命令備忘錄」（Memorandum 

                                                        
4 通傳會，「開放新進及跨區業者進入有線電視市場成效」（2016/5/22），https://www.facebook..com/ 

ncc.gov.tw/posts/1744206355813712/，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5 方文，「跨區經營殺成紅海、系統商績效滿江紅」，台灣數位匯流網（2019/11/25），

https://www.tdcpress.com/Article/Index/2485，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6 陳世昌，「鄭俊卿獲選有線寬頻協會理事長！爭取有線電視、MOD、OTT 公平競爭」，東森新

聞雲（2019/9/5），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05/1529383.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7 方文，前揭註 5。 

https://www.fac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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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and Order）中，針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harter 於 2018 年提出的請願，將電

信市話業者（Local Exchange Carrier，下稱 LEC）AT&T 以寬頻網路的方式所提供的

OTT 網際網路串流視訊服務 DIRECTV NOW 納入考量後，根據美國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 623(l)(1)(D) 的 LEC 檢驗（LEC test），認定 Charter 經營

的 32 個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域內的視訊市場已經達到「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的程度8；而此一決議對美國有線電視業者 Charter 來說，將解除其基本

費率的管制；FCC 19-110 亦指出，因為美國 1992 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

（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規定，當有線

電視市場已達「充分競爭」時，有線電視系統的基本費率管制措施也應隨之解除；

而 FCC 的此項決議等於認定 Charter 的 32 個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地區均已達到有效競

爭的程度，因此 FCC 亦將取消基本費率管制措施9；而此備忘錄也點出了二個我國對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管制措施的新方向：一為將 OTT 視為與有線電視系統處於同一市

場範圍，另一個方向則是根據此一市場範圍的認定，審視各有線電視系統地理市場

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程度，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有解除各地理市場內有線電視基

本費率管制的可能。 

如前所述，臺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面對著電信電視、OTT、及跨區經營業者的同

時競爭，但是在收費上卻要面臨主管機關以「區域獨占業者」、「保護消費者」等

思維下的「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價格管制，形成經營策略彈性不足的困境，進而影

響其經營財務、績效不佳的現況，不過是呈現產業經營困境的一個面向；因此對於

有線電視業者所經營的視訊市場之競爭程度應該也要進一步地檢視，如果已經面臨

相當程度的競爭，或是像美國的有線電視市場達到「有效競爭」，那主管機關的管

制措施便應該給予相對應地移除，給予業者在經營上更多彈性；至於如何衡量我國

有線電視市場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程度，實為一重要的研究課題。 

然而在研究此一課題之前，卻面臨一個重要的假設性前提：有線電視系統商與

電信電視處於同一個市場範圍；根據前述美國 FCC 對於有線電視市場面臨有效競爭

                                                        
8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19-110,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2019/10/25), 

https://www.mass.gov/doc/fcc-final-charter-order/downloa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6。 
9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FCC 表決通過認定 OTT 網際網路串流視訊服務是有線電視系統的有

效競爭者」（2019/10/25），https://intlfocus.ncc.gov.tw/xcdoc/cont?xsmsid=0J210565885111070723 
&sid=0J360361456475741517&sq=，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https://intlfocus.ncc.gov.tw/xcdoc/cont?xsmsid=0J2105658851110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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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決，其已將 OTT 與有線電視系統商視為相同市場上的廠商，才會出現有效競爭

裁決的可能性；同樣的，如果我國也要認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處於有效競爭的環境，

則前提要證明其與電信電視及 OTT 等處於同一市場；不過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 OTT

之間視為相同市場範圍較無疑慮，可以參考前述美國 FCC 的備忘錄（FCC 19-110）

作為判斷基礎，若美國沒有將 OTT 與有線電視視為同一個市場範圍，則無法計算出

通訊法 623(l)(1)(D) 的 LEC 檢驗，並據此作出上述裁決；另外，Tefertiller10提到網絡

串流電視（Web-Streaming Television）的採用對有線電視剪線所產生的媒體替代關

係，其中的網絡串流電視其實就是我們所認知的 OTT 視訊服務，其認定二者為同一

視訊市場，且為替代關係，因此將 OTT 與有線電視視為同一視訊市場較無懸念；但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電信電視之間是否處於同一市場範圍，目前並沒有相關案例可

尋；由於我國目前對於電信電視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的規範法源不同而將之視為不

同的市場，因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才會提出拉齊與電信電視相同管制規範的要求，

甚至提出解除地理市場 1/3 市場占有率（下稱市占率）的公平法獨占限制；但實際上，

若無法證明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處於同一個市場，並在同一市場範圍的前提下證明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已經處於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那這些改變管制架構或是管制解

除的要求都不太可能實現；而為了解決此一困境，在研究有線電視市場是否已經面

臨有效競爭之前，應先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市場。 

由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面臨的三項競爭可以分為二個層次，一個是臺灣總體

視訊市場的競爭，為全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電信電視與 OTT 之間的競爭，競爭的

範圍是將全國整體視為一視訊市場；另一個則是地理區域內的地區性競爭，為不同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間的競爭；因此在討論有線電視產業是否面臨有效競爭時，我

們需從全國市場與區域市場這二個層面來討論；而就前者而言，由於我國並沒有 OTT

的相關訂戶數的統計資料，但是電信電視部分則有整體用戶數的統計可作為分析之

用，因此可利用其與有線電視整體用戶數資料，來討論多頻道視訊服務市場在總體

需求層面的競爭程度；而在地理市場部分，由於通傳會整理了各區域市場內不同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用戶數的統計，因此可以利用此一資料來檢驗各地理區域的產業內

競爭程度；希望在總體與個別地理市場的雙重檢驗下，以說明當前我國視訊市場是

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 
                                                        
10  Alec Tefertiller, “Media Substitution in Cable Cord-Cutting: The Adoption of Web-Streaming 

Television,” 62(3)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90-4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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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多頻道視訊市場包含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二種視訊服務，

主要從消費者的角度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電信電視視為同一市場上的競爭對手，

但在現行法規上卻將二者視為不同的視訊服務供應的業者，進而影響到我國多頻道

視訊市場競爭程度的評估與產業管制及競爭政策的執行，因此將二者是否視為同一

產業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若將二種服務視為同一視訊市場，除了解二產業間長期

以來是否相互競爭的爭議外，也期望透過有效競爭程度的分析，進一步瞭解是否可

能解除對有線電視業者的管制措施，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成本；本研究後續內容為：

第二節討論市場範圍界定與「有效競爭」的衡量方式，第三節則為實證研究分析，

分為多頻道視訊市場的總體與地理市場二個面向著手，在總體市場方面應用時間序

列迴歸分析來驗證，而在個別地理市場則應用美國 FCC 針對有線電視地理市場「有

效競爭」的條件，推估有線電視地理市場是否已達有效競爭程度，第四節則利用公

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過去於判定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是否為同一市場的案

例，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在同一市場的認定建議，第五節則為本文的結論。 

二、市場範圍界定與有效競爭的衡量 

（一）市場範圍界定之衡量 

為了衡量我國的多頻道視訊市場是否已經處於有效競爭，需要先行驗證其所包

含的產業／產品為何，才能夠進一步分析市場的競爭狀況，因此本小節將討論市場

範圍之界定方法。 

在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的領域中，之所以討論市場範圍的界定，主要是因為結

合案中常涉及市占率與市場力量的計算，而市場範圍所界定的「相關市場」則是影

響這些指標高低的重要元素，因此對競爭法來說，市場範圍界定的衡量方式一直是

重要的課題，太大或太小的相關市場對於結合案的結果可能天壤之別，因此學界與

各國執法單位對於此一課題皆非常重視。 

不過，市場範圍界定的衡量方式其實已經有相當討論，以我國而言，公平會11的

委託案已經針對各項市場範圍的界定方式進行深入的討論，不僅深入各項衡量方式

                                                        
11 林常青主持，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公平交易委員會 107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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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經濟學理，也整理了曾經應用的各項案例與實證研究，並點出各項衡量方式

的優缺點；該研究報告主要介紹三個常用的市場界定方法：假設性獨占檢驗法、自

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其認為，假設性獨占檢驗法，理論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

僵固，但需要嚴謹的確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過程得當；而能使用自然實驗法判別相

關市場的機會可遇不可求，須剛好有適當的事件發生以及適當的資料方能對相關市

場進行推斷；最後，模式分析法對價格資料需求相對較易，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

能夠排除價格的共同變化源於成本或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而 Nevo12也指出，由於

經濟學對歐盟競爭政策的影響越來越提升，因此針對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各項方法

加以整理，儘管其認為產業經濟學與競爭法之間仍缺乏統合；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3針對反托拉斯中與市場範圍界定有關案例進行全面的分析，其指出，市

場界定為反托拉斯案例的核心問題，因為其決定了市場力量的存在與否；該書詳述

各項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實務性指南，並透過不同的產業案例來說明市場範圍界定

方法的應用。 

由於上述文獻已經對各項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理論與實務案例加以整理，因此

本研究將不再贅述，以下將以公平會14的內容說明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於 2010 年提出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15中提供的「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下稱 HMT）作為協助界定相關市

場範圍的方法稍加說明。 

（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架構 

美國的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相關市場範圍的界定方法中，針對候選的相關市場的

認定，必須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最小市場範圍原則」（the smallest market 

principle）；在運用 HMT 時，先採用一定範圍的相關產品或服務在特定地理區域作

為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假設這些獨占者具有「微小、但是顯著、且非暫時

                                                        
12 Hila Nevo,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Lack Of) Harmony Between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Competition Law, 1st ed., Intersentia (2015). 
1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arket Definition in Antitrust :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ABA Book 

Publishing (2012). 
14 林常青主持，前揭註 11。 
15 Department of Justic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2010/8/19),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 

ontal-merger-guidelines-0819201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6.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20ontal-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20o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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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價格提升」（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下稱 SSNIP）

