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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於 1996年 7月開始電信自由化，2001年 7月完成電信自由化，2000年 10

月開始中華電信民營化，在 2005 年 8 月 12 日公股持有比例低於 50%而完成民營

化。但是民營化後的中華電信僅短暫經歷行動通訊市場龍頭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

憑藉網路效益充分運用其獨占市場地位，使得所有其他新進業者與消費者都仰賴其

行動與固定網路，市場競爭屢屢遭到限制，消費者權益未獲得充分保障，與建立電

信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促進電信市場全面競爭、帶動產業發展的電信自由化政策目

標相去甚遠，引發各界批評。 

本文先研究我國民營化電信公司之經營與電信自由化之實踐與檢討，再比較近

似（原本均是國家百分百持股而走向民營化）的英國電信公司及德國電信公司在民

營化之後的經營與如何與電信自由化配合，最後探討可以使中華電信配合電信自由

化之管制措施：通傳會儘速開放中華電信持有之用戶迴路，誘使其批發功能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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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行為監督取代裁罰式管制手段，階段性協調公平會強化對中華電信管制。政

府應將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變更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強化董事會治理能力，並增加

其促進市場競爭與產業發展的政策任務。 

關鍵詞：民營化、電信自由化、中華電信、功能分離、用戶迴路、公平交易法、電

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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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電信自由化與民營化 

民營化（Privatisierung, Privatization）是公部門將其任務移轉到私部門的歷程，

通常先經過形式民營化（Formelle Privatisierung，指組織上的私法化），就是以私

法組織型態執行行政任務，此私法組織之財產權仍屬於公部門所有，最後達到實質

民營化（Materiale Privatisierung，也稱為任務私部門化），將原為公部門承擔的行

政任務，全部或部分移轉由私人承擔，國家不再親自執行其行政任務，轉而以立法

或行政方式監督管制，擔保私人能夠執行任務1。為促進經濟自由化與提升公營事業

的經營績效2，我國正式於 1989 年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積極發展國內私經濟部

門。 

我國政府遷台後，電信服務被視為公共服務，由國家行政部門（交通部前電信

總局）直接獨家提供，其間僅開放用戶終端設備、電信網路利用(國內出租數據電

路)、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等小規模電信業務給民間業者。電信制度原本與我國相同的

歐洲共同體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通訊科技的進展以及美國電信業發展的影

響，決定變更由各會員國國家獨占的電信市場，逐步開展電信自由化3。歐盟執行委

員會在 1987 年確立電信改革的方向：漸進消除會員國國家獨占電信之情況，開放

電信終端、網絡及服務市場4，協調整合各類關於設立電信網絡與提供電信服務的法

律規定，將歐盟競爭法適用於電信領域以確保公平競爭與機會均等，同時確保普及

服務5。我國受到歐盟變遷的啟發，又因為行動通訊服務效率不彰（採購弊案連連，

導致近百萬申裝戶等不到門號6），以及為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承諾，交通部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擘劃電信服務之事業化、公司化、民營化與自由化。 

                                                      
1 劉淑範，「行政任務之變遷與『公私合營企業』之發展脈絡」，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 期，

54、62-63 (2008)。 
2 王志誠，「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台灣經驗－思潮發展與法制因應」，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5

期，6，8 (2004)。 
3 詳見 Susanne K. Schmidt, Liberalisierung in Europa, S.104 (1998). 
4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 Dynamic European Economy, Green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market for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nd equipment,” 87 COM, 290 (1987). 
5 見 Dieter Engels (Hrsg.), Die Postreform in Deutschland, 2009, S. 24. 
6「台灣大哥大戶數排名衰退」，中國時報，第 9 版 (199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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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首先在 1996 年 7 月 1 日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成立國營中華

電信公司（事業化、公司化），概括承接前電信總局之營運業務，前電信總局則專

注於電信政策制定與市場監理，並同時進行基本電信服務的自由化，開放民間其他

業者提供相關服務。基本電信服務自由化先是開放行動通訊業務，接著在 2001 年 7

月開放固定及衛星通訊業務，自此電信市場全面自由化7。中華電信的民營化比電信

自由化的腳步較慢，2000 年 10 月 27 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後才開始釋出股

份給民間，行政院在 2002 年 2 月 15 日指定中華電信在 2003 年年底完成民營化，

結果是在 2005 年 8 月 12 日因公股持有比例低於 50%而完成民營化8。相較於我國其

他部門公營事業之民營化（例如油品市場、電力市場、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市場、

自來水市場），中華電信的民營化（既為政府獲得大約新台幣 4200 億9，而且促成

其人事的精簡與效率提升10）可以說成效卓著。 

然而，政府對中華電信之管制義務並不因其完成民營化而解除，因為一方面政

府仍然持有其控制性股權，另一方面其具有市場主導力量，足以影響市場競爭走向

乃至產業之發展。然而政府對民營化之後中華電信之管制目標似乎不明確或至少缺

乏整體的戰略構思，本文主張應該以配合電信自由化政策為管制目標，也就是促進

市場競爭與增進消費者權益11。依據前電信總局 1997 年出版之電信自由化白皮書，

電信自由化之政策為「建立電信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促進電信技術進步」、

「改善電信事業經營效率」、「提供高品質、多樣化且價格低廉的服務」以及「誘

發連鎖效應，帶動經濟發展」五大目標12。前電信總局 2002 年出版之電信自由化白

皮書進一步揭櫫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及管制原則：「建構國際級經營環境，使台灣

                                                      
7 交通部前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4-6 (1997)。 
8 關於中華電信民營化過程的詳細說明請見賀陳冉、劉孔中，「檢討中小學與公立圖書館數據

通訊接取普及服務」，法令月刊，第 61 卷第 12 期，106 (2010)。 
9 依據中華電信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訴字第 219 號判決之上訴內容。 
10 中華電信 2000 年時每位員工可替公司帶來 5.39 百萬元營業收入 (參見中華電信 2001 年度年

報，2000 年營業收入為 186,900 百萬元，員工總人數為 34,707 人)，2005 年完成民營化時每位員

工已可替公司帶來 6.69 百萬元營業收入 (參見中華電信 2005 年度年報，2005 年營業收入為

183,382 百萬元，員工總人數為 27,409 人)，在 2012 年達到每位員工可替公司帶來 9.04 百萬元營

業收入 (參見中華電信 2012 年度年報，2012 年營業收入為 220,131 百萬元，員工總人數為 24,351
人)。 

11 詹鎮榮採相同見解，見氏著，「民營化後國家影響與管制義務之理論與實踐－以組織司法化

與任務私人化之基本型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26-27 (2003)。 
12 交通部前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9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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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亞太地區電信樞紐」、「普及電信服務、降低數位落差」、「促進電信市場全

面競爭，提供更創新、高品質的電信服務」以及「帶動產業發展，增進全民利益」

等四大方向13。 

就民營化後的中華電信對電信自由化目標實現的貢獻而論，不但與「建立電信

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促進電信市場全面競爭」等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相去甚

遠，甚至發生重大矛盾。中華電信除了在電信自由化之初曾經歷行動通訊市場龍頭

地位不保的短暫局面，隨即憑藉剩餘獨占市場地位，搭配網路效益，以及民營化後

的靈活行銷手法，使得所有其他新進業者處處仰賴其網路（行動與固定網路），市

場競爭與發展屢屢遭到限制，消費者權益未獲得充分保障。因此如何在管制政策與

作為上加以調和，就成為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本文以下分別探討三大議題，第一是中華電信未配合電信自由化政策之處及對

其監督失靈之檢討，第二是民營化電信公司之經營與電信自由化管制之國際比較，

將比較中華電信及歐盟國家中與其近似（原本均是國家百分百持股而走向從組織上

私法化漸進為任務私部門化的過程）的英國電信公司及德國電信公司，第三是探討

應如何使中華電信配合電信自由化之管制政策，最後是結論。 

二、民營化電信公司之經營與電信自由化之本土實踐

檢討與國際比較 

(一) 中華電信未配合自由化政策目標之處 

1. 市內電話及網際網路市場獨占力量不減，未協助促進市場全面競爭的
自由化政策目標 

前電信總局 1993 年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會）公告為下列相關市場之獨占

事業：第一類電信、數據、影像、視訊等電信基本交換與傳輸之行業14。中華電信

自概括承接前電信總局之營運業務，至今在許多相關市場仍屬獨占事業，在我國電

                                                      
13 交通部前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4 (2002)。 
14 見公平會 1993 年 2 月 8 日公秘法字第 0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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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市場的競爭與發展扮演主導性的角色，並未協助達到促進電信市場全面競爭的自

由化政策目標。例如中華電信市內電話市占率達 95.3％、網際網路業務（非對稱式

用戶數據傳輸（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15及光世代）約佔整體寬

頻市場 79.2%；此外，中華電信是行動通訊業務市場的市場主導業者（市占率達

34.9%，2011 年底行動電話客戶數突破一千萬）、網路最完整（固定網路、行動網

路、網際網路、衛星鏈路）、員工人數最多（24,650 人）、資本額最大（2010 年辦

理現金減資 20%，資本額由 969 億元減少為 775 億元，每股換發 0.8 股及退還現金

2 元）16、不動產以及固定資產最多（2798 筆土地，面積 4,127,572 平方公尺，建物

1,626 幢，面積 3,120,384 平方公尺，於 1996 年概括承受前電信總局含土地、建物

以及地下管道與纜線在內 6,097 億元之固定資產，在 2005 年民營化時該固定資產已

累積到 8,121 億元）17。 

2. 寬頻網路經營成效不彰，未達成帶動產業發展的自由化政策 

承上所述，中華電信獨占網際網路市場，但是因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

會）與公平會管制雙重失靈（詳見下文(二)2），市場競爭無法真正開展而競爭壓力

驟減，以致其經營績效又有回復到民營化前不彰的趨勢，尤其表現在消費者需求呈

爆炸性成長的寬頻網路的建設與服務18。 

中華電信在寬頻業務的種種不及格表現，例如收費高、速率慢，建設落後日、

韓、港等競爭對手，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目前中華電信所提供給一般民眾的光世

代19，除數萬戶為全光纖之 100M/100M 用戶外，其餘數百萬寬頻號稱光纖到戶之用

                                                      
15 ADSL 在 1998 年推出，為早期最常用之寬頻傳輸技術。 
16 見中華電信 2011 年公司年報，http://www.cht.com.tw/ir/upload/content/CHT2011_0719_Update. 

pd.，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17 不動產之資料依據交通部於 2003 年 2 月 13 日「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

所提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經營管理及民營化推動情形報告；固定資產金額見鉅亨網中華電

信財報 http://www.cnyes.com/twstock/bs/2412.htm，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18 馬英九總統在 2011 年元旦文告都不得不婉轉宣示要讓我國的網路「速度更快、品質更好、

價格更低」，並於治國週記特別邀請政府部門以及網路使用者代表共談，其結論是「政府將深化

努力，結合民間力量，繼續改善網路的速度、品質與價格，以回應網路族群長期以來的訴求，並

使我國的網路環境更具競爭力見馬英九總統 2011 年 6 月 18 日治國周記，「更快更好更便宜，提

升網路競爭力」，取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4&itemid=24609&rmid= 
2074，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19 依據中華電信 Hinet 網站之定義，光世代是指在該公司機房或利用光纖迴路連接至光化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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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均為光銅混合之用戶，其速率遠低於全光纖之 100M/100M 用戶，這類速率包含

