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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產業的集中（concentration）是一種指標顯示特定產業市場內生產廠商的規模分

佈情形（size distribution）。產業的市場集中情形可以分成所有權的集中和市場占有

率的集中。本文所稱之電視產業泛指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和數位電視等

電視產業。 

基於保障廣播電視自由和針對媒體產品本身具有公共財和外部性等特質，容易

導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等原因，在電視產業市場趨向集中化時，政府有介

入電視產業市場進行管制之必要。特別是在數位技術發展，電信、電視和資訊產業

匯流之際，電視產業有更為集中化之趨勢。 

為達到保障廣播電視自由和調節市場失靈之目的，針對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

手段有廣播電視法規（產業特殊規範）和公平交易法（一般競爭規範）。 

廣播電視法規著重「事前管制」，透過事前規範，確立市場競爭機制和市場結

構。公平交易法則強調「事後規範」，旨在規範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以維持市場

的公平交易秩序。在電視市場變得更具競爭性前的過渡階段，應採取廣播電視法規

之事前管制；當市場變得更具競爭性時，應漸以公平交易法取代廣播電視法規之管

制。按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

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次按，行政院新聞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學碩士。本文改寫自作者之碩士論文「從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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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概念出發，論及我國和外國法之廣電法規和競爭法規範，對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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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之廣電三法合併草案，該草案第一條後段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從而，未來在面對數位匯流趨勢下電視產業集

中化之管制問題，更應交錯適用廣播電視法規和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在公平交易法之適用上，由於相關市場界定是適用公平交易法的開端，相關市

場能否妥適地界定，影響到後續競爭分析的正確性，進而決定了公平交易法之管制

是否有效。惟相關市場範圍之界定並非易事，相關市場之界定必須窄到能排除非替

代產品或服務，寬到能納入所有的替代產品或服務，當市場處於變動的情形時，相

關市場之界定顯得更加困難。 

在數位匯流發展下，目前電視產業市場出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類型電視服務，甚

至未來亦有可能出現其他類型之電視服務。這點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分析是一大挑

戰。是以，本文參酌歐盟競爭法規範和相關市場界定之管制實務經驗，加以歸納分

析。整體而言，歐盟在界定電視產業市場範圍時，從各方面之因素分析，採取盡量

細分相關市場之作法。本文將歸納分析歐盟在界定電視產業相關市場範圍之方法，

並對於我國在數位匯流下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提出建議。 

 

關鍵詞：集中化、匯流、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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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產業集中化之意義與原因 

一、電視產業集中化之意義 

產業的集中（concentration）是一種指標，顯示特定產業市場內生產廠商的規模

分佈情形（ size distribution）。產業的市場集中情形可以分成所有權的集中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和市場占有率的集中（concentration of market share）

二方面。用來測定市場的寡占程度的標準是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其

意義在於以嚴謹的方法，將市場內廠商的規模分佈不均程度，和廠商數目結合，顯

示市場結構以及特性。其測量標準可以根據營業額、企業資產、雇用員工數、產品

收產量、銷售量等
1
。在媒體產業方面，集中化的程度是通常根據收視戶的比例

（audience share）或收視率（ratings or readership figures）來測定2
。本文所謂之電

視產業，包括無線電視產業、有線電視產業、衛星電視產業和數位電視服務。 

二、電視產業集中化之原因 

一般而言，擴張企業規模可能可以更有效率地經營，和創造利益。擴張企業規

模可以藉經營者的薪水、力量、地位和工作安全感的提升，促進經營績效。快速成

長的公司比起成長停滯的公司，更能帶給經營者高額的報酬。同時，擴張企業也可

以避免輕易地被其他公司併購，或被新的經營團隊所取代。當一家公司透過併購其

他家小公司來擴張經營規模時，該公司會變得昂貴，以及較難成為被併購接管的目

標
3
。因此基於擴張經營所帶來的各種利益，企業通常會積極以各種形式擴張其經營

規模。以下茲就媒體產業內水平整合、垂直整合以及多角化整合的原因分述之。 

                                                      
1 莊國榮（2002），「廣播電視產業之集中化與管制」，千禧傳播法制的回顧與前瞻「傳播與
法律系列研討會（八）」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暨發展中心，52。 

2 馮建三譯，Robert G. Picard原著（1994），媒介經濟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8-62。 
3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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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垂直整合 

在製作節目的媒體產業方面，垂直整合的公司相較於非垂直整合的公司更能精

確地提升經營效率。垂直整合的公司能在相關的廣播電視經營當中，確保一定程度

的市場需求；然而非垂直整合的公司卻得面對市場需求波動的衝擊。而市場需求的

穩定或是可預測性，會影響固定支出成本的有效利用，這點對於垂直整合或非垂直

整合的公司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播送節目的媒體產業來說，垂直整合可以確保一定數量來源的節目內容可

以播送給收視戶。通常重要的節目製作者（例如是受收視戶歡迎的節目製作者）較

具有討價還價的力量，蓋其可以利用其節目的重要性，向播送節目的媒體企業爭取

更有利的契約或提高節目出售價格，甚至是要脅撤銷節目的授權或將節目以較高的

價格賣給播送節目企業的競爭對手。為了避免被節目製作者要脅，也會使得節目播

送業者進行垂直整合，擴張經營節目的製作生產。就節目內容的製作者而言，垂直

整合可以確保其製作的節目有可預測、穩定的銷售量，能更有效率地計畫運用其生

產資源，例如：設備、技術和人事上的資源。而其製作的節目內容越能廣泛地賣給

播送業者，其生產成本就越低。同時，節目穩定的播出，可以建立節目製作者良好

的信譽或強勢的品牌形象。透過垂直整合，節目內容製作者和節目播送業者，可以

不用各自在市場上尋求買方和賣方，省時、避免交易糾紛和協商的麻煩，降低了交

易成本
4
。 

（二）水平整合 

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是媒體產業進行水平整合的主要原因之一。規

模經濟係指隨著輸出規模（the scale of output）的擴張，每一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會

降低。只要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s）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規模經濟存在於任何領

域的產業中。引起規模經濟的原因有很多，有時是因為大型的公司比起小型的公司

更可以大量購入生產所需的資源，而獲得較佳的折扣。不過，通常是因為大型的公

司更可以從勞工的分工和專業化獲得利益。而規模經濟存在於媒體產業，也和媒體

                                                      
4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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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具有公共財（public goods）的特性有關。亦即媒體產品是非物質性的，不會在

消費的過程中被消耗掉或是毀壞。這和私有財的特性不同，私有財則會在消費的過

程中被耗損，例如，一個麵包被某人消費後，便無法再供應給其他人享用。但當一

個人觀看電視節目後，該電視節目還是可以被其他的消費者觀賞，並不會減損了該

節目被其他消費者消費的機會。媒體產業的最初生產成本很高，例如：創造第一手

製作的節目的成本，但將該第一手製作的節目重製（ replicated）、配銷

（distributed）和多次出售給廣大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極低，甚至是零。生產成本通常

是固定的，隨著經營規模越大，市場占有率越高，輸出增加，其節省的資源越多，

獲益越高。所節省的資源，獲得的利益，可以用來增加人事費用或發展新技術。規

模經濟是水平整合的誘因，水平整合，經營規模擴大也強化了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正

面效應。另外，規模大的公司在與其供給者或購買者交易時，也擁有優勢。例如：

可以輕易地控制其欲出售給消費者的價格；或向廣告商要求較高的刊登費用5
。 

（三）多角化整合 

範疇經濟（economics of scope）是媒體產業多角化整合的誘因。所謂範疇經濟

係指當透過生產多樣化產品，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當一家公司的產品被消費得越

多，就越能節省成本，累積更多的利益。相關產品的生產越多樣化，越能分攤在生

產時的經常性固定支出。範疇經濟在媒體產業盛行的原因和媒體產品的公共財特性

有關。原是針對某一特定市場的媒體產品，因為公共財的特性，很容易地可以改變

編輯形式，生產成為另一種媒體產品出售在不同領域的媒體市場。例如，本來對某

政治人物訪談的電視節目，可以再編輯成雜誌或報紙的專訪報導；從電視市場再出

售在雜誌或報紙市場。而範疇經濟最常見的表現就是大型企業集團的經營型態6
。因

此，媒體產業朝向有線電視、無線電視、衛星電視業、廣播業，甚至是報紙業的多

角化經營，從產業經營的經濟效益和技術上而言，是相當符合邏輯和自然的發展。

電視、廣播和報紙等傳播媒體具有集合資訊、編輯資訊、傳播資訊和提供娛樂功能

上的相似性，朝向不同媒體的多角化經營，可以在一項以上的媒體產品間分享生產

                                                      
5 Doyle (2002),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 London: Sage Pub, 12-29. 
6 Doyle (2002),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 London: Sage Pub,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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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或專門的技術，甚至是將同樣的內容呈現在不同的媒體，在不同的媒體市場販

售，提升經濟效益。同一個媒體產業所有權下，生產二個以上不完全相似產品的成

本，會比由個別的媒體產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便宜。而個別產品在生產或分

配過程中的相似性越高，範疇經濟益形重要。多角化的經營除了具有範疇經濟的好

處外，還有「多樣性經濟」（economies of multiformity）的好處。亦即媒體產業擴

張其經營活動，涉足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媒體領域時，會節省成本或提升收益。例

如：利用同樣的有線電視線纜，提供電話服務和電視服務；或以同樣的媒體內容配

置在不同的媒體產品間。再者，跨所有權的經營可以產生交互促銷該媒體產業的產

品，特別是涉及特定資訊的報導時，例如英國的 Financial Times 報紙、FT 商業雜

誌、FT新聞廣播；或台灣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容易建立品牌形象，形成跨媒體領

域的市場優勢。此外，在創新媒體產品時，如能以各種不同的輸出形式、多樣性的

方式，則可以分散創新產品、試探市場反應的風險，亦是媒體產業朝向多角化經營

的另一個誘因7
。 

貳、電視產業所有權集中化之管制正當性 

一、媒體產業所有者控制媒體內容 

產業莫不追求利潤的極大化與資源運用的高效能，市場競爭更是驅使產業的運

作必須以利潤作考量，產業沒有不賺錢的自由。為求生存，市場的參與者必須有足

夠的收益平衡成本。而產業之所以提供某樣產品，是因為消費者能以符合其成本的

價格購買。產業的任何投入成本，都必須能回本，否則產業只有被排擠出競爭市

場，甚至破產8
。這些追求利潤極大化與資源高效率運用的特性，在媒體這類高成本

的產業，特別顯著。因此，媒體產業的所有者為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會對於預

算、新聞人員的編制及其他與媒體生產相關的要素進行控制。次者，媒體產業的所

有者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透過高階主管，影響媒體工作者的職場文化和工作規範。再

者，媒體產業的所有者可以輕易地選取錄用高階主管和員工，最終會影響媒體產業

                                                      
7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68-72. 
8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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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內容。最後，縱使媒體產業的所有者不會直接介入媒體的內容編輯，但也