能力，即假設其中某產品（或服務），或所有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在非短暫的

期間內（1 年、或 2 年），持續地保持某一小額的增幅（一般設定為 5%或 10%）；

對於廠商而言，此一價格變動勢必對於廠商的利潤造成影響，因此最後檢視該假設

性獨占者利潤的可能變化來逐步擴大或縮小此一假設性市場，最後推定出最小的反

壟斷市場的範圍。  

公平會指出16，「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為 HMT-SSNIP 架構中最

常被運用的工具，在操作上，使用者僅需依據假設性獨占者的產品（或服務）市場

與市場所在的特定地理區域，推算價格上升特定幅度下「利潤變化為零的銷售量變

化率」，將之稱為「臨界損失」（critical loss），而後估計該相關市場在相同價格變

化幅度下「實際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實際損失」（actual loss）；最後進

行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的比較，如估算後的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進一步擴大

候選市場或地理區域，並重複上述過程，直到所加入的候選市場後的「實際損失」

小於「臨界損失」為止，因此可決定出最少產品（或服務）種類的集合與最小地理

區域。 

雖然「臨界損失法」簡單易懂且易於取得資料，但 Hüschelrath17指出，此一界定

相關市場的方法在理論上雖然簡單，但是在執行時並非易於上手，過去的執行經驗

顯示，「臨界損失法」在需求函數、成本函數、產品同質，與市場結構上都有假設

過於嚴格的可能，讓所蒐集的的資料有可能在計算各項指標時讓其所具備的證據力

受到質疑，儘管如此，HMT-SSNIP 仍為目前美國與歐盟的反托拉斯執法單位中常用

的市場範圍界定的方法。 

（三）以「合理可替代性」角度看相關市場 

另外，公平會也曾頒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來說

明公平會如何界定相關市場18；其先在第 2 條的名詞定義中說明「相關市場」為「事

                                                        
16 林常青主持，前揭註 11。 
17 Kai Hüschelrath, “Critical Loss Analysis in Market Definition and Merger Control,” 5(3)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2009). 
18 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 

doc/docDetail.aspx?uid=1345&docid=13926，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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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19，並定義「產品市場」為「在功

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

範圍」20，也定義「地理市場」為「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

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21；而後在第 3 條指出，公平會在

審酌相關市場時，「需求替代」主要審酌之事項，「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

給替代」22，顯見公平會在考量相關市場的界定時，產品或服務的「替代性」為主

要的考量。 

基於這些替代性的考量，因此該原則在第 6 條特別點出其進行市場界定時，「將

審酌案關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及地理區域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

代性，並得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23，點出主要

的衡量依據為「產品或服務間的合理替代性」，並以後面的二種方法作為相關市場

界定的輔助方法；該原則隨後於第 7 條定義「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為「以交易相

對人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

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作為主要判定依據24，說明判定二

商品或服務是否處於同一市場的面向其實包括了產品的「功能、特性、用途、價格

或競爭之地理區域」，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最後，該原則在第 8 條針對「交叉彈

性檢測法」25與第 9 條針對「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26進行詳細的說明。 

綜上所述，若要檢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等視訊服務是否為同一市場，可根據

公平會的「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為出發點，透過此原則中對於「合理可替代

性」的各項判定面向作為基本的評估，若有所不足時，可進一步利用「交叉彈性檢

測法」與「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進行市場範圍檢測，以作為輔助的方法；不過，

後二者的分析法皆需要先取得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與銷售量的資料才有辦法進行檢

測。 

                                                        
19 同上註，第 2 條第 1 項。 
20 同上註，第 2 條第 4 項。 
21 同上註，第 2 條第 5 項。 
22 同上註，第 3 條。 
23 同上註，第 6 條。 
24 同上註，第 7 條。 
25 同上註，第 8 條。 
26 同上註，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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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學「市場競爭」觀念的演進 

由於本研究將進行臺灣多頻道視訊市場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因

此有必要針對經濟學中對於「競爭」觀念的演進，以說明有效競爭觀念在經濟學理

上的地位；以下將以莊春發27對於經濟學所涉及各項競爭觀念的整理，說明完全競

爭、可運作競爭／有效競爭、以及可競爭市場等觀念的演進，以說明可運作競爭／

有效競爭的重要性。 

1.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 

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市場結構中，「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可以說是最完

美的競爭狀態，一個社會中的產業若具有完全競爭市場的結構，則該社會將能獲得

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並且有最高的社會福利；基本上，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包含以

下 5 個重要假設，現在分述如下： 

(1)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每家廠商的產量相對於巿場產量比例很少，因此

個別廠商產品增減，對巿場的價格沒有顯著的影響力，最後只能被動的接受

巿場供給需求共同決定的價格，成為市場價格接受者，個別廠商所面對的需

求線成為水平線。 

(2)產品為同質（homogeneous）：從消費者的觀點看，假設每家廠商所販賣的產

品均完全相同（identical）。有了這項假定後，可保證消費者不管跟那家廠商

買均無差別。否則，如果允許廠商間的產品有所差別，則廠商對其產品價格

多少都會有些控制力量，消費者所面對的需要曲線就不再是水平形狀。 

(3)廠商能夠有自由進出（freedom of entry and exit）產業的特性：它表示任何廠

商只要願意而且報酬合理，都可以進入任一產業內設廠生產，沒有產業進入

的障礙。同理，任何廠商只要喜歡以及覺得在此行業生產不划算，則可以停

止生產，退出該產業。 

(4)資源自由移動（free mobility of resource）：所有的經濟資源具有完全移動的

特性。例如勞動可在地理上或工作間自由移動，不受限制。資本的移入或移

出，也不受任何拘束。 

                                                        
27 莊春發，應用產業經濟學，非正式出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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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分訊息（full information）：市場的參與者都擁有作決策所需的全部資訊，

例如消費者知道各種產品的價格，生產者知曉他的生產成本，工人知道各種

工作的工資等。此外，每一個人對未來也有完全的訊息。這些資訊可以幫助

產品市場與因素市場的參與者，作追求利潤最大的理性決策。 

完全競爭模型，由於第(1)項假定市場廠商人數很多，極限之下沒有一家廠商對

市場價格有影響力，使市場價格變成由市場供需決定的參數，在市場長期均衡的條

件下，廠商可獲得價格（price）等於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的結果；它代表社會

可獲得福利極大化的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與生產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新古典競爭概念應用的極致結論是：社會唯有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結

構裏，社會才能獲得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的至善效果，現實社會的市場結構大都不

屬於完全競爭型態，所以政策上則有加以矯正的必要，政府則有介入的空間。 

基於以上的認知，新古典競爭概念的執行者—結構學派學者乃主張實際市場的

廠商人數減少，以及市場進入障礙提高時，廠商便有許多協調的機會，使價格大於

長期平均成本和長期邊際成本，最後則因而獲得較高的利潤；基於高集中市場結構

有利於廠商採行明的或暗的勾結，以及高集中度市場優勢廠商的產出，一般傾向於

超過最小經濟規模，結構學派的學者認為政府採行解除集中（deconcentration）的管

制政策，將有降低市場價格的效果，而又不會犧牲生產效率。 

2.可運作競爭／有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effective competition） 

但是新古典完全競爭的概念，在反托拉斯實務的操作上仍無法直接的運用，1940

年代與 1950 年代時，經濟學者乃針對實務之需要提出可運作競爭的概念，進而建立

操作的準則（norm）。可運作競爭概念最早是由 Clark28提出，他認為完全競爭理論

模型，很難提供判斷實際世界的可信標準，所以他另外提出判定競爭的最佳標準；

不過，Sosnick29則將可運作競爭一詞，轉換為有效競爭，並且據此提出有效競爭的準

則的內容，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28 J. M. Clark, “Toward a Concept of Workable Competition,” 30(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rt 1, 

241-256 (1940). 
29 Stephen H. Sosnick, “A Critique of Concepts of Workable Competition,” 72(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80-423 (1958); Stephen H. Sosnick, “Toward a Concrete Concept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50(4)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27-853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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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nick30所提出的可運作競爭／有效競爭的準則分為結構標準、行為標準、及績

效標準，是典型的 S-C-P 的分析架構；各項標準的詳細準則分述如下： 

(1)結構標準 

a. 交易者人數至少要和規模經濟所允許的一樣多。 

b. 對移動與進入應當沒有人為的阻礙。 

c. 對於提供產品的品質差異，應當有適度（moderate）的價格敏感度。 

d. 買方應當對產品價格、品質及其他相關資訊有所瞭解。 

(2)行為標準 

a. 價格開始變動是否會被跟隨，在對手的心目中應存若干的不確定性。 

b. 廠商應當獨立的努力達成他們的目標，沒有勾結的情事。 

c. 應當沒有不公平、排他性、掠奪性或者強制性的策略。 

d. 無效率的供給者和消費者，應當無法長久被掩蓋。 

e. 促銷應當是訊息性，或至少不致產生誤導。 

f. 持續而有害的差別取價，應當不存在。 

(3)績效準則 

a. 廠商生產與分配的運作應當有效率，沒有資源的浪費。 

b. 產出水準與產品品質，應當反應消費者的需要。 

c. 利潤應訂在正好足以支付投資、效率、和創新的報酬。 

d. 價格應當鼓勵理性的選擇，引導市場趨向均衡，而不會增加循環的不穩定。 

e. 引進技術較優的新產品和新製程方法的機會，應當善用。 

f. 促銷的支出不應是過多（excessive）。 

g. 成功將落於最能提供消費者需求的生產者身上。 

可運作競爭準則提出來之後，立即引起許多批評。有人認為上述的某些標準不

具客觀性，許多項目被批評為多餘，特別是(1)結構標準中的 a、b 的標準，被視為純

粹競爭必需條件，如果它被滿足了，在後面許多的標準將被滿足。 

 