6M/2M、12M/3M、20M/5M、60M/15M、100M/20M 以及 100M/40M 等 6 種非對稱

速率，以其最高速率 100M/40M 月租費 1,199 元/月為例20，非但速率低於韓國

100M/100M 的對稱速率，而且價格亦高於其折合新台幣僅為 697 元/月之費率，更

只限少數光纖大樓住戶才能申請（非光纖大樓只能申請到 FTTX+VDSL，其受線路

品質以及距離機房遠近等因素之影響速率更低）。其次，中華電信提供的上下行速

率相去甚遠，而且上行速率太慢，十分不利於用戶將其創作內容上傳、與他人分享

其生活、形成豐富的網路社交內容、激發網民的創作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

不足以發展雲端技術與服務的推廣與應用。高速對稱寬頻的全面實現，在我國還有

漫漫長路要走21。 

寬頻網路市場進入極度困難，導致競爭不足，市場欠缺成長的動能與誘因。中

華電信始終是寬頻網路的獨占供應廠商，新進業者從事網路建設十分困難而且耗費

甚鉅，而且無法接通最後一哩以接近最終消費者，無從獲得營收，惡性循環的結果

是更加怯於投資寬頻網路建設，從而強化中華電信的獨賣地位。而中華電信在不斷

指責新進業者「不建設而只搭便車」不道德的同時，只會在不影響其營收的必要範

                                                        
箱、社區、大樓、家庭等，利用各式光網路設備，搭配乙太網路 (Ethernet) 或 VDSL 等技術，作

為固網 IP 網路之接取電路。 
20 月租費 1,199 元/月含上網費 576 元及電路費 623 元，以 2012 年 3 月 28 日韓元現金買匯率

0.0242 計算，相當於 49,545 韓元/月。此外，再依是否屬優惠方案以及租期是否滿 2 年，另收取

400 元 之 異 動 費 以 及 500-1500 元 接 線 費 ， 詳 見 中 華 電 信 光 世 代 費 率 說 明 網 站

http://broadband.hinet.net/fttx/5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3/3/4。相較之下，韓國電信 (KT) 於
2010 年起，促進寬頻上網、IP-TV、網路電話等應用有之線寬頻的促銷方案中 Qook Lite 為 100 
M/100M 的對稱速率，上下行合計共 200M，其收費依租用期限而異，無綁約最貴，為 36,000 韓

元/月，且另須支付 8,000 韓元設備費以及 30,000 韓元安裝費，但租用滿一年即無需支付安裝費，

租約超過 3 年之用戶免收設備費，並享有 28,800 韓元/月之優惠費率，折合新台幣僅 697 元/月，

詳見 KT 網站 http://www.olleh.com/index.asp?code=BEA00，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21 中華電信在 2011 年 7 月 18 日表示「希望最快明年上半年，在部分地區提供 100Ｍ對稱式寬

頻，但由於目前台灣光纖網路，光纖只到路邊電信箱或大樓電信室，最後一段連到家戶的線路，

跟 ADSL 一樣都是銅絞線，未來除非將最後一哩銅絞線換成光纖，否則無法提供對稱式寬頻。」

根據電子時報 DIGITIME2013 年 6 月 7 日報導：總統馬英九期待 2013 年底台灣 100Mbps 覆蓋率

將可達 100%，全面帶動台灣寬頻網路提升，而中華電信指出，2013 年 100Mbps 覆蓋率目標為

85%，100Mbps 用戶目標則為 30 萬戶。截至目前為止，中華電信 100Mbps 仍在起步階段，用戶

數不過數萬戶。為了趕上 100Mbps 布建需求，中華電信已經釋出一個 GPON 標案，欲提供 60 萬

寬頻網路用戶安裝 100Mbps 以上設備，參與競標的業者共有 5 家 (阿爾卡特朗訊、合勤、友訊、

長葆以及中華系統整合)，已經陸續進入設備測試階段，待完成測試之後，才會進入價格競爭，中

華電信評估，最快可望於 2013 年 8 月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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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從事重點而非全面的寬頻網路建設，無法真正解決我國長期以來頻寬不足的嚴重

問題，也未達成「帶動產業發展，增進全民利益」的自由化政策目標。 

3. 獲取超額利潤不符合價格低廉的自由化政策目標 

中華電信在電信自由化與民營化後每年平均合併總純益仍高達 466.8 億台幣，

稅後純益率（=稅後純益÷營業收入）平均高達 24.0％22，獲取超額利潤23。細究中華

電信獲取超額利潤的原因，主要是將數十年來以國家預算及以各種名義向消費者收

取之費用（月租費、保證金、移機費）建立極為完整之通信網路（原本單純作為固

定通信的網路，提供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同時用於提供多種新的

（例如行動電話、ADSL 上網服務、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

臺（MOD）、市話來電答鈴、市話來電過濾）加值服務，而這些新服務都是利用既

有的、幾乎已經攤提完畢或幾乎無償自國家取得的銅絞線24，邊際成本接近於零，

只需支出一次性的裝置及設備費（例如裝置費、ADSL 數據機、分歧器、機上

盒），中華電信卻將此類一次性費用化為各種月費，不斷向消費者收費，即使在收

回一次性費用後仍不停止。例如截至 2010 年止，中華電信 VDSL 及 VDSL2 採購量

已高達 268 萬戶，甚至超過其 2011 年 3 月底所公布之光世代 162 萬用戶數，換言

之，該公司所採購之 VDSL 設備均為提供光世代超高速寬頻網路接取，其包含交換

設備與用戶端設備之平均單價僅為 2,093 元/戶，而以通傳會於 2011 年 6 月核定之

                                                      
22 中華電信自民營化以後每年之合併總純益及稅後純益率分別為 2005 年 476.5 億元、25.99%，

2006 年 448.7 億元，24.32%、2007 年 487.4 億元，24.69%、2008 年 457.9 億元，22.71%、2009 年

444.9 億元 22.43%、2010 年 485.5 億元，23.99%、2011 年 480.9 億元，22.11%。見中華電信各年

度公司年報。 
23 2010 年日本 NTT、香港電訊盈科、韓國電信的稅前純益率分別只有 11.4％、13.4％、7.5

％，依據張緒中，「政客的幸福建構在對年輕人的剝削」，－引自 http://www.coolloud.org.tw/ 
node/63536，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24 依據交通部於 2003 年 2 月 13 日「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所提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經營管理及民營化推動情形報告，中華電信成立時資本額為 964.8 億，但是其

2003 年之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即已高達 4068 億，其中土地 1075 億，房屋及建築 410 億，還有

高達 2582 億之「其他」 (據信應該是銅絞線及各種管溝，包括最後一哩)。中華電信之資本額並

未反應高達 2582 億之「其他」固定資產，其目的在於如此一來將會導致中華電信股本太大，不利

於其民營化的推動。但是在行政院限時完成民營化的情況下又未作好資產重估，會生賤賣國有財

產的弊端。而且銅絞線及各種管溝既然未反映在中華電信資本額，中華電信如何可以將之反映在

向其他業者收取的各種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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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10M 光世代上網加電路費 700 元/月而言，三個月就可以完全回收其投資（每

個用戶三個月的電路收入 2,100 元已高於 VDSL 投資），至於管道與機房等設施均

不變，所以不需考慮其成本。 

雖然中華電信將其超額利潤的部分上繳國庫，但是不能說因此就沒有牴觸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第 3 條規定：「本企業化經營，以公平合理之費率，提供普

遍、持續及穩定之高品質服務，推行電信科技研究，促進資訊社會發展，增益全體

國民福祉。」也不符合電信自由化促進電信市場全面競爭及「高品質、多樣化且價

格低廉的服務」的政策目標。 

(二) 對中華電信未配合電信自由化政策監督失靈之檢討 

面對中華電信未能配合電信自由化政策，其控股督導機關交通部並無作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束手無策，公平會則是對通傳會與交通部遷讓，不輕易動用

公平法，矯正市場之弊。 

1. 交通部無法督導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雖然完成民營化，但是交通部仍然持有股份近四成，完全主導其董事

會25，絲毫不受到中華電信發行美國存託憑證（ADR）的影響26。因此，除了通傳會

外，在電信自由化管制上對中華電信真正使得上力的是交通部。但是一如許多國家

對於其國有電信事業的監督成效不彰27，交通部對於盈餘直接繳納國庫、與各種中

央及地方政治勢力關係良好的中華電信，幾乎不願採取有效監督，甚至為免除其對

中華電信的監督義務，曾說服行政院在 2006 年 5 月 1 日向立法院提出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條例廢止案（不過至今尚未被廢止）。 

                                                      
25 中華電信公司章程規定，置董事 7 至 15 人組織董事會，任期 3 年，得連選連任，且其中應

有 1/5 專家代表。該公司目前置董事 13 人 (含獨立董事 3 人)，於 2010 年 6 月 18 日股東常會選

任。除中華電信產業公會理事長擔任一席員工董事外，其餘董事均由交通部任命。 
26 相關分析請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200-201 (2010)。 
27 Ian Walden (e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Regulation, 3rd ed., 83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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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會治理能力不足 

我國公司治理一向為人詬病，尤其是股權高度集中，公司難於對代表法人董事

之自然人究責，導致董事會有效性不足28。此等弊端在國營事業或國家實質掌控的

事業更為嚴重。依據中華電信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2007 年 6 月 15 日修訂）第

2 條規定：「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如下：一、營運判斷能力。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三、經營管理

能力。四、危機處理能力。五、產業知識。六、國際市場觀。七、領導能力。八、

決策能力。」但是歷屆董事是否符合前述標準，令人不能無疑29。而且除董事長以

外均為兼任，亦無設置常務董事，或設置有實質功能的各種委員會，仍然維持以中

華電信為本位的董事長及總經理制。董事會不足以實質督導中華電信之經營，引導

中華電信走出公司本位、短期獲利的魔咒，而願意在促進我國通訊產業發展以及實

現寬頻資訊社會的努力上做出重大貢獻。 

(2) 系統性袒護中華電信 

在持股及監督的共榮共生結構下，交通部會系統性袒護中華電信，以下可以舉

出三個實際例子： 

A.未嚴格審核國有不動產作價投資中華電信之必要性在前 

前電信總局改制成立中華電信時，該公司依據行政院 1996 年 2 月 10 日台

（85）孝授五字第 01564 號函示略以：「屬電信公司業務所需部分，作價投資中華

電信公司」，檢討造冊呈報交通部審核後報奉行政院核定作價投資予該公司。然

而，交通部並未嚴格審核，因為依據交通部 92 年 5 月「中華電信公司作價投資不

動產處理情形之檢討及活化措施報告」，中華電信原本曾按照行政院 91 年 8 月 7

                                                      
28 蔡昌憲，「從內控制度及董事監督義務論台灣董事會的改革方向」，2012 第 2 屆兩岸清華法

學論壇－法學理論與科技發展，5，18，26 (2012)。 
29 中華電信現任第 6 屆董事成員包含交通大學副校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

事長、交通部人事處處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副所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交通部會

計處會計長、中華電信產業公會代表、東隆五金公司副董事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會計系

教授等，中華電信第五屆董事成員包括交通部主任秘書、部長室簡任秘書、交通部參事、交通部

人事處處長、交通部交通運輸研究所副所長、勞委會副主任委員等，取自 
http://www.cht.com.tw/Files/Download/Introduction_to_Directors_and_Supervisors_Chinese1000728.pd
f，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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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頒佈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擬將原作價投資該公司之低度利用、可改列