會影響媒體工作者在編輯媒體內容時所作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是以媒體

呈現內容的主要決定權是操縱在媒體產業所有者的手中9
。 

媒體的所有者會直接或間接干涉媒體所呈現的資訊和觀點，例如透過核心人事

的選擇、順服和自我審查文化的建立，如透過逐字改寫編輯的社論。易言之，什麼

樣的資訊或意見會呈現在媒體上大部分是取決於媒體本身所處的經濟、政治上的結

構和環境，以及其本身的特質10
。一位美國的有名的記者和出版評論家 A. J. Liebling

曾諷刺道：「出版自由屬於那些擁有出版產業的人。」11
。在 The Media Monopoly

一書中 Bagdikian 指出美國最大的媒體所有者如何運用他們所呈現的資訊去提升他

們的價值觀和偏好；同樣的在英國，有些全國性的報紙也會清楚地運用他們的標題

去推動有助於他們新聞業的政治或商業性的目標。；擁有法國第二大的報紙和比利

時其他媒體投資的 Robert Hersant 會基於政治性或商業上的理由干涉新聞和媒體內

容的編輯12
。 

二、電視產業集中化對公眾意見形成之影響 

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64 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

礎。廣播電視係人民表達思想與言論之重要媒體可藉以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

知，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各方面之發展，其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言論之自

由，為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之範圍。惟廣播電視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而深

遠之影響……。」。 

廣播電視自由本身目的主要在於維護意見自由形成之過程，在保護意見自由形

成之條件與要件下而被功能化，與個人主義式之表現自由以保障個人人格之自由發

展為核心不同。個人受到廣播電視自由之保護，主要是為了維護意見形成的過程，

意見的自由形成為民主秩序的要件。意見的自由形成是發生在溝通的過程中，除了

意見的自由表達和散佈外，尚須能知悉他人所表達之意見和自由地接收資訊。而意

                                                      
9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90. 
10 林子儀（1999），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21。 
11 Baker (2002), Media,markets,and democracy, United Kingdom: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 
12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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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自由形成所仰賴之溝通過程的進行，必須有廣播電視等媒體作為資訊傳播，意見

散佈之媒介。由於廣播電視在各種傳播媒體當中所具有之特殊重要性，因此意見自

由之順利進行，便有賴廣播電視媒體自由、廣泛、合乎真實地提供資訊13
。 

從而，廣播電視媒體所呈現提供給社會大眾的的資訊，會牽動公眾意見的走

向，對公眾意見的形成和塑造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在義大利 1994 年 3 月

的選舉中，Silvio Berlusconi 就利用其三個收視率合計達到百分之四十的電視台，

不斷地給予其政黨支持；隨後的研究顯示，在全體選民中，收看 Berlusconi 頻道的

觀眾有超過百分之三點五變得極右傾，而這無法用這些觀眾在收看 Berlusconi 頻道

前就已經變得更右傾來解釋。換言之，這些頻道的觀眾會在收看 Berlusconi 的頻道

後移轉其選票14
。既然廣播電視媒體在公眾意見的形成上有其特殊地位，且在為現

今社會大眾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而媒體的所有者對媒體所提供的資訊亦具有一定

影響力。則為達到民主政治社會對於資訊多元的需求，則媒體的所有權必須多元和

分殊化
15
。 

媒體產業所有權集中化的型態或有多種，而不論適合何種形式的媒體產業所有

權集中，皆暗示媒體的供給較有許多不同的所有者來的獨裁。就邏輯上而言，媒體

產業所有權集中可能推論出在市場獨占的程度和多元化的程度存有消極的交互作用

（呈現反比）。例如：較高程度的媒體產業所有權集中表示許多不同獨立供給者的

減少，同時，任何供給市場的輸出範圍也減少。較高程度的市場獨占意謂較少彼此

競爭的供給者，較少彼此競爭的供給者意謂資訊來源多樣性的減少16
。雖然少有經

驗主義的研究能精確地指出在廣播電視媒體所有權更集中化時對於社會、政治和文

化多元主義的影響。但一般以為媒體產業所有權的過度集中會導致過度呈現某特定

政治觀點或是價值觀或特定形式的文化輸出，和排除其他觀點或是文化輸出型式的

呈現，造成不平衡和對於代表民主政治決策關鍵的社會凝聚力帶來風險17
。 

隨著歷史的發展，傳播媒體漸漸地在公眾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電視為

                                                      
13 莊國榮（2002），「廣播電視產業之集中化與管制」，千禧傳播法制的回顧與前瞻「傳播與
法律系列研討會（八）」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暨發展中心，54-60。 

14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Communication Law, 7(4): 20. 
15 羅世宏（2003），「廣電媒體產權再管制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0期，22-24。 
16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13. 
17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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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大眾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在電視市場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呈現集中化時，

不利於資訊之多元化。從而，避免少數媒體集團、個人濫用其媒體影響力或具有公

眾意見形成之壓倒性地位，政府必須採取適當之管制措施，避免電視媒體產業所有

權或控制權的過度集中化18
。 

三、促進理想民主政治的實踐 

自 19 世紀之後民主政治建立起以「國民主權」、「政治參與」、「政治平

等」、「多數決原理」和「議會政治」等原理原則為主要架構的民主制度。進入 20

世紀後民主政治逐漸成為一種人民所企盼的理想政治生活。而關於政治民主化方面

的研究，不論是著重在結構或是文化的層面，皆肯認多元社會是實施民主政治的有

利條件之一19
。蓋在一個民主政治的社會中，個人或團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價

值觀念或利益呈現多樣性與多元化。因此，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必須分散在各種社會

團體上，不應為少數團體所把持，讓社會中不同結構階層的多元意思或多元利益彼

此平等地相互討論、妥協，來尋求共同的意見或利益之「最大公約數」，以之作為

國家社會的政策或法制20
。然該等目標必須透過制度的設計，使每個個人或團體具

備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溝通能力和等值的對話地位。故此，參與公共決策所需要的

資訊提供，顯得格外重要21
。 

廣播電視媒體挾其聲音和影像的巨大穿透力，無孔不入地深入每個人的生活，

甚至影響其價值觀和政治判斷。廣播電視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為不可或缺之資訊傳播

媒介。當個人或團體之多元化體現在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時，意味傳播媒體所提供

的資訊必須等比例地反映社會中相關事物，例如：各種不同的議題、政治利益的真

實分配情形，以及展現社會中不同的利益與需求。媒體的結構和內容上應反映出不

同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關係；媒體應作為不同利益、社會觀點的公眾論壇；媒體

應盡可能使得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弱勢團體均有接近使用媒體的機會；以及媒體所提

                                                      
18 莊國榮(2002)，「廣播電視產業之集中化與管制」，千禧傳播法制的回顧與前瞻「傳播與法
律系列研討會（八）」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暨發展中心，75-76。 

19 蕭高彥、蘇文流（1998），多元主義，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238-239。 
20 李鴻禧（1999），憲法與人權，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1。 
21 郭銘松（1998），「美國公民共和主義法學的興起及其功能特徵」，月旦法學，第 38 期，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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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內容應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和需求22
。 

然而，媒體提供多元資訊的功能，在傳播媒體通路有限和媒體內容編輯選擇

時，會受到限制。亦即當傳播媒體不能比例地反映社會，社會中的少數團體或弱勢

族群極可能被排除於傳播媒體外。特別是在媒體產業的競爭下，業者莫不爭取主流

閱聽人，拉高收視率，以提升廣告收益為務，更容易忽略弱勢、少數品味和不受歡

迎的觀點呈現。惟在社會中有不同傳播媒體存在時，則有助於彌補此種限制。固然

少有經驗主義的研究能精確地指出在廣播電視媒體所有權更集中化時對於社會、政

治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影響。但一般以為媒體產業所有權的過度集中會導致過度呈現

某特定政治觀點、價值觀或特定文化，而排除其他觀點的呈現，造成不平衡和對於

代表民主政治決策關鍵的社會凝聚力帶來風險。為達到民主政治社會對於資訊多元

的需求，媒體的所有權必須多元和分殊化。媒體所有權的多元或是分殊化，雖然並

不能完全保證媒體輸出內容的多樣性，但對於資訊的多元仍有相當之助益23
。 

隨著歷史的發展，傳播媒體漸漸地在公眾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電視為

現今社會大眾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在電視市場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呈現集中化時，

不利於資訊之多元化，與民主社會的多元理念背道而馳。故而，為促進民主社會之

多元化，避免少數媒體集團、個人濫用其媒體影響力或具有公眾意見形成之壓倒性

地位，政府必須採取適當之管制措施，避免電視媒體產業所有權或控制權的過度集

中化
24
。 

參、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對電視產業集中化之規範 

一、反集中化之管制規範 

比起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具有較嚴密之反集中化規

                                                      
22 陳芸芸、劉慧雯譯，McQuail D.原著（2003），特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
版公司，222-224。 

23 Doyle（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13-26. 陳芸芸、劉慧雯譯，McQuail D.原
著（2003），特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34-235。 

24 莊國榮(2002)，「廣播電視產業之集中化與管制」，千禧傳播法制的回顧與前瞻「傳播與法
律系列研討會（八）」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暨發展中心，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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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對於有線電視之不對稱管制，主要基於以下幾點原因。第一，我國有線電視普

及率高達八成，有線電視系統台為目前最主要之電視傳輸平臺。無線電視由於現行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必載」之規定，在有線電視普及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多

藉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無線電視，無線電視台猶如有線電視系統所播送頻道之一，加

上數位無線電視尚在起步階段，無線電視台對於有線電視而言，無足輕重。而中華

電信之 MOD服務，於 2004年 3月始開播，尚未能與有線電視抗衡。在直播衛星電

視方面，由於有線電視普及率高、解碼器和接收器價格高，以及直播衛星在節目取

得上面臨有線電視業者的杯葛，自始推展上即有相當困難25
。是以，有線電視系統

為目前電視市場之主導者，對有線電視產業進行不對稱管制，才能衡平電視市場之

不完全競爭性。第二，有線電視之多系統經營模式早已成形，對於有線電視系統市

場之水平整合必須加以規範。另者，2003 年 1 月新聞局公佈之「有線電視經營區調

整方案」，未來將廢除有線電視經營區之劃分，勢必使有線電視之水平集中化程度

升高。因此需要較嚴密之管制規範。第三，有線電視系統業與頻道經營業或頻道代

理業之垂直整合，會產生反競爭效果。為垂直整合的集團，會挾其上游頻道供應的

力量，封鎖與其下游系統業者競爭的對手；或藉下游的多系統經營模式，向上封鎖

敵對的頻道經營業者26
。歷次的有線電視斷訊糾紛，和中華電信 MOD 能否取得頻

道節目的問題，便是最好的印證。 

基於以上原因，必須對於有線電視產業進行不對稱管制，以下就有線廣播電視

法關於水平整合、垂直整合之上限規範作說明。 

（一）水平整合限制 

原本有線電視法並沒有關於防止壟斷的規定，惟 88 年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

時，刪除原有線電視法第 27 條第 1 項關於「一區五家」的限制，為避免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間水平整合後之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會壟斷有