                                                        
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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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上 Bender et al.31運用有效競爭的觀念，衡量歐洲電信、鐵路、與能源市場

等三大網絡型產業的有效競爭程度；其利用歐盟國家監管機構（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NRAs）的三個準則測試（Three Criteria Test，下稱 TCT）來作為判定標

準：首先，檢測相關市場是否存在「高和非暫時性的進入障礙」，其次則檢視，相

關市場是否存在「市場結構在相關時間段內不傾向於有效競爭」，最後則檢視是否

存在「僅競爭法就無法解決的市場失靈」；這三個標準被累加使用，「在未有事前

監管的情況下滿足這三準則的任何市場都容易受到事前監管」；此外，如果一個市

場通過了 TCT 的檢測，則進一步分析該市場中的公司是否具有重要的市場力量，若

沒有，則認定該相關市場是有效競爭的，可能會放鬆管制。 

3.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s） 

Baumol et al.32提出競爭性市場的概念，提醒世人結構—行為—績效的說法，結

構是決定市場績效唯一重要的因素，並非一定正確，轉為重視廠商進出的重要性；

競爭性市場模型的重點，在於強調廠商自由進出的影響力，其主張只要市場進出不

產生沉入成本（sunk cost）；例如廠商決定進入婚紗攝影行業而購買了相機，它可能

需要相當的支出，但該購買並不代表沉入成本，因為婚紗店一旦結束營業後，相機

仍可移做他用；所謂的沉入成本係指一旦決策改變之後無法反轉於其他使用的成

本。例如上例如果一旦廠商決定退出婚紗攝影業時，則貴重的攝影器材可售予他人

或做其他用途，因此廠商可回收大部分或全部的成本；不可避免在進入新行業時，

一定會發生若干的沉入成本，它可能是廠商所印的名片、執照費、登錄於電話簿的

廣告費，這些都是廠商退出該市場不能回收的成本。 

由於競爭性市場的進入與退出很容易，既有廠商對外面潛在進入者的打帶跑（hit 

and run）將非常敏感。既存廠商在競爭性市場如果所訂的價格高於成本時，進入者

因為有利可圖，可能很快進入市場，在對手降價反應之前，即已擷取利益揚長而去。

                                                        
31 Christian M. Bender, Paul W. J. de Bijl, Georg Götz, Florian C. Haus, Günter Knieps, Stephen 

Littlechild, Benjamin Pakula & Anton Schwarz,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Rail 
and Energy Markets,” 46(1) Intereconomics, 4-35 (2011). 

32 William J. Baumol, John C. Panzer & Robert D.Willing, Contestable Market and the Theory of Market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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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既有廠商能立即做反應，進入者亦可在不花成本之下離開該市場。由於有打帶

跑機制的制衡，競爭性市場的長期均衡與完全競爭市場很像，例如： 

(1)市場的經濟利潤為零，因為打帶跑的進入者將很快的擷取任何利潤。 

(2)廠商將處於生產有效的階段，任何浪費或無效率，很可能引來市場進入。 

(3)競爭性市場包含二家或更多家的廠商，其價格最終等於邊際成本，市場可以

擁有配置效率，當價格大於邊際成本時，將產生市場進入；反之，若價格小

於邊際成本，將形成既有廠商的退出，一直到市場恢復到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為止。 

競爭性市場理論的提出，完全顛覆結構學派的結論，認為要認定一市場的競爭

程度，不一定要將所觀察重點放在既有市場廠商數的多寡，雖然它在正常的情況下

的確是很重要的變數。但是若分析市場競爭程度時，忽略市場進出容易對市場競爭

的影響時，可能產生嚴重的偏頗。例如推論到極致，只要市場進出不具沉入成本，

而且可以很快速時，則市場上廠商數即便只有一家，它也很難獲取超額利潤。換言

之，在極端的情況中，即使觀察到市場只有一家廠商，只要競爭性市場的條件存在，

它的結果將和完全競爭長期均衡的結果相同。 

競爭性市場理論對競爭的公共政策提供了廣泛和有用的原則，它讓政策的決定

者於產業競爭程度作成判定之前，除觀測一般市場的廠商數或相對市占率外，也應

考量市場進出的容易與速度對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此外，也由於強調影響市場進

出的因素，競爭性市場理論也引發學界對廠商策略性進入障礙研究的重視。 

（五）多頻道視訊市場「有效競爭」的衡量 

我們在前言中提及，2019 年美國 FCC 認定某些地區有線電視業者面臨「有效競

爭」而解除價格管制的案例，也增加我國有線電視業者對於前述各項管制措施解除

的期待；關鍵的問題是，市場競爭必須到達何種程度時，才可能達到有效競爭？莊

春發根據美國有線電視市場解除費率管制的歷史，認為有線電視市場一旦達到「有

效競爭」時，主管機關應對於費率的管制放手，尊重市場上買賣雙方的交易自由意

志，在市場上選擇適當的交易對象33；其亦指出，美國進行有線電視費率的解除管制，

                                                        
33 莊春發，「有線電視市場的開放與費率管制解除」，台灣數位匯流網（2020/3/11），

https://www.tdcpress.com/Article/Index/2756，最後瀏覽日期：2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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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有效競爭為準則，作為是否給予費率管制解除的依據，但其準則隨著時間的更

迭有所變動，分別有 1984 年準則、1988 年準則與 1991 年準則；現分述如下： 

1.1984 年「有線電視傳播法」的「有效競爭」原則 

只要有線電視系統在經營區內，能接收到 3 個（或以上）B 等級的無線視頻道的

訊號，即屬處於有效競爭。其中，B 等級訊號係指在該區內 50%的地域在 90%的時

間可以收視到訊號。實施後結果有 96.5%的有線電視系統、99%的有線電視收視戶，

均豁免於費率管制。 

2.1984 年有線電視傳播法-1988 年規則 

只要有線電視系統在經營區內，能接收到 3 個（或以上）B 等級的無線視頻道的

訊號，即屬處於有效競爭。B 等級訊號係指在該區內 50%的地域在 100%的時間可以

收視到訊號。實施後結果有 97%的有線電視系統不受費率管制。  

3.1984 年有線電視傳播法-1991 年規則 

有以下情況之一者，即屬符合有效競爭：有線電視在其經營區內能接收到 6 個

無線電視頻道的訊號，且有線電視在經營區內，有另一個多頻道提供者遍布 50%的

地域，並至少有 10%以上的訂戶率。1991 年的規則實施後，有 18%收視戶地區不符

合規範須進行費率管制。 

而美國 FCC 於 2018 年 FCC 18-148 號「關於提議的規則制訂與報告及命令的進

一步注意事項」（Further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And Report And Order）中亦

提及34，根據 1992 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中也提及，所謂的有效競爭一詞是指：(1)特

許區域（franchising area）內不到 30%的家庭訂閱了有線電視系統的視訊服務；(2)

特許經營區域由 a.至少二個獨立的多頻道視頻節目供應商（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 MVPD）提供服務，每個發行商皆提供相當的（comparable）

                                                        
34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18-148, “Further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and 

Report and Order,” (2018/10/23),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18-148A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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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節目給在特許經營地區內 50%以上的家庭；b.該特許區域中最大的多頻道視頻節

目供應商以外的多頻道視頻節目供應商的訂閱家庭數量超過了該特許經營地區家庭

的 15%；(3)由特許經營機構（franchising authority）在該特許經營區域所經營的多頻

道視頻節目供應商向該特許經營區域中至少 50%的家庭提供視頻節目；或(4)當地市

話服務供應商（local exchange carrier）或其附屬公司（或使用該市話服務供應商或其

附屬公司所屬設施的任何多頻道視頻節目供應商）透過以下方式（不包括直接入戶

衛星服務（direct-to-home satellite services））直接向訂戶提供視頻節目服務：在該特

許區域提供像獨立有線電視視訊供應商一樣的有線電視服務，但前提是在該區域提

供的視訊節目服務可與有線電視視訊供應商提供的視頻節目服務相當；因此，從有

效競爭定義的(2)來看，當前美國 FCC 所定義的有效競爭概念主要是：新進視訊服務

廠商覆蓋率超過該特許區域市場的 50%以上，且最大廠商外的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

市占率達 15%以上。 

由於上述美國 FCC 之有線電視市場「有效競爭」的處理原則，主要是根據有線

電視的經營區域市場來界定，因此屬於個別經營上的競爭程度分析；而我國的有線

電視市場也有類似的經營區域的劃分，應可適當地應用；其次，針對我國有線電視

的各項政策建議的研究中，歷來已經有許多以美國有線電視產業的管制為對象，例

如：高玉玲35從美國有線電視分級收費的經驗探討臺灣分級收費的可行性；江耀國36研

究美國有線電視的費率管制，並應用於我國的有線電視費率管制政策；曾國峰37則從

美國有線電視的管制經驗思考我國有線電視從區域獨占開放為雙占系統競爭的可能

性；因此，過去諸多臺灣有線電視的相關管制措施之研究也曾借鏡美國之經驗，因

此以美國 FCC 的「有效競爭」處理原則作為我國多頻道視訊市場的「有效競爭」程

度之準則，在學術上應該具有相當的適用性；最後，美國的有線電視費率審查也是

由各特許區域內的管制機關進行，而我國也是由各縣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查

會審查，運作模式也與我國類似，因此將美國 FCC 之有線電視市場「有效競爭」的

處理原則應用到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之分析上應無太大問題。 

                                                        
35 高玉玲，「從美國有線電視分級收費的經驗探討－臺灣分級收費的可能性」，衛星與有線電視

雜誌，第 107 期，31-34（1997）。 
36 江耀國，「美國有線電視的費率管制－兼論我國的情形」，政大法學評論，第 62 期，327-363

（1999）。 
37 曾國峰，「從美國有線電視經驗，思考台灣雙寡占系統競爭未來」，傳播與管理研究，第 9 卷

第 2 期，3-4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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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美國 FCC 之有線電視市場「有效競爭」的處理原則中，所指的「新