為非營業用資產對價繳回國家的土地及建物即多達 566 筆（面積 997,169 平方公

尺）與 90 棟（面積 59,342 平方公尺）30。 

B.未積極將中華電信擬繳回國庫之非營業用資產收回在後 

更有甚者，交通部審核中華電信提出之「資產經營管理及民營化推動情形報

告」後，提報「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結果竟同意「中華電

信擬將非營業用資產繳回國庫，經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充分討論後，認為該公司已

有民股股東，不宜以減資方式辦理，建議活用資產，提升資產運用效益」，並未積

極將中華電信擬繳回國庫之非營業用資產收回。中華電信依該結論重新擬具報告，

經交通部審核後，提報「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審議，雖然作成

應記取教訓的結論（：「中華電信公司經管之資產，經檢討結果仍有部分非屬業務

所需，惟因公司已公開上市難以繳回國庫，致資產淨值虛增影響營運績效，爾後各

國營事業應記取教訓，嚴格檢討資產應用效益，將非業務必須的資產繳回國庫後，

再行釋股民營31」），但是事後亦未聞交通部追究任何承辦或決策人員之責任，所

謂「記取教訓」只是空谷足音。 

C.將中華電信民營化資料一律解釋為工商秘密而拒絕公開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曾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向交通部提出閱覽中華電信民營化

過程之相關資料32，但是交通部一律以中華電信公司表示「涉及渠等工商秘密」為

理由而拒絕提供其中任何資訊，完全未盡說明公開對於該公司之權利、競爭地位或

其他正當利益有何侵害可言之義務，於法不合33，而且雖然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30 見交通部，中華電信公司作價投資不動產處理情形之檢討及活化措施報告 (2003)。 
31 見交通部，中華電信公司作價投資不動產處理情形之檢討及活化措施報告 (2003)。 
32 本文以「中華電信民營化」、「國家資產及財產管理」、「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等關鍵字

經由國家檔案管理局之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共得相關檔案 43 件，分別由行政院 (1 件)、立法院 
(1 件)、交通部 (12 件)、經建會 (24 件)、通傳會 (1 件) 及國有財產局桃園分處 (3 件) 保管。本

文接著依據申請閱覽政府資訊之相關規定向各單位申請閱覽檔案，除行政院、通傳會及國有財產

局桃園分處提供之外，其餘經建會駁回 20 件、交通部駁回 8 件，理由皆以含糊不清之「事涉中華

電信工商秘密」一語帶過。 
33 在政府資訊公開的規範上政府資訊公開法應優先於檔案法，因為歷經 24 年的討論與研議在

2005 年 12 月 28 日制定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經由資訊充分的民主參與而鞏固深化民主政治，重要

性遠超過 1999 年 11 月 30 日制定的檔案法 (僅僅在於檔案管理)。換言之，政府資訊公開法已經

有特別規定的，應該排除檔案法相關規定的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應定位為政府資訊公開之基準

法：僅政府資訊公開法施行前制定之其他法律另有更利於 (政府資訊) 公開之規定，或政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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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4 日 101 年度訴字第 303 號判決命令公開34，仍然堅持提起上訴，不

肯公開，最後被最高行政法院 2013 年 3 月 28 日 102 年度判字第 147 號判決駁回

35。事後交通部遵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提供本文作者該等文件，經實際閱覽影印該

等文件後發現，根本沒有中華電信的工商秘密可言，但是卻拖延了二年的時間。 

2. 通傳會與公平會管制雙重失靈 

雖然中華電信有諸多行為有反競爭之嫌，例如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不

                                                        
公開法施行後制定之其他法律明文排除政府資訊公開法特定條文之適用者外，應概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辦理政府資訊公開。見湯德宗，「資訊公開暨資訊隱私法案例研究 (2007/11～2008/12)」，

王必芳主編，2009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央研究院法律所，300 (2009)。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5
條規定，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僅有在法律明確規定的例外情形才得

不公開。因此無論有無『以公開為原則』之明文宣示，於解釋上對於人民『知的權利』」應給予

最大的尊重，凡政府保有之資訊，原則上應公開，盡量限縮不公開之範圍，見林素鳳，「我國資

訊公開法制初探」，月旦法雜誌，第 136 期，42 (2006)。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政府資訊雖然屬於「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但是只有在公

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才應限制公開

或不予提供。政府保有之資訊以應盡量公開為原則，對於不公開之例外事由的證明責任，應由政

府負擔。 
34 其判決理由為：本件系爭檔案關於中華電信公司部分營業資訊，其實均已係 10 年前資訊，

難認有何祕密性或商業價值，論其實際，中華電信公司基地座落位置等資訊於是否屬『已保密之

事實』，也殊屬可疑 (於網路上 GOOGLE 系統即可查詢相當資訊)。縱認，系爭檔案關於中華電

信公司若干資訊仍涉及『營業祕密』，然而，中華電信公司為國家實質控制的國有公司，其經營

之事業又具有高度社會公益性質，而系爭檔案關於中華電信公司乃為民營化過程之相關資料，有

必要揭露供民眾了解、發現、解釋進而校正錯誤，形成共識以參與決策，並促成進步。如國營企

業民營化過程之相關資料均以『營業祕密』為詞而認屬不得公開之資訊，則民眾將無法檢驗其民

營化過程是否行政機關有無怠惰違法。經本院具體衡量『人民之資訊公開權』與『中華電信公司

主張排除公開之利益』後，肯認前者顯然大於後者，上開檔案應予公開。 
35 其判決理由為：公開政府資訊本身即具有公益性，不問人民要求政府公開資訊之動機及目的

為何，即得依該法請求政府公開資訊 (人民之資訊公開請求權)，而與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所規定

行政程序中資訊公開請求權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行政機關所持之資料或卷宗權利)，以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並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有所不同。此乃現代民主國

家建立透明政府及公眾監督政府所必要之機制。政府資訊公開之法律，亦被稱為是一種「陽光法

案」。是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以政府資訊公 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基於上開政府資

訊公開之目的及「例外解釋從嚴」之法解釋原則，該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列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例外事由，應從嚴解釋。而公開政府資訊公益性之大小，恆以該政府資訊涉及公益程度，及其應

受人民監督必要性之高低有關。…政府資訊有無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例外情事，係依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決定之，而非依所涉及法人或團體之內部規定決定。又系爭檔案未

經依法定程序列為秘密事項，且在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國家檔案資訊網頁上，其「應用限制」

欄係「開放」，自不能以其有部分是關於 10 年前作為交換機房及海岸電台使用之建物及土地，而

認涉及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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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價格決定、拖延互連及其他濫用市場地位36，頻頻遭業者及學界質疑，但是無論

通傳會或公平會並未採取有效管制作為。 

(1) 通傳會 

A.受限於不完備之電信法 

通傳會管制中華電信的法律依據是電信法，然而該法雖然經過幾次修正，其重

點仍然以服務之提供為主，而不是以管制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或促進市

場之公平競爭為目標，距離外國所謂「特定部門（即通訊傳播部門）競爭法」相去

甚遠。在法律規範不足的限制下，通傳會迄今只裁罰中華電信四次，總共罰鍰新台

幣 270 萬元37。 

B.對中華電信的執法力度顯然不足 

此外，通傳會對中華電信的執法力度也顯然不足。例如該會雖然早在 2006 年

12 月第 130 次委員會就決議「中華電信公司…用戶單獨申租 ADSL 時，亦不得強制

用戶同時申租市話並支付月租費（70 元），請營運管理處函請該公司改正上項行

為」，又接著在 2007 年 7 月第 181 次委員會決議對該搭售行為裁處中華電信罰鍰

30 萬元，並限期於兩個月內改正。但是對於此項行政處分，中華電信既沒有提起任

何行政救濟，也沒有繳納罰鍰，更沒有遵照通傳會之命令停止此項搭售行為，而是

緊接著提出所謂「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務」，將其電路月租費按 ADSL 各速率月

租費加上市內電話第一級收費區客戶上網型月租費加以計算。通傳會竟未命其應先

                                                      
36 詳細討論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第 6 章 (2010)。 
37 分別是因(1)未於收到前電信總局之裁決通知到達之日起 2 個月內依裁決處分辦理與台灣大哥

大間之網路互連協議，依電信法第 16 條第 5 項與第 62 條之 1 第 2 項第 2 款之規定裁處新台幣 30
萬元，見通傳會第 89 次委員會議記錄 (2006/07/13)。(2)未經核准擅自提供光世代網路經濟型寬頻

服務，且在通傳會函請其全面停止該違法行為後，仍進行部分促銷活動，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依同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裁處罰鍰新台幣 60 萬元，見通傳會第 167 次委員會

議記錄 (2007/05/22)。(3)投資抵減案未依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規定申請建設許可並辦理技術審

驗，違反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2 條之一，依電信法第 63 條規定，裁罰新台幣 150 萬，見通

傳會第 173 次委員會議記錄 (2007/06/21)。(4)對用戶申租 ADSL 須同時申租市話並支付月租費支

搭售行為，認定有損消費者權益及顯失公平情事，足以影響通訊市場之公平競爭，依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處罰鍰新台幣 30 萬元，限期兩個月改正，見通傳會第 181 次委員會議

記錄 (2007/7/19)。(5)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 (MOD)，未依經電信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核准之營業規章辦理，處罰鍰新台幣 10 萬元，見通傳會第 384 次委員會議記錄 
(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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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違法行為，而僅是七次拒絕核定此種收費方式（因為依舊有前述搭售 ADSL 與

市內電話之問題）38。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通傳會對於 2006 年就公布屬於受到批

發價格管制的 xDSL 服務（包括 VDSL 與 VDSL2），一直遲至 2011 年 5 月 30 日與

8 月 31 日才分別核定中華電信所提報之 ADSL 與 VDSL 批發價39。以上二例足以說

明通傳會對中華電信的執法力度顯然不足。 

(2) 公平會 

至於公平會對中華電信的管制同樣失靈，公平會基於對通傳會職權的尊重，在

其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2011 年最後修正）第 3 點就表示：對於「第一類電信

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市場力濫用行為原則上優先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禁

止濫用市場主導地位）處理，惟倘該「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亦符合公平交

易法（公平法）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 規定之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且亦合致公平法

第 10 條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之構成要件，該會亦得依法調查處理。執行公平法之目

的在於促進市場競爭，惟對於涉及電信法之事前規範義務，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

連、平等接取、會計分離、號碼可攜等，雖亦涉及競爭議題，但因電信法已有特別

規定，原則上優先適用電信法處理。至於單純之消費爭議案件，例如電信資費或帳

單、服務品質、服務契約條件等爭議事件，則宜依據電信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

規定處理。 

因此公平會從未將公平法第 10 條（禁止獨占業者濫用其獨占地位）適用到通

訊傳播領域，迄今僅適用公平法顯失公平及不實廣告規定處分過中華電信五次40。

                                                      
38 中華電信這時才提起行政救濟，歷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兩審，均被判決敗

訴。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572 號判決 (2011/9/8) 明確表示：「ADSL 服務與市內電話

服務係屬可分別獨立提供之服務項目，用戶僅需 ADSL 服務而無使用市內電話服務時，卻限制用

戶須屬原已租用上訴人之市內電話服務或須同時租用上訴人之市內電話服務」。 
39 以 VDSL 為例，核定之 4M/768K、12M/3M、20M/4M、50M/5M 以及 100M/10M 等 5 種非對