線電視市場。遂參酌美國 1992年的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25 劉幼琍（1997），多頻道電視與觀眾：九○年代的電視媒體與閱聽人收視行為之研究，台
北：時英出版社，146-148。 

26 施俊吉主持（2003），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期末報告（冊一），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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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 ）當中對於大型MSO在市場佔有

率的上限比例
27
，以及我國公平交易法有關結合行為之規定；增訂第 21 條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間水平整合之上限規定，該條規定為「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

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 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

三分之一。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

有一系統經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前項全國

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在美國 1992 年的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當中，國會授權聯邦通訊委員

會（FCC）制訂規則，訂出大型 MSO 在市場佔有率的上限比例，在 1993 年聯邦通

訊委員會做成百分之三十為適當的水平整合上限比例之時，聯邦通訊委員會曾說明

其理由，或可為本法制訂有線電視業水平整合上限規定的管制理由。聯邦通訊委員

會的理由略為：為防止全國性大型 MSO 以增加水平集中率來取得進一步的操縱力

（leverage），百分之三十的水平經營限制是適當。此標準除可以確保大多數的

MSO可以繼續成長，也可以從規模經濟中獲得利益，包括投資新的視訊頻道，以及

開發更先進的有線電視技術28
。 

本項水平整合限制的規定，雖歷經三次修法，仍維持相同之規範內容。條文中

所稱之「關係企業」，依照本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關係企業，依公

司法有關關係企業之規定29
。而「同一行政區域」，根據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規定，

係指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底前，公告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 

違反該項水平整合限制規定時，尚未申請籌設、營運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或系

統經營者，依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第 2 款之規定，審議委員會應為不與

                                                      
27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77-237。 
28 蔡念中主持（2000），有線電視與電信固網之跨媒體經營：規範競合與產業生態研究，台
北：台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9。 

29 我國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 規定，關係企業係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
司」或「相互投資之公司」。「控制從屬公司」以及「相互投資公司」之定義參照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第 369條之 3，以及第 369條之 9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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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其申請案件之決議；已經許可籌設有線廣播電視者或系統經營者，則按同法第

68 條第 1 款之規定，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並註

銷籌設許可證或營運許可證。 

（二）垂直整合限制 

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當中對於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者具有垂直

整合關係時，所採取的管制措施為，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之規定：

「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

該項規定係參照美國 1992 年的「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當中，關於國會

授權聯邦通訊委員會制訂當頻道商與系統商有整合關係時，此頻道商能在該有線電

視系統播放的頻道數上限的規則30
。是項規範的的管制理由，是基於在確保有垂直

整合的有線電視系統商不會獨惠與其有整合的頻道商，或是不會不公平地阻礙視訊

節目被有線電視訂戶收視；以及鼓勵 MSO 能繼續投資具多樣性、高品質的視訊頻

道節目等二個相對立的法律目標中，求取平衡31
。 

按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不再限制頻道經營者能入股系統

經營者的股份比例；改採以限制具有垂直整合關係的頻道經營者能在該有線電視系

統播放的頻道數限制。當一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某頻道經營者為「關係企業」

時，該有線電視系統播送該頻道經營者節目的頻道數不得超過其有線電視系統中可

利用頻道的四分之一。所謂「可利用頻道」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的規定，為營

運計劃中扣除本法第 25 條第 2 款供播送公益性、文藝性、社教性的免費專用頻

道，以及第 56 條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專用頻道的頻道。違反本項規定時，依同法

第 68 條第 3 款之規定，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時，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

並註銷籌設許可證或營運許可證。 

                                                      
30 Section 11(c) of 1992 Cable Act adding Section 613(f)(1)(B) to Communication Act.  
31 蔡念中主持（2000），有線電視與電信固網之跨媒體經營：規範競合與產業生態研究，台
北：台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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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區經營 

在有線電視法立法之初，行政院新聞局依據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關於「台

灣地區有線電視分區之研究」，將全台劃分成 51 個經營區，並在有線電視法草案

當中規範為 1 區 1 家；然而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中，為了給予當時之第四台業者合

法化之機會，修改為有線電視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有線電視在同一地區以五家

經營為限。在有線電視法通過後的幾年之間，財團有計畫地整合併購，大部分的地

區只剩下 2家或 1家系統經營者，原本 1區 5家之上限規定已不具意義。故而 1999

年年修改為有線廣播電視法時，在第 32 條刪除 1 區不超過 5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的上限規定。自有線電視開放初期，有 156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獲得新聞局的籌

設許可，經過 10 年的市場整併收斂，至民國 91 年底，取得營運許可並開播的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只剩下 64家，全台 47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32
當中，有 30個經營區

為 1區 1家，17個經營區為 1區內 2家，超過六成以上的經營區為獨占經營，沒有

一個經營區存在 3 家或超過 3 家以上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由於社會大眾將有線電

視之總總亂象，歸咎於經營區之獨占寡占所致，新聞局遂於 2003 年 1 月公佈「有

線電視經營區調整方案」。此項方案係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之地理範圍，使得原分

屬不同經營區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成為同一經營區之競爭者，試圖打破經營區內

獨占或寡占之局面。在第一階段計畫於 2 年內將目前的 47 個有線電視經營區整併

為 18 個經營區（以現有行政區為劃分，再跨新竹、台中、嘉義、台南以及高雄縣

市作微調）；第二階段再整併為 4 個經營區（分為北、中、南、東 4 區）；最後階

段將不再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域33
。 

對於這項漸進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的政策，獨立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持反對態

度，認為此舉將使大型多系統業者得以有機會兼併獨立之系統業者，再度壓縮獨立

系統業者之市場空間。而多系統經營者，如東森集團則認為如此將引發市場之兼

併，大打價格戰的結果是導致惡性競爭。在轄區內已有多家有線電視系統之地方政

                                                      
32 新聞局將全國劃分成 51 個經營區，其中四個經營區僅有播送系統，47 個經營區有正式的系
統經營者。 

33 施俊吉主持（2003），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期末報告（冊一），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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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如台北市、台北縣和台中縣等，同樣反對此項政策，其理由亦為此舉將不利獨

立系統經營者之競爭，使大型多系統經營者壟斷市場。而轄區內為獨占或雙占之地

方政府，如苗栗縣、台中市、嘉義市以及高雄市等，則贊成此項政策，認為可以引

進新競爭者，促進競爭34
。 

在學界方面亦有正反二方意見，有以為自民國 79 年以來有線電視 47 個經營區

之劃分，係造成資源重複投資、規模經濟不足引發系統業者整合、併購之原因，為

求正本清源，應放寬執照核發之要求，廢除經營區域之劃分。如此能降低市場進入

障礙，並使系統經營者藉由調整經營區的方式達到營運成長和產業數位化升級之目

的
35
。惟亦有認為若缺乏適當配套措施，則可能在擴大經營區之後，沒有新的競爭

者進入市場，同時舊有的有線電視業者間產生新的競爭與整併，不斷隨著經營區擴

大整併的結果，最後可能只剩下一家財團獨占經營全台灣有線電視市場。因此在確

立此項擴大調整有線電視經營區的政策之前，必須確定有線電視相關產業業者將線

路鋪設到其經營區內的每個地方，不論是人口密度低或偏遠地區。否則，如唯一的

有線電視業者如不願鋪設線路到人口密度低或偏遠地區，這些地區民眾的權益將會

被犧牲。此外，能否打破有線電視產業為財團所壟斷經營的局面，有待商榷；同

時，如不能成功打破壟斷局面，則反將造成全台有線電視收視戶為財團所挾持的情

況
36
。實際上，因應有線電視市場之集中化，尚有他法可加以選擇，如降低進入市

場之障礙，不再採取特許制；增加他類廣播電視服務之競爭；要求廣播電視產業所

有權分散；強化公平交易法之結合管制；或是對個別業者進行獨占管制。 

肆、現行公平交易法對電視產業集中化之規範 

在公平交易法涉及電視產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管制規範部分，主要係對於事業結

合和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的管制。此等管制的第一步，必須對於該事業之市場範圍

加以界定。是以，以下先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定義之市場範圍作說明，其次

                                                      
34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366-367。 
35 劉孔中（2004），「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調整之法律及政策分析」，科技法律透析，第 16
卷 1期，51-53。 

36 聯合報，2003年 1月 16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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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明公平交易法以及公平會之相關處理準則。 

一、市場之界定 

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上，對於獨占事業的管制採取「濫用原則」，即獨占之事業

運用其市場力量為阻礙、榨取或損害他人之不公平行為，而該行為之方式與效果為

市場上存在有效競爭時所不可能發生者，即構成獨占地位之濫用。而獨占事業之濫

用行為，必須與獨占力之運用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要判定事業是否具有獨占地

位，必須先界定該事業之特定市場範圍，爾後視其與該市場上之其他事業之相對規

模決定。因此，市場範圍之界定直接影響到獨占地位有無之判斷，當特定市場範圍

界定得越小，事業就越會被判定為具有獨占地位37
。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為結合之管制，採取「折衷原則」38
，即當事業為結

合之際，如已達到或客觀上可能達到控制市場地位時，則加以禁止該事業結合。惟

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則例外不加以禁止。對事業結合

管制的門檻，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採取市場占有率和銷售金額的雙重門檻。而市場

占有率為在特定市場上一個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在該特定市場所有商品或服

務之比例。同樣地，對事業結合之管制，亦需對於該事業處於何一市場加以界定，

同時亦會直接影響事業之結合與否39
。 

在反托拉斯市場定義下，可將市場區分為「相關產品市場」和「相關地理市

場」40
。相關產品市場，為在定義一個有效競爭市場時，需將價格、品質、最終用

途間具有合理替代性的產品，劃分在同一市場範圍內；因為這些產品皆為買方所可

能選擇的產品。然而在不同地區，生產銷售相同產品的生產者，因為空間的阻隔，

                                                      
37 吳秀明、楊宏暉（2002），「十年來公平交易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 3
期，73-77。 

38 折衷原則為相對於「原則禁止」和「弊害規制」而言。「原則禁止」係指對於事業結合造成
市場高度集中，形成控制市場地位時，即予以禁止，不論是否造成競爭減少或其他對於市場之不

良影響。「弊害規制」則為只有當事業濫用其市場恐致力對市場競爭造成損害時，始加以禁止，

事業結合所產生之壟斷或控制地位，並非規範對象。 
39 劉連煜（2002），「符合世界潮流趨勢之公平交易法有關結合規範之修正－事前申報異議制
之採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83 期，266-269；沈麗玉（2003）「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論
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公平交易季刊，第 11卷 1期，53-61。 