進視訊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已經不限於其他有線電視系統商而已，而

是將其他的視訊服務廠商也加以納入，所以才會在 2019 年認定美國有線電視受到

OTT 的有效競爭而解除價格管制；而在臺灣，由於「新進視訊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

服務供應商」的 OTT 市場需求資料不容易取得，只有電信電視的訂戶數資料可以取

得，若依照美國 FCC 的有效競爭準則，則應將電線電視訂戶數資料計入有線電視的

市場競爭程度分析。 

三、實證與推估研究分析 

（一）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視訊市場之實證 

傳統產業經濟學的「相關市場」範圍界定同時考慮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因此

在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視訊市場時，也應該從這二個面向來討論。 

1.地理市場觀點 

首先就地理市場來說，根據維基百科的內容，臺灣的電信電視是由中華電信所

推出的「中華電信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Multimedia on Demand of Chunghwa 

Telecom）所經營，是中華電信推出的隨選視訊的多媒體平臺（IPTV 服務），一般

將之稱為「中華電信 MOD」（CHT MOD）；該服務透過中華電信的寬頻網路將各

種影音資訊傳至機上盒，之後再轉到電視機上播放，2020 年 7 月時提供 205 組頻道，

其中包含 194 組 HD 頻道，收視戶數達 208 萬戶。中華電信 MOD 的適用法律是《電

信法》與《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不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因此不適用臺

灣無線電視五大臺（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節目強制授權的規定；另外，

也因為其不受《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其經營的地理區域為我國全部區域，並

不像有線電視產業一樣受到經營區域的限制，換句話說，若是以地理市場而言，電

信電視的地理市場為全臺灣。 

而就臺灣有線電視產業來說，目前全國有線電視系統商總共有 54 家，分屬於凱

擘集團（共 12 家）、中嘉集團（共 12 家）、台灣寬頻（共 4 家）、台固集團（共 5

家）、台灣數位光訊（共 6 家）及獨立系統（共 25 家）；至 2020 年第 2 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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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訂戶數為 4,914,724 戶，普及率為 55.38%；由於政府管制措施的改變，於 2012

年對有線電視的市場經營區進行調整，將原有的 51 區經營區限縮為 22 個經營區，

企圖藉由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市場範圍的手段，並允許業者跨區經營，以增加特定市

場參與競爭廠商的數量，希望經此變革之後，擴大市場範圍後的區內廠商能夠彼此

競爭，以提升有線電視市場的競爭程度；至目前為止，有線電視跨區經營政策讓臺

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及彰化縣的有線電視系統商產生激烈競爭。 

因此，綜上所述，有線電視的經營區域具有區域限制，但是中華電信 MOD 的電

信電視卻是以全臺灣為地理上的經營範圍，二者的比較基準不同，因此無法從地理

市場的概念來分析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過去有許多討論有線

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並未考慮到二產業在經

營區域上的地理差異，直接以臺灣整體市場作為研究對象，並據此得出在某些價格

變動的條件下，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應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例如：台灣經濟

研究院的「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 MOD 替代性分析」38與「數位匯流下視訊服務市場

界定及有線電視監理議題之研究」39、賴祥蔚的「電視平臺之市場界定－以 MOD 與

有線電視為例」40等皆是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視為同一地理市場的前提下所得到的

推論。 

2.HMT-SSNIP 

由於我國並未針對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進行電信電視的相關統計，因此並無法

利用 HMT-SSNIP 來分析各區域內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由

於此一限制，本研究將延續前小節的討論，以整個臺灣為地理市場上的分析範圍，

利用文獻回顧的方式來說明二者是否為同一市場。 

                                                        
38 台灣經濟研究院，有線電視與 MOD 替代性分析，台灣經濟研究院（2020）。 
39 台灣經濟研究院，數位匯流下視訊服務市場界定及有線電視監理議題之研究，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7）。 
40 賴祥蔚，「電視平臺之市場界定－以 MOD 與有線電視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

45-6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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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整理，賴祥蔚41及台灣經濟研究院42等，皆為利用 HMT-SSNIP 來針

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市場界定進行檢測，而莊春發43則是利用迴歸分析說明二者

在最終總體需求上具有替代關係，以下將分別說明之；首先，賴祥蔚44參考美國與歐

盟所採用的 SSNIP 測量原則，以需求彈性之弧彈性中間點公式概念，以量化問卷的

方式取得消費者的數據，以計算二視訊服務間的需求替代彈性，其研究結果發現，

由於二者價格變動所產生的需求彈性皆為正，因此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處於相關市

場；台灣經濟研究院45則是針對有線電視、電信電視（中華電信 MOD）和網際網路

串流視訊服務（OTT）的價格上漲後消費者之消費選擇決策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也是

透過問卷調查整理；透過 HMT-SSNIP 的應用，以臨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為市場界定

之判斷標準，認為在個別單一產品市場界定的情況下，不論有線電視、電信電視或

付費網路視聽平臺結果均無法單獨界定出相關市場；但是若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

當作同一市場時，則臨界損失將大於實際損失，顯示二者為相關市場；最後，台灣

經濟研究院46亦針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進行分析，其利用問卷

設計的方式蒐集消費者對於二種視訊服務需求的在各方面的評價，並針對價格變動

下的消費行為進行討論；在 HMT-SSNIP 的應用下，該研究的結論與台灣經濟研究院

47相同，認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除了 HMT-SSNIP 的應用外，莊春發48則透過統計分析，探討電信產業與有線電

視產業的數位匯流情形；文中雖然沒有直接涉及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的相關市

場範圍的界定，但是其從長期曲線的觀察發現，二者總和的整體收視戶呈現增加的

跡象，且總收視戶已接近戶政機關的總收視戶，顯示視訊市場已接近飽和；而在 2011

年以前，電線電視與有線電視收視戶長期呈現上升的趨勢，儘管後來電信電視的收

視戶持續成長，而有線電視收視戶出現些微下降的現象，但是否為二者相互影響所

                                                        
41 同上註。 
42 台灣經濟研究院，前揭註 38、39。 
43 莊春發，「促進數位匯流的障礙與解決方案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113-144

（2016）。 
44 賴祥蔚，前揭註 40。 
45 台灣經濟研究院，前揭註 39。 
46 台灣經濟研究院，前揭註 38。 
47 台灣經濟研究院，前揭註 39。 
48 莊春發，前揭註 43。 



18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造成的則需要進一步檢視，在量化迴歸統計分析發現，若資料觀察點到 2015 年第 2

季，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全國的視訊市場上存在替代關係。 

綜上所述，若是以臺灣國內為地理市場，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屬於同一相關

產品市場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問題是，這樣的總體資料分析結果，是否可以拿來作

為分析各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市場特性呢？其中是否會發生「分割推理謬誤」

（Fallacy of Division）？也就是說，在經濟分析的過程中，雖然證明二種視訊服務在

國家地理區域內為同一相關市場，但是在有線電視個別經營區域來說，消費者是否

也是如此看待二種視訊服務嗎？ 

3.整體市場需求替代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總體需求之間的關係，我們以 2004 年第

4 季到 2020 年第 2 季二視訊服務的總訂戶數的變化，透過迴歸分析來討論二者之間

的替代關係是否存在。 

為何分析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總體需求的替代性？根據公平會 2015 年所公布

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49，其第 3 條在說明公平會的相

關市場界定之基本原則50時明確表示，「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

項，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顯見二商品需求替代性的存在與

否是為界定其是否在相關產品市場的重要條件；其次，該「處理原則」第 2 條亦指

出，所謂的「需求替代」，是「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

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

則是「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

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並定義產品市場為「指

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

成之範圍」；因此，如果要認定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二者是在同一相關產品市場，

首要的任務便是確認二者之間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  

由於本研究僅有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總體需求的資料，因此並無法證明二者

的供給替代性，因此只能夠從需求替代性介入，若能夠透過實證模型的建構來證明

                                                        
49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8。 
50 同上註，第 3 條。 



 考量新進業者與有效競爭程度之臺灣多頻道視訊市場範圍界定與競爭政策 185 
 

二者具有高度替代性；我們將在本小節進行時間序列的迴歸分析，並在下兩小節分

別進行向量自我迴歸（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分析及 ARDL 邊界檢定（ARDL bound 

test），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來討論二視訊市場的替代性。 

 

 

圖 1 臺灣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統計：2004Q4-2020Q1 

資料來源：有線電視總體訂戶數資料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依經

營 區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 
0&keyword=&is_history=0&dstart=&dend=&KeywordAgain=&pages=3，最後瀏覽日

期：2021/4/6；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資料來自本研究調查。 

 

圖 1 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此一研究期間的總訂戶數曲線，我們可以發現，

在 2011 年以前，二者的訂戶數都是逐漸上升的，因此在此段期間二者間是不存在替

代關係的；而從 2012 年開始，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依然維持穩定的上漲趨勢，並於

2017 年之後出現明顯的增加趨勢；但是同段期間有線電視的總訂戶數則出現先衰退

的情形，到了 2015 年時總訂戶數才又開始增加，但是到了 2017 年時又出現較為明

顯的下降趨勢，並於 2019 年第 3 季時開始低於 500 萬戶，顯見有線電視總體市場需

求在 2012 年之後開始出現瓶頸。這其中 2017 年是為二者市場總訂戶數變化方向相

反且較為明顯的一年，主要原因是中華電信 2017 年採取低價行銷策略，以「寬頻上

網+MOD 平臺之套裝組合優惠」，讓其用戶於 2017 年第 4 季突破 160 萬戶，而且到

了 2019 年還增加 48 萬用戶；不過此一策略是否顯著地影響有線電視總訂戶數的下

降，仍需要進一步的檢視。 

為了進一步檢視二視訊服務總體需求之間是否存在替代關係，我們透過迴歸分

析來進行；由於二視訊服務的總體資料皆為時間序列，因此在進行迴歸分析前，需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200&keyword=&is_history=0&dstart=&dend=&KeywordAgain=&pages=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200&keyword=&is_history=0&dstart=&dend=&KeywordAgain=&pag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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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檢視其是否為定態序列（stationary series），表 1 為檢驗結果；檢定結果顯示，如