稱速率的批發價分別為每月 323 元、413 元、429 元、469 元以及 630 元，各該速率所對應之零售

價分別為每月 409 元、483 元、499 元、539 元以及 700 元，其價差除低速 4M/768K 為 86 元之

外，其餘均僅為 70 元，不足以使以批發價承租的電信業者在零售市場與中華電信競爭。再加上中

華電信在通傳會核定批發價之後，另行公布申請時須再繳交接線費 1,500 元、移機費 500 元、申

請速率變更或 IP 位址 200 元設定費，租用者必須承諾租用數量，並依承諾數量繳交 31 萬 (保證

承租 1-1000 電路)至 1.55 億元 (保證承租 30 萬電路) 不等之履約保證金 (一條迴路約須支付 500
元)。換言之，競爭業者須支付給中華電信之批發價、履約保證金以及各種一次性費用 (共約 2700
元)，數倍於消費者直接支付中華電信之零售價，致使批發價管制形同虛設。 

40 第 1 次是因為要求電話號碼簿廣告用戶承諾將其廣告費用併入市內電話帳單內收取，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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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雖然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第 991 次委員會議通過與通傳會之協調結論，但其

協調之範圍僅限於廣電相關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

件以及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而完全未提及在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從未被使

用的情形下應該如何加強執行公平法第 10 條。 

三、民營化電信公司之經營與電信自由化之國際比較 

(一) 英國電信公司 

英國電信集團（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plc，以下簡稱 BT）原本是國營事業

41以及全球最古老的電信公司，理應背負極大傳統負擔、步履蹣跚，卻在民營化之

後成為電信治理最先進的標竿公司，也是最早做到功能分離的電信公司，其民營化

與國家電信自由化政策與管制手段的調整與配合，值得探討。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而命其二週內停止該行為，見公平會

1997 年 (86) 公處字第 217 號。其餘四次是因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而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

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之規定：第 2 次是因為「打二分鐘送五分鐘」促銷廣告對服務之價格、內

容引人錯誤，而處以 100 萬元罰鍰，見公平會 2002 年公處字第 091059 號。第 3 次是因為電信相

關服務費率之比較廣告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而處以 100 萬元罰鍰，見公平會 2007 年公

處字第 096083 號。第 4 次是因為於網頁刊載「寬頻接取網路比較」廣告，就「光世代網路」之

「線路品質」稱「光纖網路」、「光世代網路」之「網路保護機制」「具路由與設備保護機

制」，對於自身網路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處以 100 萬元罰鍰，見公

平會 2010 年公處字第 099043 號。第 5 次是因為「下載 DVD 僅 12 分鐘」等服務品質為引人錯誤

之表示，而處以 500 萬元罰鍰，見公平會 2012 年公處字第 101024 號。 
41 BT 可追溯到 1846 年的電報公司 (Electric Telegraph Company)，當時由於私營電報公司紛紛

倒閉，各地方政府郵政單位只好接管，此即為其前身。約在 1878 年起開始發達的電話業務，也是

先由私人公司提供，但在公營郵政單位成為全國性的郵政總局 (General Post Office, GPO) 之後，

私營的全國電話公司 (National Telephone Company, NTC) 在 1896 年被併入郵政總局。在 1912 年

郵政總局更進一步將全國所有私人電話公司併入 (除了京士頓市 (City of Kingston) 除外)；自

此，英國的電話業務分由二個公營單位獨占，即市營的京士頓電話部門與全國的英國郵政總局。

自 1932 年起，對於郵政總局是否對公眾最有利、改為國營事業的可能性、業務分割等的爭論不

斷。1965 年郵政總局總局長 (Postmaster General) Anthony Wedgewood-Benn 向首相提議成立專門

委員會檢討，直到 1969 年立法通過郵局法 (Post Office Act, 1969)，才確定自 1969 年 10 月 1 日起

將郵政總局改制為公營事業，下屬二個獨占單位，分管郵政與電信。1981 年英國電信法 (The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81) 將電信由郵政總局分離出來，成立英國電信公司，並授權貿

易工業部長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開始進行 BT 的民營化，以及電信自由

化，釋出執照供其他業者經營電信業務以促進競爭。英國標準局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則制

定互連設備的標準，以便其他業者接入 BT 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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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民營化 

BT 在 1984 年 4 月 12 日正式開始民營化，當年 12 月 3 日在英國倫敦、美國紐

約與加拿大多倫多同步釋股，共釋出 50.2%的股份，其中 BT 絕大部份的員工

（96%）參與持股。另外 1991 年與 1993 年有二次釋股，釋出達到 100%。三次釋股

的收入高達 250 億美元42。1997 年英國政府註銷其對 BT 持有之特別股（Special 

Share，僅可用於阻止 BT 被併購以及指定二席非執行董事），完全不干預 BT 之營

運43。 

2. 電信自由化政策與管制手段之演變 

英國的電信自由化政策與他國無異，都是以促進競爭提升消費者福祉為核心價

值44，從 BT 在 1984 年開始民營到 2005 年實施功能分離，其間 21 年大致可分成四

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以前一階段經驗為基礎修正，再制定下一階段的管制策略方

向。 

(1) 1984 - 1991年雙頭寡占時期 

在 1982 年 市 場 開 放 之 初 ， 當 時 主 管 機 關 電 信 辦 公 室 （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 Oftel）要求新進業者應自建網路以便與 BT 從事基礎設施的競爭

（Infrastructure Competition, Facilities-Based Competition），但也認知到 BT 之市占

率為 100%，若開放太多業者參與市場競爭，將無法有足夠的經濟規模與 BT 抗衡，

故決定只開放一張全區綜合執照予 Mercury45，並在執照中規定 Mercury 必須自建網

路。同時因為 BT 擁有網路優勢，故 Oftel 規定 BT 必須承擔提供偏遠地區普及服務

之費用、以成本價提供互連、零售價格受 CPI-X 之價格調整上限之管制等。 

由於欠缺保護與育成市場競爭的管制架構，到 1991 年特許執照屆滿時為止，

                                                      
42 潘偉華、俞慧芸，「國際間民營化推行經驗的回顧」，公營事業評論技術報告，第 7 期，9 

(2000)。 
43 BT, http://www.bt.com/archives，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44 Ofcom, Strategic Review Telecommunications Phase 2 consultation document, Annex F, Regulatory 

Theory And Approaches (2004). 
45 Oftel, Strategic Review of Telecommunications Phase 1 Consultation Document–Research Annexes 

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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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y 的市占率只有 3%，被批評為「培養競爭的實驗室嘗試46」。因此 Oftel 在

當年提出檢討雙頭寡占白皮書（Duopoly Review White Paper），明白揭示將中止雙

頭寡占的政策，而進一步開放固網業務47。 

(2) 1991至 1997年法規粗具期 

在此期間，Oftel 釋出更多執照，建立會計制度、各種成本計算模式（並非純粹

的會計計算，而是以促進競爭與鼓勵投資為方向）、檢討互連協商制度（互連協商

耗時太久，即便主管機關介入，商機已失）、號碼可攜與單一帳單（未徹底貫

徹）、用戶迴路之開放（仍由 BT 掌握）。至 1997 年底為止，BT 之固網市占率仍

高達 83%（Mercury 為 7%、有線電視業者為 7%，其他固網業者為 3%），故 Oftel

改以服務為基礎的競爭政策（Service-Based Competition）取代基礎設施為主的競爭

政策，要求 BT 實施平等接取、開放用戶迴路48、批發價以及機房共置等。 

(3) 1997年至 2004年用戶迴路釋出成效不彰期 

釋出全部股權而徹底民營化的 BT 並未達成以促進競爭提升消費者福祉的目

的，截至 2004 年底為止，BT 之用戶迴路僅釋出 8,819 對。因此改制後的主管機關

通訊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在 2004 年的第二階段電信政策檢

討文件（Strategic Review of Telecommunications Phase 2 Consultation Document），

改弦更張，聚焦在如何加速用戶迴路釋出，並表示考慮依企業競爭法之授權，將

BT 交付競爭委員會調查其違反競爭法之處，同時訂出期限內 BT 應釋出 1,500,000

對用戶迴路之目標。 

(4) 2005年迄今－BT功能分離之批發部門成效卓著 

BT 為避免被 Ofcom 交付競爭委員會調查，於 2005 年 2 月與 6 月二次自行提出

有 230 項內容（包含功能分離）之承諾書（Undertakings in lieu of reference under 

Part 4 of the Enterprise Act 2002），經 Ofcom 在當年 9 月接受後正式生效。其中包

                                                      
46 Colin Long (ed.),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Practice, U.K., 106 (2001). 
47 Colin Long (ed.),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Practice, U.K., 113 (2001). 
48 BT 於 2001 年 7 月開始適用成本計價的用戶迴路細分化義務，這是 BT 於 1993 年 100%民營

化之後才被賦予之義務，因此我國有以「用戶迴路已屬於全體股東」或「開放用戶迴路影響股東

權益」為由抗辯用戶迴路開放政策之主張似乎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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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於 2006 年 1 月成立功能與 BT 分離的獨立批發部門 Openreach。至 2008 年 7 月為

止，Openreach 在 1971 個市話交換機採取細分化方式出租，細分化方式出租的線路

在 2009 年 5 月已達 584 萬條，成功接取網路高達 1 億 2 千萬公里、20 萬個人孔、

420 萬個配線點49。歐盟在 2010 年提出的全歐單一電信市場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 on the Single 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Market， 2009），指出全英

國各種固網寬頻用戶迴路總共 1830 萬條之中，其中新進業者自建的用戶迴路只有

12 萬條，僅占全英國用戶迴路 0.6%，BT 除保留自用的 520 萬條以及 50 萬條與其

他業者共用之外50，其餘 862 萬條用戶迴路全數釋出，供超過 30 家業者透過該等電

路提供各種服務，這正是英國寬頻普及率由 2005 年的 15.9%快速提高到 2011 年的

33.3%的主要原因51。 

Ofcom 在 2005 年檢視 BT 用戶迴路成本結構時，為避免 BT 取得不當獲利

（Windfall Gains），繼續沿用歷史成本法（Historic Cost Accounting，亦即是帳面成

本法）計算 1997 年以前之管道等資產（亦即在完全民營化前的固定資產只能用帳

面成本計算用戶迴路的出租價），但 1997 年之後的資產則以現時成本法（Current 

Cost Accounting，假設現在全部重新建設所發生的成本）計算。 

3. 批發功能分離與釋出用戶迴路衍生之成效 

BT 因為實施功能分離而帶來的正面影響是用戶迴路出租率以及寬頻普及率的

快速提升。以下依據 Ofcom 自 2004 年起電信市場調查報告（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 CMR)52中總線路數量市占率、用戶迴路市占率、獲利能力、寬頻電

路釋出量、平均寬頻速率、以及寬頻電路月租費等 6 項之變化，說明在 2006 年 BT

                                                      
49 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46-147 

(2010)。亦可參見黃郁雯，「網際網路互聯及批發價管制－以英國法為研究中心」，法令月刊，

第 60 卷第 12 期，(106 以下) (2010)。 
50 該項業務稱為位元流服務 (Bitstream Service)，為批發業務之一種，營運模式為既有業者 BT