40 特定市場之劃分尚有「相關時間市場」之分類，惟相關時間市場只有在商品或服務僅在特定
時期或時點提供等少數例外情況，才須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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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限制產品間的相互替代性，而不一定會具有競爭關係，因此界定市場範圍時需一

併考慮相關地理市場。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市場界定，大體是與產業別為一致之

認定。在系統業者部分，相關產品市場之範圍是以「播送系統」劃分。而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之認定，主要是依據行政院新聞局所公告之經營區域41
；若播送系統業者

為部分跨區經營時，為顧及該播送系統業者對於其他相互競爭的系統業者所造成的

影響，改以實際經營區域為認定依據42
。在有線電視發展初期，行政院新聞局將有

線電視經營區域分成符合最低規模經濟的 51 區，然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下降之

後，反造成市場規模過小，新聞局便鼓勵同區業者合併。對此公平會為配合新聞局

之政策，原則上雖不處分未依公平法申請結合之系統業者，但為促進市場合理競

爭，降低進入市場障礙，擴大市場能量，解決規模經濟不足的問題，仍建請行政院

新聞局檢討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現行 51 區劃之合理性43
。故自民國 92 年之後，新聞

局將以漸進之方式，分三階段調整有線電視經營區，最終階段將廢除經營區域之劃

分，也就是相關地理市場之範圍為全國。在頻道節目供應者的部分，相關產品市場

範圍之界定，公平會改採以個別頻道的選擇替代性為認定標準；相關地理市場市場

之範圍，則以全國系統業者的需求市場為認定。 

二、結合管制規範 

公平法對於獨占之管制規範主要在第 5 條、第 5 條之 1 以及第 10 條。公平法

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

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之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

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44
。第 1 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

                                                      
41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2 條之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之劃分及調整，須由中央主管機關
（行政院新聞局）會商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酌後公告之。 

42 石世豪（1999），「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
標準」，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46。 

43 劉孔中（2001），「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 卷 6
期，195。 

44 本項之規定實為寡占（Oligopoly）；蓋實務上真正由一事業獨占之情形並不多見，少數事業
雖未為聯合行為，但實際上卻不為價格之競爭，以價格領導超縱市場，而有以公平法加以規範之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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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第 5 條之 1 更進一步規範獨占

事業之認定標準。第 10 條則為禁止事業有以下濫用其市場地位之行為：「一、以

不正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

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

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公平法並非禁止事業獨占之事實狀態，旨在禁止事業濫用

其獨占市場地位之行為。獨占事業違反第 10 條之規定時，依第 35 條及第 41 條之

罰則予以處分。 

結合管制之立法目的在於事前對於事業因結合所造成之經濟力集中加以管制，

避免事業形成獨占或寡占，防範其對市場所可能造成之弊害，以維持市場上有效之

競爭結構。在事業之結合係屬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述之五種結合型態之一

者，並達到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之市場占有率和銷售金額之門檻時，必須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結合之申報。除為公平會認定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而不加以異議者外，事業不得為結合。若違反申報義務或禁止結合而仍

為結合，或未履行公平會對結合所附加之負擔，或申報資料虛偽不實時，按公平交

易法第 13條、第 14條以及第 40條之相關規定，分別加以處分45
。 

關於有線電視產業之反托拉斯管制，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有線電視產業之特

性，自 1996 年起即訂定相關之處理原則，歷經多次修正46
，以下就現行之「公平交

易法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47加以說明。 

（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之水平整合行為 

位於同一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間，藉由事業間相互結合

之方式，以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占有率，達到增加其經濟利益之目的。惟此等

行為除有形成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之危險外；更有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之虞。

故於符合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並無公平法第 11 條之 1 之例外情形時，有線

                                                      
45 陳櫻琴（2002），「新修正公平交易法介紹－結合管制之重大變革」，月旦法學雜誌，第 82
期，231-234。 

46 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有線電視產業所發佈之相關處理規則，自 1996年 12月 24日第 269次委
員會議通過，復經 2000年 6 月 16日第 397 次委員會議；2002年 4月 18 日第 545次委員會議；
2004年 12月 23日第 685次委員會議修正。 

4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94年 1月 4日以公秘法字第 0940000065號令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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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系統業者須事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結合許可。然對於在民國 86 年 1 月 1

日以前為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鑑於行政院新聞局鼓勵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整合

之政策，公平交易委員會採取寬鬆之立場，並不予以處分。 

（二）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之垂直整合行為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間，如其藉由垂直結合以

整合其上下游資源之結合行為，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時，應於事

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公平會須審酌，事

業之結合對於整體經濟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在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者間垂直整合之利益可能有：第一，降

低交易成本，穩定頻道節目之供需關係。依照著作權法之規定，頻道節目須經由頻

道節目供應者之授權，系統經營者始得播出該節目。當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

者垂直結合時，就頻道節目供應者而言，其可獲得系統經營者的播出承諾；就系統

經營者而言，可以確保其有穩定的頻道節目來源；對於雙方均可減少交易條件變動

之風險，降低交易成本。而在有線電視市場結構為分區寡占情形時，如頻道節目續

約未能順利完成，則有可能發生斷訊爭議。以 1997 年與 1998 年 1 月在力霸東森與

和信集團之間的斷訊爭議為例。因為頻道續約未能談成，以致於此兩大集團互不授

權播送自己的頻道節目給對方的系統經營者。在此期間受影響的收視戶逾百萬，損

害消費者權益甚鉅。故如上游之頻道節目供應者與下游之系統經營者垂直結合時，

則能使頻道節目之供需關係穩定，降低頻道續約之交易風險。第二，提供多元化網

路服務。未來傳播、網路、電信產業透過數位科技技術，將可透過同一載具傳輸資

訊，而有線電視系統所採用之同軸光纖線纜正適於作為傳遞數位網路資訊之載具。

而有線電視相關產業業者間藉由垂直結合，集中資金、人力與技術，將可使有線電

視產業升級，藉此提供更高品質及多元化之娛樂、資訊、電信等綜合性服務。以和

信集團為例，其有意以寬頻傳輸平台之建立，提供包括有線電視之播送系統、有線

電視頻道節目之供應、網際網路以及網路電信等服務48
。第三，提高頻道節目供應

者提供新頻道節目之意願。經由相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播出承諾，可降低

                                                      
48 陳百齡主持（2002），資訊社會之傳播政策分析，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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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節目供應者推出新頻道節目之投資風險，因此能提高頻道節目供應者推出新頻

道節目之意願，增加頻道節目之多樣性，達到促進資訊多元化之目的。 

在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者間垂直整合所造成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可能有：第一，頻道節目供應者向下封鎖市場之效果。為垂直結合之頻道節目供應

者藉由拒絕授權其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系統經營者播出其頻道節目；或給予差別待

遇，提高其他系統經營者的成本或使其營收減少，降低其他系統經營者的市場競爭

力，達到向下封鎖市場之限制競爭效果。第二，系統經營者向上封鎖市場之效果。

為垂直結合之系統經營者透過拒絕播出或給予差別待遇，讓其他頻道供應者之頻道

節目無法進入為該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播送，降低其頻道節目的普及率，增加

其成本或減少營收；從而使其不利市場競爭，甚至退出市場。第三，趨向市場集中

化，誘發有線電視市場亂象。當垂直結合事業濫用其結合所帶來的優勢競爭力時，

如前述之向上或向下之封鎖市場行為，可能使得未參與結合之事業不易競爭，或形

成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礙，造成有線電視市場結構集中化。而有線電視市場之

諸多亂象，與市場結構之集中化有相當之關連性。例如 1997 年和 1998 年 1 月所發

生最大規模之「斷訊」事件，便是起因於力霸東森與和信集團互不授權頻道節目給

屬於對方集團之系統經營者。再者，當市場集中度高時，大的頻道節目供應者可能

握有許多受消費者歡迎的頻道節目，系統經營者被迫一併購買之強制程度升高49
。

而在前述聯賣情形下，系統經營者之頻寬可能容納不下其所購買的頻道數，產生

「併頻50」的亂象51
。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明顯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情形：第一種情形，參與結合之頻

道節目供應者所供應之頻道數超過系統經營者可利用頻道52
數之四分之一以上。此

外，若該頻道節目供應者之某一頻道在市場上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時，公平會亦特

別重視該垂直結合案所可能造成的限制競爭不利益。第二種情形，當參與垂直結合

之系統經營者在單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一以上，並且與其有控制或從

                                                      
49 此情形一般稱做「聯賣」行為。 
50 「併頻」係指將二個以上的頻道節目併在一個頻道內播出。  
51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7-28 
52 所謂「可利用頻道」，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之定義，為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者之
營運計劃中所規劃之頻道扣除同法第 25 條第 2 款之免費公益頻道及第 56 條之系統經營者專用頻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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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關係之其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第三種情形，

當參與垂直結合之系統經營者在單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一以上，並且

與其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其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

之一以上。第四種情形，當參與垂直結合之系統經營者在單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

達到四分之一以上，並且超過同一行政區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

53
。 

伍、數位匯流對電視產業集中化之影響 

由於數位技術之發展，得以將各種不同的資訊轉換成數字形式，以零和一的二

元代碼（binary code）加以傳輸。使得不同的通訊傳播形式相互整合，不同的傳輸

方式和各種終端設備之間的相容性提高，數位化壓縮傳輸資訊內容，增強傳輸能

力，同樣的資訊內容能輕易地在不同的傳輸方式，相異的產品形式之間轉換。例

如，廣播電視的節目內容可以網際網路做載具傳輸，在與網際網路相連的電腦上也

可以接收到廣播電視節目。報紙雜誌內容也可改以行動的、無線的和網際網路等新

傳輸科技傳輸到消費者手中54
。而匯流係指數位科技導致不同通訊傳播形式相互整

合的過程。由於所有的資訊可以以數位化的形式加以儲存、運用、包裝以及傳輸，

媒體輸出得以快速地以各種形式重新運用、傳輸。 

匯流使得原來各種不同的媒體產品市場界線漸趨模糊。網際網路結合了電信、

電視、資訊三大產業，將影音、視訊、數據等多元媒體資訊整合起來，使得以往不

同的媒體現在可以集中、匯流在同一出口55
。亦即透過網際網路讓資訊得以數位形

式集合、儲存和複製，從而創造出新的資訊領域和輸出通道（ outlets or 

windows）。 

整體而言，數位匯流所帶來的改變和影響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技術匯流，即

前述因為數位技術發展，使得電信、傳播和資訊產業的市場界線漸趨模糊，所有資

                                                      
53 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時，不在此限。 
54 陳百齡主持（2002），資訊社會之傳播政策分析，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2-

194。 
55 蔡念中主持（2000），有線電視與電信固網之跨媒體經營：規範競合與產業生態研究，台
北：台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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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以在各種不同的平台間流通。第二，產業匯流，係指電信、電視和資訊產業內