果是原始的總體需求數據，則二種視訊服務的序列皆非定態序列，但是在 1 階差分

之後就可變為定態序列，因此以下的分析將以 1 階差分後的序列來進行分析，而差

分後的序列則以圖 2 來呈現；從圖 2 的曲線來看，二種視訊服務在 2011 年第 1 季以

前大部分的差分大於 0，換句話說，此段期間二種視訊服務的總訂戶數大部分是呈現

成長的；但是從此之後到 2014 年第 3 季以前，有線電視的總訂戶數則出現一段相當

長時間的衰退，但同一期間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依然維持相當程度的成長；而在 2014

年第 3 季到 2017 年第 2 季之間，二者再次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而且有線電視的總

訂戶數成長比電信電視來得高；而在此之後，電信電視的總訂戶數因為經營策略的

關係而出現大幅度的成長，而同一期間有線電視則持續出現衰減的情形，可見中華

電信此一策略算是相當成功。 

表 1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單根檢定 

檢定方法 

有線電視 
Intercept and Trend 

電信電視（MOD） 
Intercept 

原始值 1 階差分 原始值 1 階差分 

Augmented Dickey-Fuller 0.9484 0.0276** 0.8255 0.0289** 

Phillips-Perron 0.9666 0.0225** 0.9544 0.0231** 

說  明：*代表達到 90%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95%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2 臺灣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差分後統計：2004Q4-2020Q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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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量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內生性的實證結果 

另外，考量二視訊市場總體需求可能彼此影響而存在內生性的問題，因此我們進

一步利用向量自我迴歸51來同時估計二市場間彼此之間的關係；不過，一般的 VAR(P)

模型僅能考慮變數落後期對當期的影響（P 為落後期的數目），如此將無法知道二視

訊市場間的當期變數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因此我們亦考量結構式向量自我迴歸

（structural VAR，後稱結構式 VAR）52，以釐清二視訊市場間的當期間是否會相互

影響；最後，Hamilton53認為，在估計 VAR 時應該使用原始資料來估計，並不需要

在估計前進行單根檢定以確定序列是否為定性，因此本研究採用二視訊市場總體需求

的原始資料進行 VAR 的估計。 

首先，我們參考黃美瑛54的方法，先進行二視訊市場間的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檢

定，以瞭解兩變數之間是否會彼此間相互影響，檢定結果列於表 2 中；結果顯示，

有線電視並不會 Granger 影響電信電視，但是電信電視是會 Granger 影響有線電視，

顯見二視訊市場總體需求的相互影響是不對稱的。 

 

表 2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總體需求之 Granger 因果關係 

虛無假設 F 統計量 F 統計量的機率 

有線電視不會 Granger 影響電信電視 1.818 0.172 

電信電視不會 Granger 影響有線電視 3.829** 0.028 

說  明：**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51 Christopher A. Sims,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48(1) Econometrica (1980). 
52 陳旭昇，時間序列分析：總體經濟與財務金融之應用，初版，東華出版社（2009）。 
53 James D. Hamilton, Time Series Analysis, 1st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54 黃美瑛，「台灣產業市場範圍界定之實證研究：價格相關係數法與 Granger 因果測定法之應用」，

收錄於：瞿宛文，產業結構與公平交易法，初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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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VAR 模型落後期長度檢定結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496.79 NA 4.40E+21 55.51079 55.58446 55.5392 

1 -1242.48 480.365 4.14E+17 46.24002 46.46102 46.32525 

2 -1195.67 84.95216* 8.49E+16* 44.65445* 45.02278* 44.79650* 

3 -1195.02 1.138643 9.62E+16 44.77837 45.29403 44.97724 

4 -1194.93 0.142596 1.12E+17 44.92335 45.58634 45.17904 

5 -1194.6 0.534262 1.29E+17 45.05907 45.8694 45.37158 

6 -1192 3.935901 1.36E+17 45.11122 46.06888 45.48055 

7 -1189.43 3.722093 1.45E+17 45.16393 46.26892 45.59008 

8 -1187.54 2.590045 1.59E+17 45.24208 46.4944 45.72505 

說    明：* 表示應該選擇的落後期所在；LR: sequential modified LR test statistic (each test at 
5% level); FPE: Final prediction error;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SC: 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 HQ: Hannan-Quinn information criter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次，VAR 模型在估計時通常要先確認所包含的變數落期數目，因此我們假定

當期的總體需求會受到過去 2 年（8 季）的需求所影響，因此先估計 VAR(8)，在透

過「落後期排除檢定」（lag length criterion）來找出最適的落後期 P，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根據表 3 的結果，我們將採用包含落後兩期的 VAR 來進行模型估計。根據

檢定結果，本研究採用落後期為 2 的 VAR(2)模型來估計。 

表 4 為本研究針對二視訊市場總體訂戶數 VAR(2)的估計結果，我們發現不管是

電信電視還是有線電視，其落後 1 期的總體需求接對當期的總體需求有正向的影響，

但是落後 2 期的總體需求則對自身的總體需求顯著地為負，不過其係數絕對值都比

落後 1 期的係數絕對值小，顯見較近期的總體需求對當期的總體需求影響程度較大；其

次，電信電視落後 1 期的總體需求對當期有線電視的總體需求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但是電信電視落後 2 期則對有線電視有正向的影響，不過二者的係數絕對值仍以落

後 1 期者為大，顯見電信電視的落後期對有線電視當期的總體需求有顯著的影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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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並未發生在有線電視落後期對當期電信電視的影響上；綜上所述，有線電

視與電信電視總體需求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對稱的。 

表 4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 VAR(2)之估計結果 

落後期 
電信電視 有線電視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電信電視(−1) 1.699** 0.106 [ 16.027] -0.182** -0.073 [-2.498] 

電信電視(−2) -0.715** -0.102 [-6.989] 0.166** 0.070 [ 2.352] 

有線電視(−1) 0.072 0.178 [ 0.407] 1.431** 0.122 [ 11.708] 

有線電視(−2) -0.031 -0.183 [-0.168] -0.435** -0.126 [-3.451] 

C -178493.900 -106200 [-1.681] 46331.510 -73094 [ 0.634] 

R-squared 0.998 0.994 

Adj. R-squared 0.998 0.994 

F-statistic 7641.283 2409.080 

Log likelihood -691.020 -668.605 

Akaike AIC 23.201 22.454 

Schwarz SC 23.375 22.628 

說  明：**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電信電視(−1)及有線電視(−1)分別表示電信電視與有線

電視落後 1 期的變數，其他以此類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另外，我們進行了 VAR(2)估計後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再一次地檢視二變

數間的關係，檢定結果如下表 5；檢定結果再次顯示，有線電視不會 Granger 影響電

信電視，但是電信電視會 Granger 影響有線電視。 

表 5 VAR(2)估計後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虛無假設 𝜒𝜒2統計量 自由度 𝜒𝜒2統計量的機率 

有線電視不會 Granger 影響電信電視 3.637 2 0.162 

電信電視不會 Granger 影響有線電視 7.658** 2 0.022 

說  明：**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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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確認二視訊市場總體需求間當期的影響，我們利用 Eviews 11 裡的估

計結構因素化（Estimate Structural Factorization）的功能，估計出結構 VAR 模型中，

當期的電信電視總體需求對有線電視總體需求的係數為-0.167（標準誤 0.086，Z 值機

率為 0.048），顯見當期的電信電視總體需求對當期的有線電視總體需求有負向的影

響。我們進一步利用估計出來結構 VAR 進行衝擊反應函數的估計，我們將結果顯示

在表 6 中；根據表 6 的結果，有線電視的總體市場需求受到電信電視的衝擊之長期

影響為負，但電信電視受到有線電視衝擊之長期反應為正，我們可進一步支持上述二

視訊市場之替代性不對稱的實證結果。 

表 6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結構 VAR 之衝擊反應函數估計結果 

      衝擊 
 
期數 

電信電視 有線電視 

電信電視 有線電視 電信電視 有線電視 

1 25375.99 0 -4313.01 16924.62 

2 42789.19 1224.291 -10797.7 24226.02 

3 53880.23 3309.678 -17173.4 27087.85 

4 60003.08 5957.801 -22614.3 27829.16 

5 62273.44 8929.459 -26906.4 27507.5 

6 61607.89 12036.71 -30081.7 26621.48 

7 58756.39 15134.83 -32261.5 25419.14 

8 54329.44 18115.01 -33590.2 24033.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 ARDL 邊界檢定（ARDL bound test） 

在利用時間序列來討論市場界定時，Pesaran et al. 55建議利用共整合檢定

（cointegration test）來檢視二時間序列的長期關係，尤其當變數間共整合之後為 0

階（I(0)）或 1 階（I(1)）的變數混合在一起時，也就是說，利用此一檢定來檢視二

                                                        
55 M. Hashem Pesaran, Yongcheol Shin, & Richard J. Smith., “Bound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16(3)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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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是否整合成同一市場；這樣的檢定 Boshoff56稱為 ARDL 邊界檢定。由於共整合

的觀念是原本非定態的時間序列透過線性組合之後所成的新序列成為一定態序列，

因此我們用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的原始資料來進行 ARDL 邊界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7 所示。根據檢定結果顯示，電信電視對於有線電視的共整合期數較長，但有線電視