與新進業者在同一迴路上提供相同之服務，新進業者亦可以批發轉售之方式，或另行提供加值服

務。 
51 我國在相同時間由 2005 年的 18.9%到 2011 年的 23.5%，僅增加 20%。 
52 CMR 調查電信產業的營運、規模、財務狀況、服務提供，以及客戶使用狀況等做為政策規

劃的依據。自 2007 年起，以 CMR 為基礎，陸續加上歐盟至少 6 個鄰國、美、加、日、中、金磚

四國等，另編一份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 年度報告，做為參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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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離前後三年共七年期間的成效： 

(1) 總線路數量市占率 

全英國包含企業用戶、中小企業以及家庭用戶在內之總數量在 2003 年共有

3,460 萬條，BT 占有 2,670 萬條，其市占率為 83.1%，在 2005 年底其市占率降為

75.9%，此後逐年下降，至 2009 年之市占率降為 56.7%。 

(2) 用戶迴路市占率 

用戶迴路總數量之市占率亦由 2003 年的 82.7%逐年下降至 2005 年底的

77.6%，以及 2009 年的 58.2%；而其相關之營收市占率在同一期間內，由 2003 年的

74.4%降至 2009 年的 55.7%。 

(3) 獲利能力 

BT 的固網市占率雖然不斷下滑，但因為競爭造成的效率提升以及高價值（如

寬頻電路）產品開發等因素，其獲利能力反而由 2003 年的每股股利 14.2 便士，逐

年增加至 2008 年的 23.9 便士，2009 年則因為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而降為 18.4 便

士。以上三項變化詳如圖 1 所示，顯示釋出用戶迴路可以降低 BT 的寡占，但是 BT

獲利能力不受市占率下降影響，反而在效率提升之下有明顯的提升。但中華電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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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總線路或寬頻電路的市占率，在 2005 年民營化的前後三年期間卻持續居高不

下，其民營化並未促成自由化希望帶來的固網業務競爭。 

(4) 寬頻電路釋出量 

BT 所釋出之電路除可供做傳統市話或長途電話之用，亦可做為 21 世紀初期盛

行的寬頻電路之用，造成英國寬頻電路普及率快速提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53所做之統計，英國 2003 年的寬頻普及率為 5.4%，在 OECD 排名第 18

名，2005 年上升至 15.9%，排名亦上升至第 13 名，至 2011 年之普及率增加一倍至

33.3%，排名進一步上升至第 8 名。 

(5) 寬頻速率平均 

以銅絞線提供寬頻服務，其傳輸速率與距離以及使用之技術有關，2003 年時，

其技術以 ADSL 為主，2003 年之後陸續採用更新技術，故全英寬頻平均速率自

2003 年至 2005 年均維持在 512 Kbps，自 2006 年起快速增加，2006 年至 2009 年之

平均寬頻速率分別為 2.5M、4.8M、6.4M 以及 8.3M。 

(6) 寬頻電路月租費 

早期（2003 年至 2005 年）由於使用者少，BT 亦未釋出用戶迴路，故非但速率

慢，其價格更高達 27 英鎊/月54，之後由於用戶迴路大量釋出，在激烈的競爭之下，

其價格逐年下降，至 2009 年降為 17.6 英鎊/月，而在同一期間之速率則由 760K 上

升至 8.3M。 

以上三項變化詳如圖 2 所示，由於大量釋出用戶迴路，在相互競爭之下，BT

投入大量金錢改善設備功能，提高寬頻傳輸速率，用戶以更低廉的價格取得更高速

的寬頻服務，英國寬頻普及率快速提升，國家競爭力亦同時得以提升。由於我國並

未統計全國固網寬頻平均速率，故無法與英國比較。不過我國之前對固網業務 8 仟

億之投資與建設，均由中華電信單獨承接，從未以公平合理之帳面價格出租其他業

者使用，用戶迴路釋出接近零。此或許可以解釋中華電信即便民營化，但公平競爭

                                                      
53 OECD 成立於 1961 年，目前包括英、美、日、韓、丹麥、荷蘭、奧地利等 34 個會員國。 
54 由於 2004 年已推出 1M 之寬頻電路，512 K 由 27 英鎊/月降為 17.99 英鎊/月，而 1M 則為

27.99 英鎊/月，但 Ofcom 並未公布其平均速率與價格，故本文自行計算採二者平均值，速率為

760 K 平均價格為 24 英鎊/月。2009 年速率為 8.3M 之平均價格降至 17.6 英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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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存在，致使其寬頻平均月租費僅有小幅下降（中華電信寬頻平均月租費是中華

電信業務統計資料之寬頻客戶月租費總平均，亦稱為貢獻度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ARPU）。 

 

(二) 德國電信公司 

德國電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 AG，DT）原本營運狀況不甚理想，除了鉅

額虧損外，還有龐大的退休金負擔55。但是推動民營化與自由化以來，德國電信公

司成為歐洲最大的電信公司56。德國電信公司在策略上將公司分成下述四大部門，

分別從事不同的業務：T-Com 從事固網業務，主要是針對一般家用或是中小企業用

戶；T-Online 為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T-Mobile 則提供行動電話服務；T-

                                                      
55 對 DT 民營化前後財務狀況的剖析與批評，詳見 Wolfgang Phillip, Die Telekom-Ballade, 1 

Aufl., 2006, S. 11 ff. 
56 2011 年上半年的收入約有 290 億歐元，而其總資產約為 123 億歐元，固網與寬頻用戶超過

5000 萬戶，行動電話用戶將近 1 億 3000 萬戶，全球員工人數達 26 萬人 Bericht erstes Halbsjahres 
2011, 取 自 http://www.download-telekom.de/dt/StaticPage/10/53/77/DTAG_bericht_halbjahr_2011. 
pdf_105377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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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特別是針對企業用戶的通訊及資訊方面的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完整服務57。

德國電信公司並設有批發中心58，截至 2012 年 3 月共釋出 960 萬條細分化用戶迴

路，批發出 120 萬條線路59。 

1. 政府仍持有 32%股權60 

德國電信民營化的開展與進程，除了德國自主的考量之外，也受到歐洲聯盟電

信政策的驅動。歐盟執委會前述四個政策基本方向（尤其是逐步取消電信事業獨家

特許權，以及適用歐盟競爭法於電信領域以確保公平競爭與機會均等）也逐一反應

在德國電信民營化的過程之中。 

總觀德國電信公司民營化的歷程，電信市場自由化才是整個改革的主軸，民營

化只是自由化的一個階段，自由化才是終極目標。德國電信公司民營化過程是跟隨

著三階段的郵政改革一起進行61，德國電信公司由德國聯邦郵政電信以非現金的方

                                                      
57  關 於 德 國 電 信 公 司 經 營 策 略 及 分 工 ， 詳 見 http://www.telekom.com/dtag/cms/ 

content/dt/de/530628，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58 詳細討論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146 以下 (2010)。 
59 DT, Good start to 2012 financial year for Deutsche Telekom, May 10 (2012), available at: http:// 

www.telekom.com/media/company/123388，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60 詳見 Holznagel / Enaux / Nienhaus, Kommunikationsrecht, 2 Aufl., 2006, Rn. 20 ff. 
61 1989 年第一階段郵政改革，目標在於更新德國聯邦郵政的組織架構以及在通訊服務領域開啟

市場競爭的機會，依據 1989 年郵政架構法，郵政電信業務將不再直接隸屬於聯邦郵政電信部，聯

邦郵政所執行的業務轉交由德國聯邦郵政服務 (Deutsche Bundespost Postdienst)、德國聯邦郵政銀

行 (Deutsche Bundespost Postbank)、德國聯邦郵政電信三家獨立的國營事業機構承擔。聯邦郵政

電信部只擔任管制監督的角色，電信服務轉由聯邦郵政電信提供。僅在行動通話市場與通訊設施

市場部分開放競爭，聯邦郵政電信還是享有獨占地位 (BT-DRs. 11/2845, A. Zielsetzung, S. 1)。
1994 年第二階段郵政改革，一方面持續受到歐盟市場自由化之要求所驅動，另一個更重要的改革

動力在於德國統一後前東德基礎建設需要相當可觀投資 (Beck’scher PostG-Kommentar, 1 Aufl. 
2000, S. 35)，而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即為取得資金的方法。改革的重點放在移除基本法對民營化的

限制，因此 1994 年修正基本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1 句，排除國家直接提供郵政電信服務的責任，

並增訂第 87f 條第 1 項，要求聯邦政府擔保適當、充足之普及服務，同條第 2 項明文規定郵政電

信業務是私經濟活動，而由聯邦郵政所衍生的事業或其他私法人提供，於此正式開啟德國電信事

業形式與實質民營化。在民營化之後，由直屬於聯邦之聯邦郵政電信局 (屬具權利能力的公營造

物)，代表聯邦行使德國電信的股東權利，以及負責將該公司引入資本市場。至於對於上開機構的

監督及電信市場的監督管理，則由聯邦郵政電信部負責，以確保適當、充足的普及服務，以及進

入電信市場與公平競爭的機會。第二階段郵政改革的重點在於民營化，一方面在組織上私法化，

另一方面電信業務轉由私人執行，國家僅擔保提供適當、充分之普及服務，開始逐步退出直接經

營電信業務。德國電信公司開始由聯邦政府百分之百持股，基本法允許於五年內釋出其多數股權 
(Art. 143b Abs. 2 GG)，然實際上第二階段的郵政改革期間並未釋出股權，市場自由化的進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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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資在 1995 年正式成立，一開始由德國聯邦政府 100%持股，1996 年及 2001 年

增資，1996、1999、2000 年釋股給大眾，政府持股比例逐漸下降，2000 年 6 月持

股首度降到 50％以下，至 2010 年底，減少為 32%，其中直接持股 15%，重建銀行

（KfW）持股 17%。在德國電信公司民營之後，自由化的重點就放在促進市場的公

平競爭，以避免德國電信公司形成市場自由化的障礙。 

2. 批發功能分離與釋出用戶迴路衍生之成效 

民營化與自由化促進德國電信服務的發展，若與歐盟最大的四個會員國相較

（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數位用戶迴路（DSL）服務成長率僅次於

英國，普及率僅次於法國，DSL 網路費率則是最低的62、63。依據聯邦網路署的統

計，2010 年德國電信市場總產值達 591 億歐元，其中德國電信公司的產值為 273 億

歐元，其他電信業者總產值則為 318 億歐元。自電信自由化以來，德國電信公司的

年產值約在 300 億歐元上下 10%的區間移動，而其他電信業者的年產值則是逐年提

高，從 1988 年的 114 億歐元，於 2006 年達到 338 億歐元的高點，其後緩步下滑到

320 億歐元左右。然而其他電信業者的年產值在德國電信業年總產值所占比率，則

是穩定持續的增加，從 1998 年的 25%到 2006 年首度過半，到 2010 年占 54%64，可

以說對於近年來德國電信業產值的增加有當大的貢獻。 

德國電信公司與其他電信業者在各類電信服務的所占產值的比率，顯現具體的

市場競爭情況。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將德國電信市場大略區分成六

                                                        
限。基本法第 143b 第 1 項容許德國電信公司在過渡期間內保有其民營化之前的獨占權利。然而為

因應歐盟電信市場自由化的政策目標，於 1997 年底前必須終止德國電信公司之市場獨占，同時也

終止電信暨郵政管理法等過渡性的規範。1996 年第三階段郵政改革的重心是電信市場的自由化，

1996 年電信法終止德國電信公司固網與無線通訊設施的獨占地位，進行電信市場全面自由化，完

全開放市場競爭。 
62 見 Dieter Engels, Die Postreform in Deutschland, 2009, S. 99. 
63 市場競爭固然使服務價格快速下降，但是不同服務提供者的各類的計費方案，使消費者必須

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找尋最划算的價格，此也成為消費者最常抱怨的對象，佔聯邦網路署所有消

費者申訴 (包括對電力、瓦斯、電信、郵政以及鐵路服務之申訴) 中 88.5%。光從電信服務來看，

最多的消費者申訴是針對電信服務提供者處理契約解約以及違約相關事宜占 21%，再者是針對帳

單所列收費的申訴占 14%，其他問題則關於 DSL 服務品質、收費標準等，見 Bundesnetzagentur, 
Jahresbericht 2006, S. 22 ff. 