或產業間之併購、跨業經營，蓋規模經濟和範疇經濟，讓產業的匯流能降低經營成

本和提升經營效率
56
。第三，產品或服務匯流，由於技術和產業之匯流，創造新的

產品和服務項目。此際由於產生新傳輸通道，而新技術和新傳輸通道需求大量資金

的投入，該些新傳輸通道所需之樞紐設施極易為少數媒體集團所把持，而形成潛在

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礙，影響市場競爭57
。 

下文將詳述數位匯流對於電視產業集中化之影響，以及匯流對於競爭法上相關

市場界定之影響作說明。 

一、數位匯流加劇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程度 

數位匯流降低資訊傳播的成本和困難，網際網路是其中的一個傳輸系統，其本

身並不創造傳輸的內容。由於網際網路本身不創造內容，因此並不會直接提升或降

低內容創造方面的集中化程度。事實上，網際網路跟百貨公司是一樣的道理，會使

得接近使用媒體產品或通訊傳輸變得更容易，在獨占會存在於百貨公司內所販售的

商品上，同樣地，獨占也會存在於網際網路所傳輸的任何形式的內容上。簡言之，

網際網路本身並不保證任何類型內容的多樣性。網際網路最主要的影響是降低傳輸

成本。而傳輸技術所帶來的經濟上改變，反而會減少高成本節目內容的製作，因此

減少內容的多樣性。傳輸成本的降低對於不同製作成本的媒體產品分別有以下的影

響：在製作成本較低的媒體產品方面，固然傳輸成本的降低，使得進入市場的障礙

變小，可能有更多人投入內容的創作，因而增加內容的多樣性。但是價格較低的媒

體產品在市場競爭上具有優勢，蓋媒體產品的價格越高，其對於消費者的價值降

低。當消費者集中消費某些特定媒體商品（價格經濟實惠的媒體產品）的情形增

加，而媒體產品的生產者在產品銷售不佳，收支如無法衡平或賺取利潤時，該媒體

產品勢必會消失在市場上或媒體產品的生產者會自競爭市場中被淘汰。在製作成本

較高的媒體產品方面，為求刺激生產吸引主流觀眾的產品，因此會降低製作符合少

                                                      
56 林桓（2003），「電信、傳播及資訊媒介匯流下法制發展方向之芻議」，電信法制新紀元－
全國資訊通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200。 

57 黃宗樂（2003），「數位匯流趨勢下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電信法制新紀元－全國資訊通
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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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品味或消費上弱勢族群的內容之可能性，這種情形可以稱作是「好萊塢效應」

（Hollywood effect）。低廉的傳輸和複製成本，會刺激對於第一手製作內容（first 

copy）的廣泛利用，因為每賣給觀眾一次，都可以用來支付內容創作的成本，特別

是大型媒體集團之多角化經營，會使得這種情形更容易發生。縱然因為匯流降低了

進入媒體市場的門檻，出現其他媒體產品的生產者，但這些生產者不敵大型媒體集

團的廉價或迎合主流觀眾的媒體產品時，這些新興生產者終究會被排除於媒體市場

的競爭之外58
。 

最後，在數位技術的發展和匯流趨勢下所創造的新輸出通道，在垂直供給鏈上

形成新的階段，新輸出通道往往需要資本的投入，因此在廣播電視業者到消費者間

的新階段往往為大型集團所把持，而形成所謂的「通路獨占」（ gateway 

monopolist），這些大型集團不但造成欲進入市場者的市場進入障礙，也會在公眾

意見的形成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59
。 

雖然在匯流的情況下，網際網路創造出更多的傳輸通路，然實際上並沒有提升

內容的多樣性。蓋數位化使得頻道增加，從規模經濟轉變成範疇經濟，導致容易由

單一或少數之大型媒體集團經營。一些具有專業性、高品質，需要高製作成本的內

容，會傾向由資力雄厚的大型媒體集團生產，並且會重複地在各種傳輸通路間轉

換。同時，基於製作成本上的考量，也會生產吸引大多數閱聽人的內容，而忽略了

少數或消費上弱勢族群的需求。數位化傳播技術之投資金額龐大，媒體集團得藉以

合併或策略聯盟的方式，掌握現有之競爭優勢，因此新傳輸通路的樞紐設施60

（essential facilities）往往由大型媒體集團所掌控，控制了社會大眾所能接收到的資

訊內容。既然網路網路本身不生產媒體產品（媒體內容），缺乏直接或間接的理由

相信媒體內容的多樣性會因為匯流而增加；相反地，匯流改變傳輸方式，帶來經濟

上的改變，可以預期會減少媒體內容的多樣性61
。是以，匯流並不會降低廣播電視

產業的集中化程度，也無法提升內容的多樣性，反而降低媒體內容的多樣性。 

                                                      
58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85-886. 
59 Doyle (2002), Media ownership, London: Sage Pub, 19-21. 
60 此處之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ies)與前述之「通路獨占」（gateway monopolist）有所區別。
樞紐設施係指傳輸通路上的關鍵設施，而通路獨占則係指控制或擁有樞紐設施者，濫用其優勢地

位，拒絕其他競爭的傳輸設施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使用或接取（access）樞紐設施。 
61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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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匯流對相關產品市場界定之影響 

產品或服務相關市場之界定，是所有競爭分析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如果不能可靠地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就意味不能可靠地進行後續的競爭分析。從

而，能否適當地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決定了競爭管制的執行效果，如果市場範圍界

定不當會使得管制效果不彰，甚至是毫無意義的62
。市場範圍界定之基本原則是，

必須能窄到排除所有的非替代品，亦須能寬到包含所有的替代品63
。然而，當市場

發展、變化很快時，相關市場之界定就顯得更加困難。 

數位匯流將市場界線變得更為模糊，混合電信、電視或資訊產業特質的媒體產

品或服務推陳出新，這使得在相關市場之界定更加困難；特別是在相關產品市場之

界定時，更不易界定特定媒體產品或服務的相關產品市場範圍。為求有效之競爭管

制，在數位匯流所帶來的影響下，需要更充足的市場資料和專業知識，採取精細嚴

謹的相關市場範圍界定64
。 

陸、數位匯流下歐盟對電視產業集中化管制之探討 

由於歐盟競爭法規對於數位匯流下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有相當完整之規範，

和豐富之管制實務經驗。是以，本文就歐盟競爭法中與事業集中化相關之管制規

定、市場範圍界定之方法和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實務經驗作說明。惟本文不進行

歐盟在管制實務上之競爭分析，蓋個別案例事實情狀不一，缺乏一致性之評價標

準。 

一、第 139/2004號歐盟理事會規則 

歐盟關於事業集中化管制65
之現行實體規定，係 2004 年 1 月 20 日公布之第

                                                      
62 沈敏榮（2000），「反壟斷法不確定性及其克服」，輔仁法學，第 19期，171。 
63 莊春發（1994），「市場的迷思：論市場定義在公平交易法應用的困境」，產業結構與公平
交易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72。 

64 黃宗樂（2003），「數位匯流趨勢下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電信法制新紀元－全國資訊通
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86-87。 

65 事業集中化管制對照我國公平交易法之概念係事業「結合」管制。本文為忠於原條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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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04 號理事會規則66
，該規則自 2004 年 5 月 1 日施行。1989 年制訂之第

4064/89 號理事會規則，已為第 139/2004 號理事會規則所取代。下文僅就第

139/2004 號理事會規則（下稱本規則）之適用範圍、集中化評估和集中化之定義的

相關規定說明之。 

二、適用範圍 

符合本規則第一條之要件者，即有本規則之適用。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

集中化達到共同體規模：(a)所有相關事業67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50億歐元；(b)至少

二個以上事業各自在共同體內之營業額總計超過 2 億 5 千萬歐元。但每一相關事業

在共同體內合計之營業額，超過三分之二係獲利自單一或同一會員國時，則不在此

限。 

事業雖未有前述情形,惟符合下列要件時，該集中化亦達到共同體規模：(a)所有

相關事業全球營業額總計超過 25 億歐元；(b)在至少三個會員國中之任一國，所有

相關事業之營業額總計超過 1 億歐元；(c)在前述(b)之情形下，至少二個相關事業其

各自之營業額總計超過 2,500 萬歐元；(d)至少二個相關事業其各自之全球營業額超

過 1 億歐元。但每一相關事業在共同體內合計之營業額，超過三分之二係獲利自單

一或同一會員國時，則不在此限。前述規定所需之統計資料由會員國定期提供，而

歐盟理事會保有修正前述規定之權力。 

三、集中化評估 

本規則第 2 條係關於集中化評估之規定。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在評估時要考慮

到；(a)就事業所處之共通市場（共同體內的市場和共同體以外的市場）的市場結

構、事業現實上的競爭或淺在性的競爭，考慮到該事業維持或發展有效率競爭的需

求；(b)從對於消費者有利之條件，而非就競爭障礙之角度，將下列情事列入評估：

                                                 
稱事業結合為事業集中化。 

6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67 亦即參與結合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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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市場地位及其經濟上或金融上的影響力、供給者和使用者的選擇性、法律上

或其他方面的市場進入門檻、相關產品或服務在供給面和需求面之趨勢、中間消費

者和最終消費者的利益，及科技和經濟的發展。 

次按同條第 2 項和第 3 項規定，集中化是否會嚴重地妨礙共通市場或共通市場

之一部，特別是在該集中化會產生或強化事業之顯著市場地位的情形，亦必須加以

評估。再者，共同投資事業與參與投資的獨立事業之間，關於競爭行為的協調、同

一市場之活動、上下游市場之活動、相鄰市場之活動，和彼此間之協調是否消除產

品或服務之競爭可能性，依照同條第 4 項和第 5 項之規定，在評估集中化時，都必

須加以考慮。 

四、集中化之定義 

關於集中化之定義規定在本規則第 3 條，按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事業之集中

化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有控制權上的改變；(a)二個或二個以上先前各自獨立

之事業或事業之一部的合併；(b)一個（或一個以上），已控制至少一個以上事業之

個人藉由收購；或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事業藉由購買證券、購買資產、訂定契約

或其他方法，直接或間接控制一個或一個以上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按同條第 2 項之規定，控制係指經由權利之行使、契約之履行或其他方法，事