對電信電視的共整合期數較短，因此二者的相互影響並不對稱。 

綜合上述三小節的實證結果，二種視訊服務之間主要存在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

總體需求的單向替代關係，並不存在彼此之間的相互替代的關係，而從共整合邊界

檢定來看，二視訊市場在短期具有相互的替代關係。 

表 7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總體訂戶數之 ARDL 邊界檢定結果 

落後期 
F 邊界檢定值 臨界值 

有線電視為被解釋變數 電信電視為被解釋變數 顯著水準 I(0)臨界值 I(1)臨界值 

1 30.883*** 29.299*** 10％ 3.127 3.650 

2 5.53** 2.23 5% 3.803 4.363 

3 3.21* 2.12 1% 5.383 6.033 

4 2.03 1.62 樣本數 60 

說  明：*表示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最後，根據前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57第 4 條之內

容顯示58，公平會在認定相關產品市場時，會考慮的因素有「產品價格變化、產品特

性及其用途、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

本大小、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其他與產品市

場界定相關之事證」，顯示公平會在認定二商品或服務是否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

                                                        
56 Willem H. Boshoff., “Advances in Price Time Series Tests for Antitrust Market Definition,” 01/11 

Stellenbosch Economic Working Papers (2011). 
57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8。 
58 同上註，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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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透過實證研究來證明二者具有需求替代性只是認定條件之一，並非唯一的認定

條件，還需要其他資料的輔佐來支持；而我們的實證結果也顯示，二視訊市場僅存在

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具有顯著的替代關係，而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不具有顯著的

替代關係，因此難以認定二者屬於同一視訊市場，仍需要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來協

助認定；因此，我們在第四節將利用公平會過去界定液化石油氣與天然氣是否屬於

同一市場經驗，進一步分析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 

（二）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有效競爭」之推估 

本小節將討論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域的有效競爭程度，我們將分別從全國市場

與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二個角度來推估；從前一小節（三（一）1）中的討論可以發

現，過去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是否為同一市場範圍的研究中，其所分析的

地理市場是以整個臺灣國內的範圍為基準，因此若要討論二者間是否已經達到有效

競爭的程度，根據之前的實證研究之基準，理論上以全國市場作為分析的地理市場

應較為合理；不過，因為沒有過去的文獻是以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來研究二種視訊服

務是否為地理市場範圍，因此若以我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作為研究其「是否已達有

效競爭」之地理市場，恐有缺乏足夠的實證資料得以支持之疑慮；針對此疑慮，本

研究認為，若從各地理市場中的視訊產品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其在考量是否訂閱有

線電視或電信電視時，可以選擇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也僅止於該地理市場內之業者

而已，並無法考慮其他位在當地提供服務之業者，因此以地理市場作為分析「有線

電視是否因電信電視處於有效競爭」的分析單位應為適當；其次，就地理市場而言，

自從有線電視開放跨區經營以來，各地理市場中的有線電視系統商皆需面對各地方

政府所組成的費率審議委員會進行費率上的管制，因此若要討論「有線電視系統商

已達有效競爭程度以移除價格管制」這樣的政策可行性分析時，則以有線電視的地

理市場作為分析單位應屬合理；最後，以美國 FCC 於 2019 年之 FCC 19-110 號意見

與命令備忘錄59中針對該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harter 是否受到 OTT 業者的有效競爭

判定，也是以 Charter 的各地理市場為分析基礎來判定，因此可以作為參考；綜上所

述，本研究認為以有線電視地理市場作為分析其是否已達有效競爭的分析應無疑義。 

                                                        
59 FCC，前揭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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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2018 年的美國（FCC）的 FCC 18-14860表示，若一特區域市場中(1)

新進視訊服務廠商覆蓋率超過該特許區域市場的 50%以上，(2)最大廠商外的其他視

訊服務供應商市占率達 15%以上，則此一特許區域市場已達有效競爭的程度，因此

應解除價格管制；而 FCC 的報告中更將新進視訊服務廠商及其他視訊服務供應商並

非僅限於有線電視系統供應商而已，也包括了 OTT 及電信電視等視訊服務；由於臺

灣有線電視視訊服務為區域特許事業，雖然在 2014 年開放新進業者進入或既有業者

跨區經營，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則僅有臺北市、新北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等縣市有

新的系統業者進入市場中，因此根據 NCC 的統計資料，我們僅能計算新的系統業者

進入這些特許區域市場後是否達到 2018 年 FCC 所提出的「有效競爭」判定準則；至

於電信電視與 OTT 等新興視訊服務的統計部分，電信電視有全國性統計，沒有與有

線電視對應之特許區域市場之統計，而 OTT 部分則是完全沒有統計，因此並無法像

美國 FCC 一樣直接將這些新興視訊服務的市占率納入分析中。 

因此，在分析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有效競爭時，本研究將分為二部分，第一部

分是以 NCC 的統計資料為基礎，單純計算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域中真的有新進業

者進入的有效競爭分析；第二部分則是利用 NCC 統計的全國電信電視總訂戶數，

依據各縣市的家戶數比例來計算各縣市電信電視訂戶數，將電信電視視為新進的視

訊服務，並依據 FCC 的準則來分析臺灣有多少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是否達到有效競

爭的程度。 

1.新進廠商（未包含電信電視）於有線電視區域市占率之推估 

若該地理市場僅考慮其他有線電視系統進入時，根據 NCC 的統計，臺灣有線電

視在調整成以各縣市行政區為特許區域之後，總共有 5 個市場有新進業者進入，其

分別為：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因此我們將計算這些縣市

中有線電視新進廠商的覆蓋率與市占率（以行政戶數為計算標準），以利我們比較

其是否已經達成有效競爭的程度，我們將計算結果列於表 8。而根據表 8 所示，若是

以新進廠商的覆蓋率來看，除了高雄市外，其他各縣市新進廠商的總覆蓋率皆達 50%

以上，也就是 FCC 市場有效競爭準則的第 1 條；然而在計算市占率時，我們發現新

進業者的市占率皆未達 15%，因此這 5 個區域市場都尚未達到有效競爭的程度。 

                                                        
60 FCC，前揭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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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新進業者進入之區域及其覆蓋率與市占率（2020 年第 2 季） 

區域市場 行政戶數 覆蓋戶數 訂戶數 覆蓋率 市占率 

臺北市 1,060,320 980,079 94,287 92.43% 8.89% 

新北市 1,594,111 1,913,724 233,509 120.05%∗ 14.65% 

臺中市 993,132 539,521 34 54.33% 0.0034% 

彰化縣 394,507 203,081 30,442 51.48% 7.72% 

高雄市 1,113,881 370,762 37,814 33.29% 3.39% 

說  明：*表示新進業者間有可能在相同的地區進行競爭。 
資料來源：通傳會，「109 年第 2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及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0&key
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最後瀏覽日期：2021/4/6；本研究整理。 

 

2.新進廠商（包含電信電視）於有線電視區域市占率之推估 

本小節討論將電信電視視為有線電視區域市場之新進者後，有線電視區域市場

是否因此而達到美國 FCC 所定義的有效競爭程度，換句話說，本小節之新進廠商包

含該地理市場之「有線電視系統商新進入者」與「電信電視」；為了進行此一分析，

則需要先推估各縣市電信電視之覆蓋戶數與訂戶數，之後再將此一推估之數字加入

其他新進系統業者的相關數字，即可計算新進廠商在有線電視區域的覆蓋率與市占

率；首先，在推估電信電視的覆蓋率時，由於電信電視的主要經營者為我國電信業

者中華電信，而且電信電視所需要的頻寬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甚且電信電視也可

以在行動通訊設備上觀看，因此我們以通傳會 2020 年 7 月底之「1Gbps 網路涵蓋率

統計」資料中的「中華電信可接取 1Gbps 戶數（不含偏鄉）」61，作為推估電信電視

在各縣市之覆蓋戶數；其次，為了推估各縣市電信電視之訂戶數，我們則依據前述

推估的「各縣市電信電視之覆蓋戶數占總電信電視之覆蓋戶數」的比例，乘上電信

                                                        
61 通傳會，「Gbps 等級網路涵蓋率：1Gbps 網路涵蓋率統計」，https://www.ncc.gov.tw/chinese/ 

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10&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581，最

後瀏覽日期：2021/4/6。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
https://www.ncc.gov.tw/chinese/%20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10&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581
https://www.ncc.gov.tw/chinese/%20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10&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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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之全國總訂戶數，以作為各縣市電信電視訂戶數之推估；此二推估之數值，再

分別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的有線電視新進廠商之覆蓋戶

數與訂戶數加總，而成為二類新進廠商於縣市的總覆蓋戶數與訂戶數；最後，將加

總後的覆蓋戶數與訂戶數除以行政戶數，即可得到新進廠商覆蓋率與市占率，我們

將計算結果列於表 9 中。 

 

表 9 將電信電視視為視訊服務新進廠商在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覆蓋率與市占率 

區域 

市場 

行政 

戶數 

新進有線 

電視廠商 

覆蓋戶數 

新舊有線 

電視廠商 

覆蓋戶數 

電信電視 

覆蓋戶數 

電信電

視訂戶

數 

新進廠商 

訂戶數 

新進廠商 

覆蓋率 

新進廠商 

市占率 

基隆市 155,018 -- 155,018 94,374 30,420 30,420 60.88% 19.62% 

臺北市 1,060,320 980,079 2,040,399 900,798 290,356 384,643 177.39% 36.28% 

新北市 1,594,111 1,913,724 3,507,835 1,210,139 390,067 623,576 195.96% 39.12% 

桃園市 834,453 -- 834,453 588,974 189,845 189,845 70.58% 22.75% 

新竹市 169,186 -- 169,186 134,605 43,388 43,388 79.56% 25.64% 

新竹縣 202,656 -- 202,656 128,894 41,547 41,547 63.60% 20.50% 

苗栗縣 192,076 -- 192,076 107,047 34,505 34,505 55.73% 17.96% 

臺中市 993,132 539,521 1,532,653 807,177 260,179 260,213 135.60% 26.20% 

南投縣 179,226 -- 179,226 103,734 33,437 33,437 57.88% 18.66% 

彰化縣 394,507 203,081 597,588 290,848 93,750 124,192 125.20% 31.48% 

雲林縣 242,888 -- 242,888 159,290 51,344 51,344 65.58% 21.14% 

嘉義市 100,858 -- 100,858 84,140 27,121 27,121 83.42% 26.89% 

嘉義縣 184,112 -- 184,112 104,643 33,730 33,730 56.84% 18.32% 

臺南市 699,095 -- 699,095 520,521 167,781 167,781 74.46% 24.00% 

高雄市 1,113,881 370,762 1,484,643 853,896 275,238 313,052 109.95% 28.10% 

屏東縣 290,649 -- 290,649 188,697 60,823 60,823 64.92% 20.93% 

臺東縣 83,395 -- 83,395 26,051 8,397 8,397 31.24% 10.07% 

宜蘭縣 171,495 -- 171,495 90,738 29,248 29,248 52.91% 17.05% 



19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花蓮縣 127,030 -- 127,030 60,798 19,597 19,597 47.86% 15.43% 