64 Bundesnetzagentur, Jahresbericht 2010, S.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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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份，以觀察德國電信與其他電信業者的競爭情況65。第一種為基於固網連線的

服務，包括語音電話及網路服務，其他電信業者占總產值 40%；第二種為行動電話

服務，其中高達 71%產值（限於網路及服務提供者的營業額，並不包括網路互連的

收入）為其他電信業者所貢獻；第三種是專線服務（Mietleitung），德國電信公司

僅占總產值的 26%。第四種是網路互連，包括連接服務、出租用戶迴路、預選服務

（Preselectionsleistung）以及代收服務（Inkassoleistung），其他電信業者占 53%；

第五種是有線電視，此部分德國電信公司退出市場，完全由其他電信業者經營；最

後一類是其他，包括數據通訊服務（Datenkommunikationsdienste）、企業網路服務

（ Leistungen für Corporate Networks ） 、 廣 播 放 送 服 務

（Rundfunkübertragungsdienste）、多媒體服務（Multimediadienste）、無線電服務

（Funkdienste）、加值服務（Mehrwertdienste）、網路經營者之服務（Leistungen 

der Netzbetreiber ）以及機房共置服務（Kollokationsleistungen），此部分市場則仍

由德國電信公司主導，其他電信業者只占總產值 19%66。 

2000至 2009年其他電信業者占總產值比率變化情況參見下表67：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電信市場整體 41 42 43 46 48 49 51 52 54 54 

基於固網連線的服務 20 22 23 27 29 32 36 38 39 40 

行動電話服務 69 72 68 70 71 71 72 71 72 71 

專線服務 42 54 60 51 56 62 63 66 70 74 

網路互連 40 39 44 45 54 52 51 50 52 53 

有線電視 55 68 68 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他 30 21 28 16 17 18 19 17 18 1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65 獨占委員會為獨立的諮詢機構，就競爭政策與管制事項提供聯邦政府諮詢，其設立與職掌參

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44 條至 47 條。依據電信法第 121 條第 2 項，獨占委員會每兩年需對電信市

場的競爭狀況發佈調查報告。 
66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 23.  
67 Monopolkommission, Wettbewerbsentwicklung bei der Telekommunikation 2007: Wendepunkt der 

Regulierung, S. 19;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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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表格觀察，德國電信公司除了在基於固網連線的服務以及其他領域外，

產值表現並不特別突出，市占率是一直下降。若從終端用戶市場觀察，德國電信公

司仍具主導地位，就電話連線市場而言，德國電信公司在類比線路市場還是占絕對

的優勢，直至 2010 年其他電信業者市占率只有 10.9%；在使用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IDSN）通話市場的市占率稍降，2010 年還是有七成左右，基礎速率(BRI)連線的

市占率為 66.7%，主要速率（PRI）連線的市占率則為 71.2%。若不使用傳統電話線

路的電話連線市場，例如不包括撥接電話服務的數位用戶迴路（entbündelte DSL-

Anschlüsse, naked–DSL，也就是使用網路電話（VoIP）），或是經由有線電視網路

的通話，德國電信公司幾乎沒有市占率可言，2010 年的市占率不到 2%68。就寬頻

連線而言，德國電信公司在最近十年，市占率從原本 95.3%降低到 45.7%69。同樣

地，德國電信公司在 DSL 連線的市占率也從 97%降到 48.3%70。在行動電話市場，

於 2010 年德國電信公司以 36.2%的市占率居市場鰲頭，緊接在後的是 Vodafone 的

32.4%，第三名是 E-plus 的 17.2%，最後是 O2 的 14.2%71。終端用戶市場整體而

言，市場競爭已逐漸形成，德國電信公司不能完全主導市場，不過獨占委員會仍不

建議放寬現行對終端用戶服務市場競爭的管制72。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電信在包括用戶迴路細分及位元流接取的接取服務

（Vorleistung）市場仍然具有絕對的優勢，其他電信業者很難與其競爭。接取服務

之替代性產品為德國電信公司的電話線路以及 DSL 線路之轉售，不過德國電信公司

沒有義務提供批發價格折扣，大部份的轉售利益還是由德國電信公司所享有，因此

也沒辦法增加接取服務的市場競爭73。對於其他電信業者而言，自行建設用戶迴路

相當不經濟，仍需透過德國電信公司既有迴路以提供終端用戶服務。直至 2009 年

年中，其他電信業者提供的寬頻連線大約 2/3 使用用戶迴路細分連接終端使用者；

由其他電信業者提供的 DSL 連線更是超過 3/4 需透過用戶迴路細分，而窄頻電話連

線使用用戶迴路細分的比率更高。在寬頻網路情形也是一樣，其他電信事業需要使

                                                      
68 Bundesnetzagentur Jahresbericht 2010, S.72. 
69 Bundesnetzagentur Jahresbericht 2010, S.76. 
70 Bundesnetzagentur Jahresbericht 2010, S.79. 
71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37. 
72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 42-43. 
73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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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國電信公司既成迴路，透過位元流接取的方式連結終端用戶。在可預見的將

來，用戶迴路細分服務及位元流接取服務都不會有市場競爭出現74，因此對於接取

服務的管制是必要且無法避免的。 

總結上述，德國電信公司目前年產值不到德國電信業總產值的一半，未來其所

占總產值比率有下降的趨勢，在終端用戶市場的市占率也持續下降，但是仍保有用

戶迴路的優勢，在接取服務市場的地位短期內無法撼動。 

3. 聯邦網路署多次處罰德國電信公司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德國電信事業自由化之後，德國電信公司固然讓出部份電信服務的市場，但是

接取服務市場還不能說具備充分的自由競爭（DT 仍然有絕對的優勢），所以對於

德國電信公司的管制仍屬必要。德國聯邦政府對於德國電信公司的管制，可以分成

從公司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兩個方向。一方面透過聯邦財政部行使股權以影響德國

電信公司的營運，另外一方面則是依據電信法以及競爭相關法律規定監督德國電信

公司的各類營業活動。就維護電信市場自由競爭而言，德國有三個機關有管轄權，

其中有兩個是聯邦層級，分別是聯邦網路署75以及聯邦卡特爾署，另外一個是歐盟

執行委員會76。實務上，聯邦網路署多次處罰德國電信公司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74 Monopolkommission, Telekommunikation 2009: Klaren Wettbewerbskurse halten, S. 38-39. 
75 聯邦網路署為電信事業的主管機關，設於聯邦經濟科技部之下，為自主的聯邦高級機關，在

組織與功能上與經濟科技部分離，但仍受到該部法律以及專業的監督，惟該部不得推翻裁決庭的

決定，對裁決不服應直接向邦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

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35 以下 (2010)。 
76 歐洲最高法院 2010 年關於德國電信公司的判決 Case C-280/08, Deutsche Telekom AG v.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CR I-0000) 涉及價格擠壓之認定。本案事實為德國電信公司將使用

電話用戶迴路及數位用戶迴路的價格分為兩種，一種是針對其他電信業者收取的批發價格，另外

一種是對一般用戶收取的零售價格，但是批發價格卻高於零售價格，歐盟執委會認定該公司的定

價方式因為價格擠壓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的濫用市場地位，裁罰 1260 萬歐元。德國電信公

司不服提起訴訟，抗辯其定價均經過電信主管機關同意並且認定沒有傾銷問題。歐洲最高法院支

持執委會的決定，認為即使定價需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核，但是就具體的定價方式，德國電信公司

還是有決定的空間 (para. 97)；即便德國電信公司沒有任何定價的決定空間，批發價格高於零售價

格會形成價格擠壓，而將其他競爭者排除於市場之外，還是構成市場地位之濫用 (para. 178)。此

外，歐盟執委會在認定價格擠壓時，也不同意德國電信主管機關計算有效率競爭者成本的方法，

只依據德國電信公司本身資料來計算有效率競爭者的成本。考量到德國電信的規模，即便其他的

電信公司的經營效率可以和其匹敵，還是可能會因為財力較弱而無法和其競爭。如果德國電信公

司本身都無法以低的批發價提供終端使用者服務，很難想像有任何更有效率的競爭者可以完成這

個任務。歐洲最高法院認同執委會的計算方式，並表示此種方式符合法律安定性的原則，德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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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數次認定德國電信公司的定價濫用市場地位77。 

四、使中華電信配合電信自由化之管制措施 

(一) 通傳會可採取的關鍵作為 

相較於英國電信與德國電信所採取配合電信自由化的措施，通傳會應可採取下

列關鍵作為使中華電信配合電信自由化之國家管制政策： 

1. 儘速開放用戶迴路（包括光纖） 

英國及德國電信將其大量用戶迴路出租給其競爭對手，促進市場競爭與產業發

展，成效卓著，足以作為我國使中華電信配合電信自由化之首要管制政策。通傳會

雖然在 2006 年底將用戶迴路宣布為瓶頸設施（一般競爭法亦稱為樞紐設施），並

                                                        
信公司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違反歐盟的競爭規範，而不用考慮其他競爭者的成本及收支 
( para. 202)。 

77 聯邦網路署於 2006 年裁決德國電信公司於出售 DSL 連線服務時為差別定價，構成電信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價格歧視而無效：德國電信公司提供兩種 DSL 連線服務方案，第一種是

DSL 轉售，出售終端消費者到網路服務提供者間連線的服務，購買此類服務者可以再轉售此連

線，而德國電信公司依據頻寬之速度收取費用。另外一種是 DSL 出租網路，德國電信提供購買此

種服務者整套「虛擬 DSL 網路」，使用此種服務者可以使用數位及類比的電話連線，使用終端用

戶到數位用戶線路多工器 (DSLAM) 間之連線，並且再接到骨幹網路，將上述線路再加以轉賣。

其計費方式則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固定金額的基本設定費，第二部份是按數位用戶線路多工