實上或法律上涉入該事業，對於該事業有決定性影響之可能性。特別是擁有該事業

全部或部分之資產；或按其權利或契約內容對於事業組織之組成、表決權或決策具

有影響力。此外，依照同條第三項規定,持有該事業有表決權股份之個人或有契約上

權利之人；或雖非前述之人，惟得行使前述權利者，對於事業具有控制力。 

另按同條第 4 項規定，2 個或 2 個以上各自獨自之事業共同投資設立新事業

時，亦為集中化。第 3 條第 5 項之規定係排除條款，下列情形排除本規則之適用；

(a)信用機構、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或一般事業之證券交易行為購入他事業之股

份。蓋此等事業之證券交易行為，目的不在控制該事業之競爭行為，而係轉售股份

獲取利潤。(b)因為事業進行清算程序、結束、破產或其他相類之程序，而按各會員

國之法律規定由公務員取得事業之控制者；(c)因本規則或其他法律規定，由金融控

股公司取得有表決權股份，其目的在維護被投資事業之價值，不直接或間接涉入該



 數位匯流下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 143 

事業之經營行為者。 

五、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 

相關市場範圍之界定是所有競爭法進行管制的前提，唯有對於產品或服務之相

關市場明確界定，始得展開後續之競爭分析。由於相關市場又分為相關產品市場和

相關地理市場。從而，下文就歐盟對於相關產品市場和相關地理市場範圍之界定作

分析。 

六、相關產品市場界定之方法 

所謂相關產品市場係指以消費者的觀點而言，認為產品或服務之特徵、價格、

用途具有相互替代性的所有產品或服務所構成的市場。在歐盟競爭法規範架構下，

相關市場之界定（Market Definition Notice）是由案例、管制實務累積形成之判斷標

準。一般而言，歐盟競爭法規對於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分為三個層面，包括需求

之替代性、供給之替代性和潛在競爭。以下就此三個層面分述之。 

七、需求之替代性 

需求之替代性是界定相關產品市場最主要之工具。其評定方式主要是依據產品

或服務之價格，價格上漲範圍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內，幾乎恆久不變的相關價格

者，便具有相互替代可能性。按照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消費者是否可以輕易地在該

些產品或服務間作選擇，例如消費者在 A產品和 B產品間作選擇轉換之成本有明顯

差異時，A 產品和 B 產品便可能分屬不同之產品市場68
。其次，供給者是否可以在

價格變動最小的範圍內收產不同或相類似的產品或服務的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

再者，與價格相關之議題，例如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是否會隨著其所屬市場變動、某

產品或服務對其他產品或服務價格變動之反應、或價格歧視之影響等因素。另者，

如產品特性、消費者選擇不同產品或服務之轉換成本、產品或服務之品質、產品或

服務之商譽、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經驗等因素，在評估產品或服務間之需求替代性

                                                      
68 Farr S.＆ Oakley (2002), EU Communications Law, England: Palladian Law Pub,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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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必須考量69
。 

八、供給之替代性 

當供給者是能夠轉換生產相關產品或轉換提供相關服務，並在短期內不會增添

額外的成本或是造成風險，亦不會引起價格的大幅度變動者，該產品或服務之供給

具有替代性。從而，縱然因為品質的差異對於消費者而言，未必具有替代性；但就

供給者的立場，由於生產不同等級的同種產品並不會增加額外的生產成本，是以該

些產品仍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70
。 

九、潛在競爭 

潛在競爭係指新事業進入市場的門檻。潛在競爭是界定相關產品市場時最後的

標準。潛在競爭的運用，只在已查明事業在相關產品市場的地位時，並且該事業之

市場地位具有某程度之影響力時，始有適用。當產品或服務之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

具有一致性時，潛在競爭標準之運用會窄化次要市場範圍之界定71
。 

事業的結合，會影響該事業在相關市場的支配地位，若有其他潛在的競爭者存

在時，則會侵蝕為結合事業的支配地位。惟該潛在競爭者必須是能在短期內迅速形

成，有效地進入市場，對於結合事業之支配地位構成強有力的威脅72
。 

（二）對電視產業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 

1. 付費電視與免費電視 

付費電視（Pay-TV）73
和免費電視（free access TV）並不是屬於同一個相關產

                                                      
69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08-109.  
70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10. 
71 Antonio Bavasso(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10. 
72 王為農（2001），企業集中規制基本法理－美國、日本及歐盟的反壟斷法比較研究，北京：
法律出版社，140-141。 

73 此處之付費電視係指需額外支付收視費，始得收視者而言，例如，有線電視。相對地，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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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場。其原因有幾，就供給層面而言，付費電視與免費電視的交易關係關係不

同，蓋付費電視的交易關係存在於節目製作者、付費電視系統經營者和收視戶之

間；免費電視的交易關係卻是存在於節目製作者和廣告商之間。再者，付費電視和

免費電視的資金來源亦不相同，付費電視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收視戶給付的收視費

用，而免費電視的資金來源來自於廣告收益。次就需求層面而言，從消費者的消費

模式發現，消費者有百分之九十的收視時間是收看免費電視，百分之十的收視時間

是收看付費電視。此外，收視付費電視尚需另外安裝收視設備。 

在 1994 年德國的 Bertelsmann 媒體集團、Deutsche Telekom 電信公司和 Kirch

影片供應商欲合資成立Media Service GmbH（MSG）公司。在該案例的相關產品市

場範圍界定分析中，指出付費電視和免費電視不屬於同一個相關產品市場，其原因

除二者之資金來源不同外；也認為相較於免費電視，付費電視尚提供特殊的頻道、

互動服務，付費電視的品質比免費電視佳，二者間不具有需求的替代性。此外，也

基於下列原因認為有線電視、直播衛星電視和無線電視非處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

第一，付費結構不同，蓋有線電視費用係定期給付，而直播衛星電視和無線電視的

費用係一次給付收視設備的裝設。第二，有許多家庭無法接收有線電視，同時也有

一些房東禁止裝設衛星接收器。第三，則是節目製作成本不同74
。 

2. 直播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 

直播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不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其原因有幾，第一，不具

有供給替代性，以衛星傳輸節目的衛星電視業者比起以有線電視線纜傳輸節目的有

線電視業者，在設備設置成本和經營成本上高出許多。第二，不具有需求替代性，

由於接收直播衛星電視需要額外支付裝設衛星電視接收器（satellite dish）的費用，

相較於有線電視的線纜費用，是計入有線電視的收視費中。從而，對於消費者而

言，收看直播衛星電視較為昂貴，要在二者間輕易做選擇或是轉換並非易事。第

三，普及率不同，有線電視比直播衛星電視之普及率高75
。 

                                                 
電視為不收取收視費者，例如無線商業電視或無線公共電視。 

74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53. 

75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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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Nordic Satellite Distribution的結合案中，該結合案係由挪威最大的有線

電視經營者 Norsk Telecom、兼營丹麥電信和最大的有線電視經營者 TeleDanmark，

和北歐主要的衛星電視節目供應商瑞典的 Kinnevik 集團，所共同投資。在該結合案

之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中，將直播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劃歸為不同之產品市場76
。 

此外，在衛星電視的收視方面，有經由有線電視電視之轉播或是由收視戶裝設

衛星接收器直接接受衛星訊號者。在這二者間，即分屬不同的相關產品市場，蓋傳

輸方式不同，就消費者而言，其支出在收視設備的成本不同，該二者收視方式間不

具有替代性。再者，交易關係不同，以直播衛星收視衛星電視時，交易關係存在於

衛星電視業者與個別收視戶之間；然經由有線電視系統轉播衛星電視時，交易關係

係存在於衛星電視業者與有線電視經營者之間。收看直播衛星電視，與藉由有線電

視之轉播收看衛星電視的市場區隔，並未因傳輸技術數位化的發展而有所改變77
。 

3. 數位電視與類比電視 

數位電視與類比電視之市場不加以區別，蓋數位電視是類比電視的進化發展，

未來類比電視將被數位電視所取代。例如 1998 年 Bertelmann/Kirch/Deutsche 

Telekom的結合案，該結合案是德國二大媒體集團 Bertelmann、Kirch 以及 Deutsche 

Telekom 電信公司，以共同投資的方式開發統一規格的解碼器，以推廣數位付費電

視。在結合案的相關產品市場分析中不區分數位電視與類比電視市場，其原因就在

於將數位電視視為類比電視的進一步發展，類必電視終究會被數位電視所淘汰取代

78
。 

4. 進階的電視服務與基本的電視服務 

互動電視服務和透過個人電腦的線上服務是分屬於不同相關產品市場，蓋線上

服務的穿透力不如互動電視，且欲使用電腦線上服務，必須另外購置電腦，加以電

                                                      
76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55. 
77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58-159. 
78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59. 石世豪（1999），「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
及許可衡量標準」，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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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和電視本身的用途並不相同。例如，2000 年 British Sky 廣播集團（BSkyB）和

Kirch 付費電視的結合案中，在相關產品市場分析上區別以個人電腦和透過數位電

視設備使用互動服務的市場79
。 

互動電視提供之服務，包括金融證券服務、資訊、教育、視訊郵件、遊戲等，

相較於付費電視只有提供娛樂而言，互動電視提供的服務顯然較為多樣，性質也不

盡相同，二者間乃有所區別。從而，在互動電視所提供的家庭銀行服務（home 

banking）和家庭購物服務（home shopping）方面，係另一獨立的相關產品市場，不

計入基本的電視服務相關產品市場。至於互動電視的其他服務，例如計次付費服務

（pay-per-view）、近隨選視訊（near video on demand）等服務則和付費電視屬於同

一相關產品市場。未來電視服務將會分為只提供聲光影像的基本服務，以及多樣的

進階服務，由於其替代性上的差異，該二種電視服務可能分屬於不同的相關產品市

場
80
。 

三、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 

界定相關產品市場範圍後，尚須劃定相關地理市場範圍，清楚界定相關產品市

場和相關地理市場後，方能進行後續之競爭分析。 

（一）相關地理市場界定之方法 

在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上，通常會對於基本的需求特徵、消費者和競爭者的立

場、目前之消費模式、進入市場障礙、運輸成本等因素加以考量81
。 

進行相關地理市場範圍界定時，先就需求特徵作初步評估，例如以國界、地

區、消費者的購買模式、產品性質82等因素推斷可能的地理市場。次就供給管道、

                                                      
79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63. 
80 Antonio Bavasso(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50-154. 
81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269. 
82 當產品具有耐貯存的特性，適合長途運輸，或運輸成本低廉時，該些產品的相關地理市場便
可能遍及全國或全世界。 



14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銷售網絡成本、各種管制障礙、價格管制、關稅限制、配額管制等因素納入評估。

此外，在某事業具有市場獨占地位、進入市場的管制障礙和事業對於關鍵設施的控

制（gateway activity），都會影響相關地理市場的界定83
。 

（二）對電視產業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 

一般而言，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是在相關產品市場範圍內，就競爭條件的 

相似性、相互替代之一致性，而與其他相鄰地理區域有所區別者。關於電視產

業之相關地理市場界定，通常會按照電視產業之網路分佈、涵蓋區域，例如有線電

視之線纜鋪設地區、無線電視之電波涵蓋區域；再加上各歐盟會員國法令和管制標

準之差異，例如在一定區域內有線電視執照之特許核發，而區別相關地理市場84
。 

在前述 1994 年 Media Service GmbH（MSG）公司的案例中，在考量會員國間

管制機制的不同、節目製作的差異性、語言和文化的差距、跨國界解碼器的供應障

礙和 Deutsche Telekom 電信公司鋪設經營有線電視線纜的特許權限於德國境內等因

素，將相關地理市場之範圍界定為德國境內85
。 

1995年 Nordic Satellite Distribution的結合案中，該有線電視之相關地理市場範

圍限於北歐地區。其原因在於地理環境、市場情況、法令等與市場相關之條件不

一，從而將該結合案中的相關地理市場限定為北歐地區86
。 

2000年 British Sky廣播集團（BSkyB）和 Kirch付費電視的結合案中，關於付

費電視和互動服務的相關地理市場，在語言（英語和德語）、文化、影片播映權，

以及其他不同的競爭條件考量下，相關地理市場分別區分為德國境內和全歐洲的德

語地區，以及英國和英語區。 

                                                      
83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10-112. 
84 Farr S.＆ Oakley (2002), EU Communications Law, 39-40. 
85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54. 
86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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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在相關產品市場界定方面，固然，數位匯流為電視產業生態帶來很大的改變，