金門縣 41,425 -- 41,425 17,794 5,736 5,736 42.95% 13.85% 

澎湖縣 41,378 -- 41,378 0 0 0 0.00% 0.00% 

連江縣 3,313 -- 3,313 0 0 0 0.00% 0.00% 

說  明：*由於電信電視在全臺灣各縣市各地皆可安裝，因此將其覆蓋率計為 100%。 
資料來源：通傳會，「109 年第 2 季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及 109 年 7 月之「1Gbps 網

路 涵 蓋 率 統 計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 
_sn=1979&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 https://www.ncc.gov. 
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010&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
s=0&sn_f=44581，最後瀏覽日期：2021/4/6；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9 的結果，我們發現有線電視現有各經營區域的新進廠商覆蓋率最低為

0%，最高為 195.96%，除了東半部三縣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及離島三縣

市（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外，臺灣本島西部各縣市之多頻道視訊市場皆達到

FCC 的 50%門檻；此外，新進廠商在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的市占率最低為 0%，最高則

為 39.12%，除了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外，也都超過 FCC 所規範的 15%

下限；因此，參考前一節第（五）小節的 2018 年的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年度競爭報

告中所定義的有效競爭程度之準則，若將我國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視為同一相關市

場，則除了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外，其他臺灣本島

西部各縣市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皆可說是達到此一有效競爭程度。 

不過，我們在此要特別強調，由於我國並未針對電信電視於各縣市的訂戶數統

計，因此我們只能夠依據推估的「各縣市電信電視之覆蓋戶數占總電信電視之覆蓋

戶數」之比例，乘上電信電視之全國總訂戶數，以作為各縣市電信電視訂戶數之推

估，因此數據上並非準確；由於電信電視經營的廠商近年來大力推動「買寬頻送 MOD

（電信電視）的策略」62，但是固網寬頻的傳輸速度並非一定要達到 1Gbps 的程度，

顯見本研究所使用的電信電視覆蓋程度的「可接取 1Gbps 戶數」，可能低估實際電

                                                        
62 蘇元和，「逼出來的 MOD 戶數恐因補貼政策現惡性循環（下）」，台灣數位匯流網（2018/11/12），

https://autos.yahoo.com.tw/news/%E6%AA%A2%E8%A6%96%E9%84%AD%E5%84%AA%E7%B
6%93%E7%87%9F%E8%83%BD%E5%8A%9B-mod%E8%A3%9C%E8%B2%BC%E6%94%BF%
E7%AD%96%E6%81%90%E5%9B%A0%E6%9C%AC%E6%A5%AD%E7%87%9F%E6%A5%AD
%E4%B8%8D%E4%BD%B3-%E7%8F%BE%E6%83%A1%E6%80%A7%E5%BE%AA%E7%92%
B0-%E4%B8%8B-18510005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5/31。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20_sn=1979&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20_sn=1979&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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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電視在各地理市場覆蓋程度，因此我們的所推估的各縣市電信電視覆蓋率有低估

之虞；而若要了解將電信電視計入後新興業者（包含新興視訊服務）後的真實區域

市占率，則建議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有線電視各經營區域內的電信電視訂戶數加以

蒐集。 

最後，由於我國並未針對 OTT 的訂戶數進行統計，更也不會有各縣市 OTT 訂戶

數的資料，因此並無法利用資料之推估來討論其對於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有效

競爭」的影響；不過，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63以全國市場的研究結果顯示，OTT 並未

與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處於相同的產品市場，因此若能夠獲得 OTT 全國的訂戶數資

料，則推測其對於全國市場下的「有效競爭」程度可能也不會有明顯的變化；而若

針對有線電視各經營區域的地理市場來說，根據前述美國的「剪線潮」經驗，似乎

隱含 OTT 資料的取得將進一步推升其「有效競爭程度」，不過，以各區域市場的

有線電視訂戶數的歷史統計數據來看，這樣的「剪線潮」在臺灣似乎並沒有出現，

因此 OTT 的訂戶數統計對於我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有效競爭程度提升可能相當

有限。 

四、公平會針對市場界定之經驗 

根據上述實證結果發現，就全國總體資料而言，電信電視對有線電視的需求存

在替代效果，尤其是在 2014 年之後的效果更為顯著，但是有線電視對電信電視並沒

有明顯的替代效果，顯示二者之間並不存在對稱的替代效果；因此，若要說二者為

同一相關市場，則在總體的證據上仍稍嫌薄弱，儘管過去許多以問卷方式所進行的

研究認為二者間其實應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因此對於公平會而言，要認定二者是否

為同一相關市場仍是一個未解的難題。在此，我們認為，公平會在 2002 年對液化石

油氣（Liquefied Petroleum Gas，下稱 LPG、液化瓦斯或桶裝瓦斯）與天然氣（Natural 

Gas，下稱 NG 或導管瓦斯）的市場界定經驗，可以作為界定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

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參考；這是因為液化石油氣於家庭能源之需求上，主要之競爭

商品為天然氣，就最終使用目的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均提供家庭部門與工業部門

的熱能；而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對於「閱聽人的娛樂需求」來說，二者均能提供視

                                                        
63 台灣經濟研究院，前揭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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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娛樂的功能，就最終使用目的來說二者也是相同的，因此 LPG 與 NG 的相關市場

界定經驗對於電信電視與有線電視是否為相關市場界定上有相當的參考性。 

（一）過去 LPG（液化石油氣）與 NG（天然氣）的經驗解析 

根據公平會(89)公處字第 105 號處分書的內容64，我們知道當時家庭熱能主要來

源為 LPG 與 NG，以使用戶數為計算基準，液化石油氣約占全部用戶之 7 成；天然

瓦斯約占全部用戶之 3 成（臺東、花蓮、宜蘭等三縣市與離島之澎湖、金門、綠島、

蘭嶼、馬祖等地區並未使用天然瓦斯，且天然瓦斯的使用仍以都會地區及新社區為

主）。 

就家庭能源之需求上，LPG 與 NG 在最終使用目的來說是相同的，均提供家庭

部門與工業部門的熱能，因此公平會認定二者為競爭商品；但是公平會最後並未將

其劃分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是因為公平會還考慮了以下諸多因素： 

1. 化學成分：比較二者之屬性發現，其所含化學物質有相當的不同，LPG 是丙

烷和丁烷組成，NG 是甲烷； 

2. 安全性：NG 之安全性較 LPG 高； 

3. 氣體重量：NG 比空氣輕，但 LPG 比空氣重； 

4. 一般交易習慣：NG 係以導管運送，每月查表收費，LPG 則以桶裝形式直接

由工人運送到家，而且現場直接收費，故二者之交易習慣似有很大不同； 

5. 生產與轉換技術：LPG 與 NG 不論於生產技術相似程度、廠商產能、轉換之

可能性或程度並不高，即使可能轉換在時間上也曠時耗日。 

綜合上述，公平會將二者認定無直接之競爭關係，認定為二個互為獨立之市場。 

而就 LPG 經銷階段的地理市場而言，「……北誼興係 9 家經銷商中，唯一得跨

區提氣之經銷商，其餘經銷商基於運距及運費考量，倘屬南部地區提氣之經銷商如

欲在北部地區銷售，技術上並無困難，但顯居於競爭劣勢，惟經銷商仍多會自行吸

收運費成本參與競爭，而有跨區售氣現象……，故係以全國作為經銷市場之界定範

圍」，因此公平會認定液化石油氣的地理市場為全國市場；此外，該處分書並未對

於 NG 的地理市場範圍進行界定，不過前面有提到，天然瓦斯約占全國家戶之 3 成，

且當時臺東、花蓮、宜蘭等三縣市與離島之澎湖、金門、綠島、蘭嶼、馬祖等地區

                                                        
64 公平會(89)公處字第 10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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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使用 NG，且 NG 的使用仍以都會地區及新社區為主，顯而易見地，NG 仍被視

為有特定區域才有的能源項目。 

（二）當前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關係之分析 

延續前一小節針對 LPG 與 NG 的討論，此二者是臺灣家庭中最重要的熱能來源，

若是以視訊市場的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來看，二者皆提供臺灣家戶的視聽娛樂來

源；儘管如此。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傳輸技術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皆為數位的