器的數量，第三部份是依照線路卡數量，第四部份是每個月實際使用連接埠。德國電信公司所收

費用則是這四個項目加總。聯邦網路署認定 DSL 轉售以及 DSL 出租網路其實就是同一種服務，

二者均提供終端用戶與 ISP 之間的連線，也都可以將此連線再轉售。其使用的連線技術也沒有差

別，連給使用者參考的工作手冊也都一樣。德國電信公司甚至鼓勵 DSL 轉售的使用者轉換成

DSL 出租網路，不但不收取轉換的費用，還給予其他優惠。此種計價方式其實是一種價格歧視，

沒有任何客觀理由可以支持此種差別定價方式。DSL 出租網路服務之使用者，不必自行投資任何

設備，不論是數位用戶線路多工器或線路卡都是德國電信提供。在此情況之下，使用者並沒有投

資風險可言，也沒有必要給予價格優惠。此外，DSL 出租網路使用者固然必須要購買一定數量的

連線服務，不過 DSL 連線的終端使用者數量也不斷增加，DSL 出租網路使用者可以輕易轉售，

也不會出現實際使用量低於購買量而產生損失。更重要的是，DSL 出租網路的計價公式明顯有利

於大量使用者，而與電信法第 2 條所定促進競爭的意旨不符。根據聯邦網路署的計算，若是此服

務使用者有超過一百萬的終端用戶，每月可以省下數百萬歐元的費用，更可以再壓低對於終端用

戶的收費以搶占更多市場 (BNetzA Beschluss BK 3-06/003,26.04.2006。其他類似案件見 BNetzA 
Beschlüsse BK 2 07/008, 26.01.2009; BK 2 09/004, 01.04.2009)。 



8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且要求既有業者應該保留傳輸能量 15%給新進業者，但是指定開放的瓶頸設施僅限

定於傳統銅絞線，不包括光纖，而且不管制主導業者出租銅絞線給其他業者之價

格，以致於此項管制措施完全無效，沒有一條用戶迴路開放給新進業者78。 

新進業者沒有用戶迴路可以接近最終用戶，對於主導業者而言，就代表著沒有

競爭。中華電信既然沒有競爭，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例如收取獨占價格、價格擠

壓），就成為高度可能的選項，而且只在必要的範圍內進行投資與網路升級。 

根本解決之道在於通傳會管制中華電信的用戶迴路出租價格，強制其以反映成

本與利潤的合理價格出租用戶迴路給其他業者，真正落實銅絞線用戶迴路的開放政

策。只要有用戶迴路可以接近最終消費者，建立收回投資的商業模式，其他民間業

者才可能積極投入寬頻網路建設79。 

此外，通傳會應依據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7 條第 4 項進一步將光纖迴路

宣布為瓶頸設施80，使其批發用戶迴路之長期總體獲益大於短期零售業務減少的損

失。一旦光纖網路必須而且能夠以反映成本與利潤的合理價格出租給其他業者，中

華電信就會盡可能提升其光纖容量，達到充分的規模經濟與專業建設的效益（這比

其他各家業者分別去建設更有效率），有效將之提供給自身及其他業者使用，促進

產業發展與競爭，增加消費者選擇，滿足其逐日增長的頻寬需求。 

                                                      
78 詳細討論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第 5 章 (2010)。 
79 石世豪也認為開放用戶迴路有助於降低新進業者營運成本，使其得以提早與市場主導者競

爭，見氏著，「我國固定通信網路開放用戶迴路的法律分析」，收錄於氏著，向競爭轉的通訊傳

播匯流法制，元照出版公司，195 (2009)。 
80 不過有學者懷疑「若貿然將光纖迴路亦納入 LLU 管制適用範圍，恐使電信既有業者不願加

速網路升級，而有不可逆的政策效果」，見周韻采，「固網寬頻之開放競爭政策」，月旦法學雜

誌，第 185 期，149-150 (2010)；也有學者主張「台灣已經開始從服務競爭轉向設備競爭之初，不

應再走回頭路而將光纖宣告為瓶頸設施」，王宗雄，從分離到合作－論電信事業設備競爭之防弊

與興利，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159 (2011)。黃則儒則質疑瓶頸設施下的價格管制不足以提供

業者創新與投資的充分誘因，見 Zer-Rur Huang, Zugangsregulierung und Innovationsanreize 
imTelekommunikationsrecht, S. 108, 2010。對於上述疑問的辯證將超出本文之範圍，在此僅指出歐

盟執委會 2010 年 9 月公布管制近用下世代接取網路建議書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20/ 
09/2010 on regulated access to 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 第 23、24 段) 已建議會員國管制機

關將光纖迴路列入市場主導者以細分化加以提供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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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誘使批發功能分離 

為破解市場力量龐大的獨占業者阻礙市場競爭的力量，在管制作為上可以將之

作所謂結構分離與功能分離，前者是將之拆解為法律上獨立的幾個主體81，後者則

在不破壞業者法律單一性的前提下將其以功能別分為數個獨立單位。英國因為 BT

實施功能分離而帶來用戶迴路出租率以及寬頻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正面影響，在德國

DT 批發功能分離也衍生可觀之成效。通傳會 2011 年 7 月 30 日向行政院提出之電

信法修正草案第 25 條不排除強制將中華電信功能分離：「為促進固定通信網路業

務之實質有效競爭，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一定期間內，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市場仍未

能達成相當程度之有效競爭狀況，主管機關得採行命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

為業務功能分離或其他得促進實質有效競爭之必要措施，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市場主

導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但固定通信業務網路市場主導者自行提出具體可行之

促進市場有效競爭措施，經主管機關認可採行者，不在此限。前項所定一定期間、

相當程度有效競爭之認定及業務功能分離或其他得促進實質有效競爭必要措施之實

施方式、市場主導者應配合實施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82。」 

不過，國際實務上曾經發生過的結構或功能分離，似乎都以自願者為主，少有

強制之例。結構分離以美國 AT＆T 決定自行拆解為八家公司為代表，美國司法部從

1949 年以來就持續對 AT＆T 提起休曼法第 2 條（實施獨占）之反托拉斯訴訟，雙

方曾在 1956 年及 1984 年達成行政和解並簽訂同意命令，之後司法部就長期監督

AT＆T 之行為，但這對 AT＆T 經營的主動性形成極大的限制，同時又背負著被司

法部或該同意命令之監督法官胡亂分解的風險。於是 AT&T 主動建議將其拆解為八

                                                      
81 劉孔中曾主張將中華電信結構分離成三家，見氏著「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法律分析」，人文及

社會科學集刊，第 9 卷第 2 期，96 (1997)；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範，翰蘆圖

書出版公司，33 以下 (2001)。 
82 其立法理由為：「固定通信業務自開放民營競爭多年以來，形式上雖有數家綜合網路業務經

營者存在，但由於諸多因素之影響，目前極大多數之市場仍歸開放民營前之既有經營者所獨占。

為促進固定通信網路業務之實質有效競爭，非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對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市場主導

者採行必要管制措施，顯已無法達到業務開放之預期效益。爰增訂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得採行

之管制手段。惟如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願意自行提出具體可行之促進市場有效競爭措

施，經主管機關認可採行者，顯已無必要採取最後之管制手段，爰增訂但書將之排除。」不過，

行政院已經將本草案退回通傳會，並命其提出包含廣電三法與電信法的綜合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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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與司法部再度達行政和解並簽訂同意命令83。功能分離以英國電信公司的

Openreach 以及德國電信公司的批發中心為代表，都是出於業者的自願。 

本文認為結構分離對於業者的干預程度非常大，應該只有在功能分離不能發揮

作用的情形才可以採用，相形之下，功能分離比較容易採行。此外，跨中心的不同

功能中心間因為需要計算找補，所以必須建立成本相關之會計制度。一旦建立成本

會計制度，就可以協助通傳會改善多年來無法稽核中華電信會計成本、有無不當交

叉補貼、是否以成本定價等諸多困難問題，故本文贊同前述修正草案採取功能分

離。本文並建議通傳會透過行政指導或行政契約，以解除對中華電信不對稱或高度

管制為交換條件的方式，誘使中華電信建立批發部門即可，不需強制其功能分離

84。 

3. 以長期行為監督取代裁罰式管制手段 

通傳會作為通訊傳播部門之競爭法主管機關，不適合採取一般競爭法主管機關

的一次性裁罰管制方式，原因有二，第一，一次性的裁罰管制需要作詳盡的事前證

據調查，費力費時，對新進業者而言緩不濟急，而且主導業者可以不斷變化其市場

經營行為，令通傳會疲於奔命調查、處分及處理後續的行政訴訟。第二，電信法不

健全，罰則太輕，對主導業者不會產生威嚇力85。因此，通傳會可以參考英國

Ofcom 迫使英國電信公司不得不提出有 230 項內容（包含功能分離）承諾書的例

子，誘使中華電信其作出全面改善之承諾，加強對其促進市場競爭之措施進行長期

行為監督管制。 

                                                      
83 詳細討論見 Gerald Brock, The Seco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200 et seq (2003). 
84 詳細討論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169 (2010)。王宗雄，從分離到合作－論電信事業設備競爭之防弊與興利，國立台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60 (2011)，採取相同見解。此外學者有基於比例原則之必要原則肯定國家負

有一般義務優先採行容許私經濟主體享有一定程度意思自由，且對其基本權利干預較小之柔性管

制手段，強制性之直接管制措施應作為國家保障責任實踐之最後手段，見詹鎮榮，「民營化後國

家影響與管制義務之理論與實踐－以組織私法化與任務私人化之基本型為中心」，東吳法律學

報，第 15 卷第 1 期，30 (2003)。 
85 依據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違反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有不公平競爭行為

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

善時為止，或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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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階段性協調公平會強化對中華電信的管制 

目前電信法欠缺競爭規範且處罰太輕，在修法改善之前，通傳會應積極協調公

平會強化對中華電信的管制，修改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的協調結論，將協調之範圍

不再限於廣電相關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以及廣

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而強調公平會應該如何加強執行公平法第 10 條（依據

公平會統計至 2012 年 10 月底該會總共只有 9 件處分獨占事業的案件，原本即偏

低），以彌補電信法的不足。 

(二) 變更控股機關 

我國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承諾遵守貿易服務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架構下的「參考文件」（Reference 

Paper）。該項承諾遵守具有法律拘束力，可以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加以

落實86，其中第 5 點規定獨立管制機關（Independent Regulators）：管制機關應該與

提供基本電信服務之業者分離並且不需對其負責（The Regulatory Body is Separate 

From, and not Accountable to, any Supplier of Basic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其

作成之決定與使用之程序應對所有市場參與者保持公正（The Decisions of and the 

Procedures Used by Regulators shall be Impartial with Respect to All Market 

Participants）。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至今並未對獨立管制機關加以定

義，不過學界已有主張「若政府持有國內電信業者之股份，其管制機關必須被視為

不獨立87。」 

然而本文認為獨立管制機關是指裁判不能兼任球員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以此

檢視之，交通部並不符合獨立管制機關之要求。其一，行政院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

第 3 條之規定指定交通部負責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勵，所以交

                                                      
86 Mark Naftel & Lawrence Spiwak, The Telecoms Trade War, 106 ( 2000); Bobjoseph Mathew, The 

WTO Agreements on Telecommunications, 125(2003); Boutheina Guermazi, The GATS Agreement on 
Basic telecommunications, in William Drake/ Ernest Wilson III (ed.), Governing Global Electric 
Networks, 200 (2008);Walden Ian (e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Regulation, 3rd ed., 752 (2009)。
不過彭心儀似乎認為參考文件「僅是原則的宣示」，見氏著，WTO 服務貿易與通訊科技法律，元

照出版公司，113 (2005)，又該書頁 79 以下對於參考文件有詳細的介紹。 
87 Bobjoseph Mathew, The WTO Agreements on Telecommunications, 18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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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在整體資源之規劃（例如頻譜規劃以及特許執照開放）上，具有比通傳會更高