資訊和內容得以在不同之傳輸通道或平台間流通，惟基於個別產品或服務間之差異

性，數位匯流尚不足以作為擴大相關產品市場範圍的正當理由87
。整體而言，在數

位匯流的衝擊下，歐盟對於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其採取的作法是縮小市場範圍

之界定，在電視產業競爭性的評估上，有更為嚴格的趨勢88
。 

再者，在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方面，雖然數位化引致的傳輸技術改變，打破國

界，看似相關地理市場擴大。但就市場經濟的現實情況而言，在歐盟的管制實務

上，對於相關地理市場範圍的界定並沒有擴大，反倒在維護市場競爭的管制目的

下，縮小相關地理市場的界定。 

此外，某些特定產品或服務之市場，雖非現實存在，但按科技之發展，是可預

期在不久之將來會出現時，在界定市場範圍時，可加以考量，惟必須注意，該未來

發展並非必然89
。 

最後，尚須注意的是，通常管制機關會較注意產業水平整合所可能造成的市場

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然產業之垂直整合仍有相當之風險，亦即事業藉其控制傳輸設

施之便，濫用市場地位，減少市場競爭90
。然而，數位技術的發展和匯流趨勢下所

創造的新傳輸通道（樞紐設施），會在垂直供給鏈上形成新的階段，而新輸出通道

往往需要資本的投入，因此在廣播電視業者到消費者間的新階段往往為大型集團所

把持，所形成之「通路獨占」（gateway monopolist），這些大型集團不但造成潛在

競爭者進入市場的障礙，也對於公眾意見之形成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例如，英

國的衛星廣播電視的加密技術是控制在 News Datacom 公司的手中，該公司也是

BskyB的相關企業（Doyle, 2002b, p.19-21）。從而，當管制焦點放在現行電視產業

                                                      
87 Laurent Garzaniti (2004),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Internet: 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 270. 
88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61. 
89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12. 
90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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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整合的同時，必須注意匯流所創造出的新電視服務型態和樞紐設施是否為少數

媒體集團所把持。 

柒、我國電視產業集中化管制規範之檢討與建議 

一、有線廣播電視集中化管制規範之檢討 

（一）水平整合規範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對於多系統經營者水平整合之上限規定為「系統

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訂戶數三分之一。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二分之一。但同一區域只有一家系統經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

者總家數三分之一。」。所謂之「關係企業」，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按公司法第 369條之 1、第 369條之 2、第 369條之 3、第 369條之 9以

及第 369 條之 11 之規定，關係企業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

互投資之公司。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又可分為二種型態，一為公司持有他公司

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者
91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另一種型態為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92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相互投資公司係指二公

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公司法第

369 條之 9）。股份或出資額的控制從屬公司，和相互投資公司之關係企業，在現

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股權分散之規定下，殊難成立。因此，唯有實質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控制從屬類型，來判斷多系統經營者之水平整合。然此際必

                                                      
91 股份和出資額之計算尚須將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1 之情形一併算入。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1：
「計算本章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應同下列各款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一、公

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二、第三人為該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三、

第三人為該公司之從屬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 
92 實質控制之控制從屬關係除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外，尚包括同法第 369 條之 3
之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訂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

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以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出資總額有半數以上

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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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個別系統逐一找出實體事證，若以現今全國有線電視訂戶數 401 萬 8 千 98 戶

的數目
93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三分之一比例之水平整合上限者，為 133 萬

9千 3百 66戶，再以目前系統平均訂戶數約 6萬 2千 27餘戶而言，則必須列舉 21

個左右之系統，證明這些系統在人事、財物或業務經營上之控制。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21 條之規定除複雜外，在實務執行上還必須要耗費大量的行政成本與執行人力

94
。 

（二）垂直整合規範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

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本條在關係企業之認定上，仍有前文

所述之實質認定上的困難，耗費行政成本與執行人力。而所謂「可利用頻道」依本

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的規定，為營運計劃中扣除本法第 25 條第 2 款供播送公益性、

文藝性、社教性的免費專用頻道，以及第 56 條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專用頻道的頻

道。在此情況下，對於系統經營者或其關係企業所供應之廣告或購物頻道無法可資

規範。 

（三）廣播電視業間之跨業經營規範 

自民國 88 年 2 月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時，即刪除原有線電視法第 22 條規定

「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或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不得為有線電視之

申請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無線廣播或無線電視業經營有線電視之跨業經

營限制。依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之規定，不再限制無線廣播電視經營有線

電視事業。在數位化發展，科技匯流之趨勢下，大型媒體企業集團多朝向多角化經

營媒體事業，在開放跨業經營之限制，又無任何媒體事業跨業經營之上限規定，如

此放任媒體競爭的情況下，將助長少數媒體集團之壟斷。同樣地，在民國 88 年有

線廣播電視法之修正亦刪除原有線電視法第 22 條第 5 款電信業者跨業經營有線電

視之限制。 

                                                      
93 行政院新聞局所公布民國 92年 6月底之訂戶數。 
94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2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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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現行廣播電視法規除上述之規範不足外，對於中華電信 MOD 服務無法有明確

之法律定位，以致於有以下爭議。中華電信主張依電信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電

信為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

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而 MOD 之多媒體影音互動服務屬於雙

向服務，並非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 條所規範之單向服務，因此仍在中華電信之

營業範圍內，無須依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申請有線電視營運執照。對此，有線電

視業者加以反駁，認為現行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屬同一法律位階，既然不具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適用之關係，MOD 服務涉及二法之規範競合，自應同時適用現行

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是以，中華電信應申請有線電視之營運執照，始得經營

MOD 服務。在新聞局方面，則認為中華電信之 MOD，在以有線網路傳輸節目和廣

告服務時，必須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範。最後，新聞局與交通部協調，在

MOD 服務中所提供之計次付費電影與即時電視頻道服務方面，先以實驗性質方

式，於管理辦法訂出後，再開始提供服務95
。 

在現行依照產業類別，分別適用不同法制加以規範，而法規範又不一致的情況

下，無法因應匯流所帶來的產業變化，更缺乏對於新興廣播電視服務型態之明確管

制規範。中華電信有與有線電視產業在市場上一爭長短之資力；而 MOD 服務亦能

刺激有線電視數位化之發展，未來如能開放對於中華電信 MOD 服務之管制，則能

達到強化廣播電視市場競爭，提升資訊多元化之目的96
。 

二、廣電三法合併修正草案 

有鑑於現行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因立法時期不

同，致有管制標準不一致之情形97
。加以傳播科技之發展，產生許多新興廣播電視

                                                      
95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304-308。 
96 Media Partners Asia Ltd（2003），當前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重要議題研究報告，24-26。 
97 例如如廣播電視電視法對於無線廣播、電視之個別股東持股有一定比例之限制，然有線廣播
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則無類似管制規範；又如，無線廣播、電視之節目、廣告依廣播電視

法之規定須事前送新聞局審查，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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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其中有以有線方式傳輸視訊之固網業者（如中華電信之 MOD 服務）；以無

線方式傳輸視訊之無線電視、數位無線電視和直播衛星電視；以及以有線方式傳輸

視訊之有線電視系統。此類事業為節目內容之「傳輸平台」（platform），其所提供

之服務具有替代性，因此嚴格說來此類事業係屬於同一個市場上之競爭性事業，故

有將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加以整併之必要，以便因應

利用各種不同傳輸平台提供廣播電視服務所可能引起之問題。為有效地解決問題，

作綜合性之因應，行政院新聞局遂研擬整併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

廣播電視法，以下遂就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新聞局所擬之整併草案之重點略述如

下。 

（一）產業內之反集中化規範 

1. 垂直整合之頻道數限制 

廣電三法草案第 67 條規定，「有線平臺服務業播送之節目、廣告，由頻道經

營業與其經營頻道經營業之關係人提供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四分之一。」。本

條係參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頻道經營業與其

經營頻道經營業之關係人於同一有線平臺提供多頻道，而壟斷該有線平臺之頻道節

目，造成市場資訊及言論之操縱及壟斷，故對於同一集團於有線平臺服務業所提供

之頻道數量予以限制98
。 

2. 水平結合上限 

廣電三法草案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平臺服務業、頻道經營業與其經營平臺服

務業、頻道經營業之關係人，其市場占有率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市場三分之一」。本

條係參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移列修正。蓋現行法除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有

線平臺服務業有水平整合之管制規定外，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播電視法均缺乏此類

規範。在科技匯流趨勢下，若僅就有線平臺服務業之水平整合加以規範，恐無法達

成防止壟斷和媒體所有權集中化之目的，故設此上限規定，限定各類平臺服務業、

頻道經營業之水平整合上限為該市場占有率三分之一99
。 

                                                      
98 參照該條立法說明。 
99 草案第 8條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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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不得超過各該市場占有率「三分之一」之設計堪稱允當。以 2002 年有線

電視市場主要之多系統經營者之營業收入試算，營業收入排名第一的中嘉集團，其

營業收入為 667 億 7 千萬元，市場總營業收入為 2,715 億 9 千萬元，若成長百分之

三十六，為 905 億 3 千萬，則仍在三分之一的上限範圍內。然若與東森（529 億 9

千萬元）、卡萊爾（412 億 7 千萬元）、太平洋（318 億 3 千萬元）、和台灣基礎

網路集團（1,890 億 2 千萬元）等其中一家合併時，則會超過三分之一的上限規

定。此項上限標準，既給予多系統業者合理之成長空間，又能防止市場之進一步集

中化
100
。 

（二）跨媒體的反集中條款 

廣電三法草案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平臺服務業、頻道經營業與其經營平臺服

務業、頻道經營業之關係人，其涵蓋率合計不得超過廣播電視產業總涵蓋率四分之

一」。該項條文設計係運用「總量管制」的方式，適用對象及於所有之平臺服務

業，不論是無線、有線或衛星平臺或他類平臺業，加上頻道經營業，和其所有之關

係企業之涵蓋率一律算入。本條文立法目的係有鑑於在媒體多元化及民眾自主性日

高之時代，讓媒體作放任性之競爭，將助長壟斷和媒體所有權集中，恐最終會限制

媒體輸出內容和資訊來源的多樣性。然在舊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

播電視法當中，僅有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有線平臺服務業訂有水平整合之管制；而

在科技匯流，媒體集團跨業經營的趨勢下，若僅就平臺服務業加以管制，恐無法達

成避免意見市場被少數集團所壟斷，為維護媒體產業之自由競爭，增加閱聽大眾選

擇之機會101
，遂在本條第 2 項規範同一集團跨媒體經營之佔有率上限規定。第 8 條

第 1 項針對媒體業者在單一媒體事業市場內經營規模的管制規範，在法律概念上，

除了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外，在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1 條至第 13 條亦有相