傳輸技術；不過二者在最終的視訊配送市場的經營區域上有很大的差別，有線電視

以我國地方政府行政區域劃分為 22 個經營區域，不過在經過向事業主管機關通訊傳

播委員會申請跨區經營後，便可以進入其他行政區域經營，而電信電視雖然為中華

電信所經營，但是其並沒有經營區域的限制，是以全國為經營範圍，因此二者在經

營區域上的限制甚為明顯。 

另外，如果我們從二種視訊商品在交易內容（品質）、交易方式及交易價格等

面向來討論二者時，我們發現二者仍有相當的差異，例如：電信電視有基本頻道的

訂閱套餐設計，價格為 99 元，訂戶可以收看 20 個頻道內容，而有線電視在開放分

組定價後，基本套餐價格約為 500 元上下，訂戶可以收看 100 個頻道，因此二者在

交易內容上有顯著的不同；而就內容的品質，若是以新聞頻道數來衡量，有線電視

基本頻道中可收看 10 個新聞頻道，然而電信電視目前只有壹電視、民視、及寰宇新

聞等，因此從新聞頻道的多寡來看，二種視訊服務也有相當的距離；此外，電信電

視的其他節目品質也可能優於有線電視所提供的節目，因為其目前提供 208 個頻道，

而包含高畫質電視和 4K 解析度頻道就有 190 個以上，而有線電視在通傳會（NCC）

的要求下，在 2019 年底完成基本頻道高畫質（HD 化）的目標；最後，也最重要的

是，電信電視提供消費者更大的選擇主動權，客戶可自選電視頻道套餐收看外，還

可以隨選影片隨選隨看，也可以讓消費者有多樣化的包月影片選擇，而且訂閱者可

以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應用軟體 APP 來觀看，讓訂閱者可以隨處收看，換句話說，

電信電視給予消費者更大的自由；不過，有線電視的節目的播放與視訊接收方式與

傳統的電視節目無異，訂閱者必須透過電視觀看，播放內容依照各個頻道所安排的

時間表來播放，而且無法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應用軟體 APP 來觀看，閱聽人的自

主性與選擇性相對低落；或許因為這樣，我們才會發現，閱聽人在二種視訊服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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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上，主要是由有線電視流向 MOD，而較少看到由 MOD 流向有線電視；我們

將二者的比較整理在表 10 中。 

表 10 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各項特性上的差異 

面向 有線電視 電信電視 

基本套餐 
價格約為 500 元上下，訂戶

可以收看 100 個頻道 
價格為 89 元，訂戶可以收看

20 個頻道∗ 

基本頻道中新聞頻道數（內

容） 
可收看 10 個新聞頻道 

只有壹電視、民視、及寰宇新

聞等 

節目品質 
2019 年底完成基本頻道高畫

質（HD 化）的目標 

目前提供 208 個頻道，而包含

高畫質電視和 4K 解析度頻道

就有 190 個以上 

消費者選擇主動權 

節目的播放與視訊接收方式

與傳統的電視節目無異 
播放內容依照各個頻道所安

排的時間表來播放 

客戶可自選電視頻道套餐收看

外，還可以隨選影片隨選隨

看，也可以讓消費者有多樣化

的包月影片選擇 

可觀看的設備 
必須透過電視觀看 
無法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

應用軟體 APP 來觀看 

可以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應

用軟體 APP 來觀看 

可觀看的地點 家中 訂閱者可以隨處收看 

消費者自由度 較低 較高 

說  明：∗此處之 89 元為電信電視每月平臺服務費，可收看 20 個基本頻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平交易法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第 7 條65明定，

在認定二商品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時，應「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

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

作為主要判定依據，也就是說，除了在價格的因素之外，其實應該把二商品的特性

進行完整性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我們也發現公平會曾將之落實於 PLG 與 NG 的

                                                        
65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8，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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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界定案例中；因此，儘管過去有許多的調查研究認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

應屬於同一個相關市場，但是若進一步考慮二者的諸多特性、經營區域、與視訊品

質差異時，則將二種視訊服務視為同一相關市場可能要需要稍作保留。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整理了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也利用

二者的總體需求時間序列資料來進行二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相互替代，進一步檢驗

二者是否真的處於同一相關市場，並且檢驗如果二者為同一相關市場時，則根據美

國 FCC 的有效競爭條件，各縣市有線電視市場是否處於有效競爭；研究結果顯示，

過去針對我國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實證文獻，透過問卷調

查的方式加以統計後，皆支持二者為同一相關市場的結論；其次，本研究以 VAR 模

型檢驗二視訊服務在總體市場是否彼此顯著地相互替代時顯示，有線電視對電信電

視並沒有顯著的替代關係，但是電信電視卻對有線電視有顯著的替代關係，因此二

者的替代關係並不對稱；最後，由於有線電視在開放系統業者跨區經營之後，臺北

市、新北市、臺中市、及彰化縣等的新進業者雖然在覆蓋率在 50%以上，高雄市的

新進業者普及率仍未達此一標準，而在市占率方面也沒有任何縣市的新進業者達到

15%，因此這 5 個行政區域市場都尚未達到美國 FCC 的有效競爭程度；不過，若將

電信電視也計入計算，則除了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外，其他縣市之有線電視區域市場皆達到新進業者覆蓋率 50%，且除了臺東縣、澎

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外，其他縣市有線電視市場內新進廠商之市占率皆達 15%的

標準，因此若以美國 FCC 的標準，則我國大部分縣市有線電視皆已經達到有效競爭

的程度。 

上述討論包含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以及有線電視行政區

域內的市場是否已經達到有效競爭二個面向，由於二者前後相關，因為一旦認定二

者處於同一相關市場，則後面的有效競爭的衡量也就跟著明確，更影響後續的事業

主管機關管制政策執行，因此競爭機關對於二者是否為同一相關市場的衡量甚為重

要；畢竟，如果二者同為相關市場，則在計算有線電視的市占率時，由於將電信電

視的訂戶數計入，若既有業者在行政區的市占率低於 1/3 時，則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

應該針對該區域解除管制，讓該地區的視訊市場回歸市場交易，全面降低管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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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公平會認定二者並非在同一市場，則各縣市單一有線電視系統市占率則無

可能低於 1/3 的門檻，因此通傳會解除現有的價格與結構管制其實並無可能；因此，

我們從公平會針對液化石油氣與天然氣是否為相關市場的判決經驗中發現，公平會

在分析二商品是否處於同一相關市場時，其實並非只有考慮需求替代性而已，也考

慮到商品的供給替代性及商品性質等因素；延續這樣的政策脈絡，我們認為在電信

電視與有線電視的相關市場判定時，也應該考量這些特性，因此並不建議二者處於

同一個相關市場；而根據這樣的界定結果，則當前我國各行政區域的有線電視市場

要達到有效競爭程度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更別論期待通傳會移除當前對其各項

的管制措施。 

最後，本研究所取得的實證資料為通傳會公布的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的全國性

季度統計，因此實證結果僅適合於分析全國市場，也就是說，從地理市場的角度而

言，本研究的實證模型已經以全國的視訊市場為分析範圍；但是有線電視的管制屬

於分區管制，因此將全國地理市場的實證結果直接應用於個別行政區域市場上，則

可能產生分割推理謬誤；換句話說，若要分析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在各區域市場的

替代程度時，其實應該運用各縣市的資料來進行個別分析較為合適，如此才比較符

合當前我國有線電視分區管制的精神；不過目前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僅有針對有線

電視產業已經進行各行政區域市場進行訂戶數的統計，但是在電信電視方面則沒有

此方面的統計資料釋出，因此無法進一步分析各縣市視訊市場的實際替代（競爭）

狀態，甚為可惜；在此建議通傳會針對此一部分的資料加以蒐集並公布，讓競爭機

關在衡量各地區視訊市場的競爭狀態時能有更為明確而可用的數據。 

此外，本文僅檢視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二者間的關係，因資料取得的問題而無

法將 OTT 對於多頻道視訊市場的影響納入分析，可能會產生計量經濟學「遺漏重要

變數」的問題，導致參數估計偏誤，因為有線電視與電信電視之間的替代關係，有

可能深受 OTT 總體市場需求所影響，未將之納入分析模型來加以控制；因此，若有

可能，則進一步將各縣市 OTT 的使用者戶數加以統計，則對於視訊市場競爭狀態的

分析將更為充分，以利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且實證結果可能與目前的結論不一致；

其次，由於我國有線電視的管制以行政區域市場為主，未來若認定該地理市場中電

信電視及 OTT 對於有線電視產生有效競爭（前提是處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則在

事業主管機關的管制措施上，則應優先解除各項管制，讓該地區的視訊市場早日回

歸市場機制，而不需要等到所有縣市區域市場都已經達到有效競爭時才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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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減少各縣市政府審查有線電視費率的行政管制成本外，也可以讓業者能夠

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讓有線電視變得更有活力，也才是消費者之福；最後，前述各項

數據的蒐集與運用，則有賴於通傳會與公平會相關處室的相互合作與努力才能達

成，因此建議二機構間相關處室可以多加互動，若能因此對於視訊市場結構產生良

好的質變，實為收視大眾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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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hile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New Entrants on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aiwan  

Chen, Chih Cheng ∗ 

Chuang, Chuen-F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focus on the definition of Taiwan’s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 that 

includes cable TV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V. We review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to 

determine whether cable TV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V are in the same relevant market 

in this study. We also apply time series data on their aggregate demand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substitution to further test whether they are really in the same related 

market. Finally, we adopt the conditions of the FCC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egional market for cable TV in each county and city faces effective 

competition or not by using the data for the cable industry and the estimated regional data 

for telecommunications TV.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wo video services are in the same relevant market in aggregate. 

Howev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r the time series model suggest that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television to cable TV, but substitutio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geographical markets for cable 

TV with new entrants providing cable service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 level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the FCC’s criteria. Furthermore, if we include the estimated data 

for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TV in the regional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 for new 

entrants, 16 geographic markets for cable TV are found to have reached the level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Thus, we suggest that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should collect and publish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to telecommunications TV, 

OTT, and cable TV at the regional level, especially in the operational regions, so that the 

competition agency can have clearer and usable data when measuring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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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the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 at the regional level. Besides, we also suggest that, 

if the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 in Taiwan at the regional level has reached the criterion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the current price regulation on cable TV should be removed. In 

this way, the cost of enforcement borne by the NCC will be lowered, and the prices in 

regional multichannel video markets will be more flexible. 

Keywords: Digital Video Market, Market Definition, Relevant Market, Competition 

Policy, Effectiv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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