的政策決定權，而此等政策對於所有電信服務業者及其競爭都會發生深遠影響，因

此交通部應該屬於通訊傳播管制機關的一環。其二，交通部與中華電信有持股、實

質控制之關係，又長期系統性袒護中華電信。其三，交通部郵電司（設電信、通訊

資源科與產業輔導科三科）欠缺人力與專業知識進行相關之政策研究與分析88，很

難不利用中華電信為其蒐集資料、作政策分析建議，縱使沒有，也無法獲得國人之

信賴。 

交通部做為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既然不符合 WTO 獨立管制機關之規範，在政

府再造後將調整為「交通及建設部」，負擔更多的國家建設與觀光職能，更不適合

繼續作為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應該另外找出較為合適的其他部會。 

理論上，合併經建會與研考會而成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

委員會或是財政部，都可以作為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惟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委員

會雖然有管理國營事業之經驗（儘管以管理從事製造業的國營事業為主），但是鑑

於經濟部多年來大力輔導通訊傳播製造業（例如 M 台灣計畫及 U 台灣計畫），很

容易影響其對中華電信持股的中立性。鑑於德國是由聯邦財政部行使對德國電信公

司之股權，因此，我國不是不可以財政部作為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89，不過，考慮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仍然課予中華電信不少政策目標(例如第 3 條規定)，這

並非財政部所擅長，因此國家發展委員會雖然職掌為國家整體大政方針之規劃，不

宜管理具體之企業，但是可能是唯一適合作為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而需要的法制

配套措施是修改電信法第 30 條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第 1 條。 

(三) 引進民間專業，強化董事會治理能力 

當務之急是改革中華電信董事會，強化其治理能力。英國電信公司設平等接取

委員會（ Equality of Access Board）、稽核與風險委員會（ Audit and Risk 

                                                      
88 詳細討論見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74 (2010)。 
89 國內有主張「如決定像英國以競爭為導向，建議將中華電信股權完全釋出，或移轉股權至與

電信業務無涉的財政部」，見倪大程，固定通信網路分離之可行性研究－以英國電信之功能分離

經驗為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7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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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薪資委員會（Remuneration Committee）、提名與治理委員會

（Nominating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以及退休年金委員會（BT Pensions 

Committee）。 

一般談董事會改革無非結構性改革、成員組成改革及決策過程的改革90。就結

構性與成員組成改革而論，中華電信應設置專業強、視野廣的董事會，不以中華電

信為本位，而為中華電信找出最好的功能定位與績效評估標準，同時符合電信自由

化的政策目標。就決策過程改革而言，董事會應設置有實質功能的委員會，以強化

其決策之能力與品質，建議中華電信董事會可優先設立平等接取（處理用戶迴路委

員會、電路批發）委員會、寬頻建設委員會、稽核與風險委員會。 

(四) 增加政策任務 

交通部分別在 2007、2009 與 2011 年交通年鑑三次對持有中華電信股權的態度

與作法提出如下一致的說法：該公司仍負有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整體通信基礎建設之

特定政策任務。然而基於前述討論，中華電信「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整體通信基礎建

設」，並未能嘉惠參與市場競爭的業者及市場競爭，故建議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條例第 3 條再增加「配合電信自由化政策，促進市場競爭與產業發展」的政策目

標，使其與我國通訊傳播產業同步成長，共創多贏局面。 

(五) 中華電信是否應繼續釋股？ 

最後可以一併討論的是，相較於英國電信公司全部民營化，德國政府仍然持有

德國電信 32%股權，中華電信是否應繼續釋股？誠然，曾有批評其「遊走於既公且

民、不公不民的不同治理標準之間，導致事業經營的錯亂，也影響市場競爭效

率」，言下之意似乎主張將其全部民營化91。然而，本文認為進一步降低政府對中

                                                      
90 蔡昌憲，「從內控制度及董事監督義務論台灣董事會的改革方向」，2012 第 2 屆兩岸清華法

學論壇－法學理論與科技發展，36 (2012)。 
91「不公不民的偽民營化要檢討了」，聯合報，第 8 版 (2011/6/1) 社論指出：「當前民營化政

策最大的問題，並不在這些尚未民營化的事業，而是那些已民營化，但政府依然持有可觀股權的

事業。…政府指派這些事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也不時委以政策性任務，並掌握其經營主導權，

但其預算、人事、經營計畫完全不受國會監督…這些半官半民的『泛公股事業』卻依著執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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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信的持股，與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之實現並無必然關連，因為縱使進一步降低

政府對中華電信的持股，不會動搖中華電信市場主導的地位，也不會改變其限制市

場競爭的經營行為，而且在未對中華電信資產做合理重估的情形下，進一步降低政

府的持股，只是賤賣國有財產，故本文並不建議進一步降低政府對中華電信的持

份。前述交通年鑑提及行政院核定政府對中華電信最適持股比率為 34%，現階段並

無再釋股計畫92，值得贊同。 

五、結論 

國營事業民營化不代表市場就當然是自由化，二者不可混為一談。綜觀英國與

德國電信民營化與電信自由化政策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發現電信民營化只是自由

化的一個階段，自由化才是終極目標，英國電信公司與德國電信公司均在民營化後

充分配合主管機關確保市場有效競爭之要求，成立批發部門並大量釋出用戶迴路，

而成為協助電信產業良性發展的正面因素。在英國及德國，民營化政策與電信自由

化政策可以說攜手並進。不過，英國電信公司 100%民營化，不再背負特殊的政策

任務，主管機關對其管制的手段比較不是硬性的法律與裁罰，而是誘導其行為走

向。德國則是繼續持有德國電信公司的大股權，並且在電信法授予聯邦網路署強大

的行為管制權限以及獨立行使職權的準司法機關地位，而聯邦網路署也確實運用該

項權限管制德國電信公司濫用其顯著市場地位之行為。 

相較之下，在法律上民營化但是仍由交通部掌控的中華電信不受到控股機關交

通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有效的管制，市內電話及

網際網路市場獨占力量不減，未協助促進市場全面競爭的自由化政策目標，寬頻網

路經營成效不彰，未達成帶動產業發展的自由化政策，獲取超額利潤不符合價格低

廉的自由化政策目標，甚至因而成為我國通訊傳播產業發展的瓶頸。對此本文提出

具體的調和建議：通傳會應依據電信法儘速開放中華電信持有之用戶迴路（包括光

                                                        
政治需要，遊走於既公且民、不公不民的不同治理標準之間，導致事業經營的錯亂，也影響市場

競爭效率。」。 
92 依據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 (行政院 2008 年 4 月 2 日最後修正) 第 11 點，各國營事業移

轉民營後，公股股權管理機關應規劃政府中長期最適持股比率，報請行政院核定，該最適持股比

率，並應定期檢討。該要點第 10 點要求，公股是否全部釋出，應有周延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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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誘使其將批發功能分離，以長期行為監督取代裁罰式管制手段，階段性協調

公平會強化對中華電信的管制。政府應將中華電信的控股機關變更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引進民間專業，強化董事會治理能力，增加中華電信促進市場競爭與產業發展

的政策任務。 

最後，再降低政府對中華電信的持股，與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之實現並無必然

關連，縱使進一步降低政府對中華電信的持股，也不會動搖中華電信市場主導的地

位，更不會改變其限制市場競爭的經營行為，而且在未對中華電信資產做合理重估

的情形下，降低政府的持股，只是賤賣國有財產，不宜為之。 



8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必芳主編，2009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央研究院法律所 (2009)。 

王志誠，「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台灣經驗－思潮發展與法制因應」，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5 期 (2004)。 

王宗雄，從分離到合作－論電信事業設備競爭之防弊與興利，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

論文 (2011)。 

石世豪，「我國固定通信網路開放用戶迴路的法律分析」，向競爭轉的通訊傳播匯

流法制，元照出版公司 (2009)。 

交通部，中華電信公司作價投資不動產處理情形之檢討及活化措施報告 (2003)。 

交通部前電信總局，電信自由化白皮書 (1997)。 

周韻采，「固網寬頻之開放競爭政策」，月旦法學雜誌，第 185 期 (2010)。 

林素鳳，「我國資訊公開法制初探」，月旦法雜誌，第 136 期 (2006)。 

倪大程，固定通信網路分離之可行性研究－以英國電信之功能分離經驗為例，中正

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張緒中，「政客的幸福建構在對年輕人的剝削」，引自 http://www.coolloud.org.tw/ 

node/63536，最後瀏覽日期：2013/3/4。 

彭心儀，WTO 服務貿易與通訊科技法律，元照出版公司 (2005)。 

湯德宗，「資訊公開暨資訊隱私法案例研究 (2007/11～2008/12)」，王必芳主編，

2009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2009)。 

賀陳冉、劉孔中，「檢討中小學與公立圖書館數據通訊接取普及服務」，法令月

刊，第 61 卷第 12 期 (2010)。 

黃郁雯，「網際網路互聯及批發價管制－以英國法為研究中心」，法令月刊，第 60

卷第 12 期 (2010)。 

詹鎮榮，「民營化後國家影響與管制義務之理論與實踐－以組織司法化與任務私人

化之基本型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 (2003)。 

劉孔中，「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法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9 卷第 2 期 



 電信民營化與自由化之衝突與調和－以中華電信為例 89 

(1997)。 

劉孔中，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制革新與法治國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産業規範，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2001)。 

劉淑範，「行政任務之變遷與『公私合營企業』之發展脈絡」，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2 期 (2008)。 

潘偉華、俞慧芸，「國際間民營化推行經驗的回顧」，公營事業評論技術報告，第

7 期 (2000)。 

蔡昌憲，「從內控制度及董事監督義務論台灣董事會的改革方向」，2012 第 2 屆兩

岸清華法學論壇－法學理論與科技發展 (2012)。 

外文部分 

Boutheina, Guermazi and William, Drake and Ernest, Wilson III (ed.), “The GATS 

Agreement on Basic Telecommunications,” Governing Global Electric Networks 

(2008). 

Brock, Gerald, The Seco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ngels, Dieter, Die Postreform in Deutschland (2009). 

Holznagel and Enaux and Nienhaus, Kommunikationsrecht, 2 Aufl.(2006). 

Huang, Zer-Rur, Zugangsregulierung und Innovationsanreize imTelekommunikationsrecht, 

Bern (2010). 

Long, Colin (ed.),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Practice (2001). 

Mathew, Bobjoseph, The WTO Agreements on Telecommunications (2003). 

Naftel, Mark and Spiwak, Lawrence, The Telecoms Trade War (2000). 

Phillip, Wolfgang, Die Telekom-Ballade, 1 Auf. (2006). 

Schmidt, Susanne K., Liberalisierung in Europa (1998). 

Walden, Ian (e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Regulation, 3rd ed. (2009). 

 



9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The Conflict and Harmonization between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The Case of Chunghwa Telecom 

Liu, Kung-Chung∗ 

Ho, Chen-Jan 

Hsueh, Ching-Wen 

Abstract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telecom company does not necessarily go hand in 

hand with the goals of telecom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the privatized but still state-

controlled Chunghwa Telecom (CHT) has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operation of a  

competitive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cost-based fees being charged to 

consumers.  This paper first scrutinizes the failure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Taiwan, and then looks into the ways in which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with regards to British Telecom and Deutsche Telecom for inspiration. It 

comes up with some regulatory suggestions to remedy the identified failure: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hould open up the last miles that are dominated by CHT, 

induce CHT to set up a wholesale department (functional separation) and replace one-off 

sanctions with long-term oversight of the CH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ce CHT und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rather tha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T, 

and impose on CHT the mandate to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Priv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Chunghwa Telecom, Functional Separation, Last 

Mil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air Trad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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