關規定；在管制實務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系統產業中已有相當執

行管制的經驗102
。然第 8 條第 2 項所採取之總量管制，對於「涵蓋率」一詞所採取

                                                      
100 施俊吉主持（2003），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期末報告（冊一），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34-136。 

101 該條立法理由說明。 
102 石世豪（2003），「廣播電視整併立法草案之評析」，立法院院聞，第 31卷 9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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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之手段，仍有待施行細則之訂定103
。 

三、現行公平交易法關於結合管制實務之檢討 

在對於結合之定義上，公平交易法有以下之不足之處：第一，在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

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惟此際，如有三家事業同時或先後取得他事業

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各三分之一時，則此三家事業之間是否屬結合。若認不屬

於結合，則這三家事業之間會形成限制競爭之集體效果。第二，公平交易法第六條

第 2 項規定，在計算同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總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總額一併計入。固然，該事

業與其控制從屬之事業之間具有限制競爭之集體效果，惟此等控制及從屬事業本身

卻不受到結合管制104
。 

在 2002 年之前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之結合係採取「事前申請許可制」，2002

年之後，係採取「事前申報異議制」，不論是在修法前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許可

或禁止事業為結合之唯一法定標準，為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之「對整體經濟之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雖然對於「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和「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的認定會隨著係爭個案事業、不同產業領域、不同市場範圍、以及競爭對手之

不同而不確定。但實際上，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認定結果只有三種情形，一是利益大

於不利益；二是利益小於不利益；以及利益與不利益孰大孰小難以分辨。在對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即必須准許事業為結合；在整

體經濟利益小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公平交易委員會必須禁止該個案之結合。在

個案結合對於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小難辨的情形時，則須回歸營業

自由之基準點，准許該事業之結合實施。是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結合之准

許與否，並無裁量權，其裁量權只在為附款時105
。 

除了公平交易法第 6 條對於結合之定義有漏洞，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

                                                      
103 關於涵蓋率之計算。可能以經營家數、營業額、收視戶數或收視率等方式，關於各種計算方
式之利弊，請參閱作者碩士論文，在此不贅述。 

104 劉孔中（1998），「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6卷 2期，8-11。 
105 劉孔中（1998），「論結合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公平交易季刊，第 6卷 2期，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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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之執法寬鬆外，公平交易法對於是否准許結合的唯一法定標準，在管制上亦有

不足之處。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可否結合之唯一判斷標準是該事業之結合對「整體

經濟之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這項判斷標準是以經濟的角度論斷，而

單就經濟面向的判斷，是否就足以達到管制電視產業集中化之最終目的，是有疑慮

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結合准許與否，不外乎透過資金、人員及技

術之挹注，強化系統經營體質；促進有線電視產業升級；降低頻道續約之交易風

險；事業之結合與外資之參與提升原硬體設備，使被結合事業經營發揮最高效益，

以為消費者提供更高品質與多元化之娛樂資訊服務等因素加以考量。而不准許有線

電視事業結合之理由，亦不外乎該經營區域內之 HHI 值上升；可能透過被結合事業

為拒絕交易、差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產生排擠競爭對手或有使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障礙之虞。對整體經濟是否有利益，或者是否因此濫用市場地位，減損消費者

的選擇等因素加以審酌。然經濟上的因素和消費者的選擇多寡，事實上並不一定和

媒體內容之多樣性有絕對相關106
。 

就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結合管制之執法實務而言，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結合案之申請多半予以准許107
。准許之結合案計有：和信集團之怡星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萬隆等九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東森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與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屬美商卡萊爾集團

之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南桃園等三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

案；屬於太平洋集團之富洋投資有限公司籌備處與永佳樂等五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之結合案；群行、台中民主與長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南桃園與

新壢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洄瀾、嘉仁與花蓮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

結合案；慶聯、萬發與北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三冠王與大府城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雙子星與龍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佳

聯與雲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聯禾與 21 世紀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之結合案；新頻道與彰化城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新竹振道與竹和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108
；南國與高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結合案等

                                                      
106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857-859. 
107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66。 
108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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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 

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審酌是否准許有線電視事業結合時，往往會對該有線

電視事業結合後，是否會濫用其市場競爭地位之優勢加以判斷，惟其判斷亦未必合

理。如劉孔中與莊春發，「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評析」

一文中，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怡星有線電視公司在結合後是否會造成市場閉鎖

之反競爭效果之判斷有諸多批評110
。管制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目的，既然係基於對於

廣播電視自由之保障，為維護思想言論市場之多元化，促進廣播電視媒介在內容上

的多樣性，若單就公平交易法從經濟層面規範並不足以達到最終之管制目的的話，

即必須加強電視產業內之競爭法規範。 

（一）數位匯流下市場範圍之界定 

在數位匯流的影響下，必須更審慎地界定市場範圍。在從事電視產業之市場範

圍界定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 電視產業之傳輸技術和傳輸內容是不同市場 

傳輸技術和傳輸內容不是可相互替代的產品，如果將內容和內容傳輸的電視產

業歸為同一相關產品市場，而認為電視產業市場缺乏集中化，這將導致無法對於電

視產業集中化進行有效管制。在其中一個市場缺乏集中化不表示在另一個市場就缺

乏集中化，假設有 10家規模相當的公司當中，9家提供傳輸技術，只有 1家從事內

容的創造。隨著每家公司有百分之十的收益，HHI 值會顯示該市場集中程度低，競

爭顯得很激烈。惟此際 1 家公司控制所有的傳輸內容，係為獨占市場。從而，為求

對於電視產業之集中化進行有效之競爭管制，必須將電視產業之傳輸技術與傳輸內

容區分為不同之相關產品市場。此舉始能降低潛在競爭者進入內容供應市場的障

礙，特別是在數位匯流下所產生的新傳輸通道，容易為少數媒體集團所控制的情況

下，益顯其重要性111
。 

                                                      
10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92）公結字第 092004號。 
110 劉孔中、莊春發(2002)，「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線電視公司結合案評析」，新世紀
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122-1126。 

111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5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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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應將所有電視產業視為同一個相關產品市場 

根據前述歐盟在電視產業集中化管制之實務經驗，縱然在數位匯流的影響下，

原本電信、電視和資訊產業之界線漸趨模糊，各種不同的電視服務類型相繼形成。

然而，數位匯流未立即帶來擴大電視產業相關產品市場範圍界定之需要，不足以構

成將所有電視服務類型劃分在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正當理由112
。對於電視產業相關

產品市場之界定，必須按照各種電視服務在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和潛在競爭等

方面之個別因素嚴謹分析。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之鑑別能力不容忽視，消費者通

常不會將不同的電視服務視為具有相互可替代性。在價格上的改變，只會有很小的

作用會影響消費者的意願。不論何時當產品或服務是不可替代時；以及供給者不能

輕易地轉換供給其他產品時，就競爭管制之目的而言，對於電視集中化的評估就該

區別為個別之相關產品市場113
。唯有細分電視產業之相關產品市場，始能達到防止

電視產業過於集中化之目的。 

3. 將MOD服務細分為基本型和進階型電視服務市場 

中華電信公司所提供之MOD（Multimedia on Demand）服務係應用寬頻擷取和

寬頻 IP 技術，藉由電話線路 ADSL 數據機等設備，提供客戶透過電視機隨時點選

即時影音、影片欣賞、卡拉 OK、網路遊戲、金融證券、視訊郵件、家庭購物、電

視機上網、e-學習、網路電影、影音欣賞等服務114
。MOD 服務內容多樣，性質也不

盡相同，前述歐盟區別基本的電視服務和進階的電視服務為不同之相關產品市場之

經驗，或可運用在 MOD 服務之相關產品市場界定問題上。例如將金融證券和家庭

購物服務，界定為一獨立的相關產品市場，不計入基本的電視服務相關產品市場。

至於其他服務，例如網路電影、影音欣賞等服務則劃歸與有線電視屬於同一相關產

品市場。未來電視服務之類型將更趨多樣，應就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和潛在競

爭等面向，評估各種可能因素區別電視服務類型為不同之相關產品市場，採取盡量

細分相關產品市場之原則115
。 

                                                      
112 Antonio Bavasso (2003),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60-162. 
113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 858-859. 
114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303-304。 
115 陳櫻琴（2003），「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4C 事業』之競爭規範」，電信法制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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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交易法不等同電視產業集中化管制 

在目前社會中，電視是無遠弗屆、穿透力極高的傳播工具，再加上數位匯流技

術更豐富了資訊接取的方式。基於前述廣播電視自由之保障目的，加上媒體產品本

身極易市場失靈之特性。當電視產業之所有權或控制權集中在少數媒體集團手中

時，不利於廣播電視自由之保障，為避免少數媒體集團或個人濫用其媒體影響力或

具有公眾意見形成之壓倒性地位，政府必須採取適當之管制措施，避免電視媒體產

業所有權或控制權的過度集中化 

然而，就經濟層面管制電視產業之市場地位，無法確保電視所呈現內容之多樣

性。蓋控制價格的市場力量，不等同控制內容的相關力量。縱使沒有控制價格的市

場力量，不表示對於內容沒有控制力量。例如，假設在一個有 10 家有線電視的市

場裡，其中甲公司買下另一家電視台，此時市場是中度集中化，根據收視戶佔有率

的分散，沒有結合管制之問題；但卻會提升甲公司對於內容選擇性的控制力量。又

如，乙報紙在一個有 12 家有線電視的市場，買下唯一的新聞台。此際不但使得乙

報紙其控制內容的力量擴及更多的出口，增加新競爭者進入市場的障礙，還窄化了

提供給公眾的選擇。因此，電視產業的集中化或許沒有提升在價格上或經濟上的市

場控制力，但會提升對於內容的控制力116
。 

次者，電視服務的價格和內容有本質上的不同。價格的改變和內容的改變在影

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上是不一樣的。價格的上漲使得一些消費者不再購買，同時也不

會有其他新的消費者願意去買。而內容的改變，原先購買的人可能不再購買，但可

能會有之前沒買過的人去購買117
。再者，縱使少數媒體集團之市場占有率足以控制

電視服務之價格，但當市場上仍有其他可能的替代性選擇時，就能供給消費者其他

的選擇，而無損於內容之多樣性。總言之，電視集中化能推衍出競爭管制之理由，

但不必然能從此觀點衍生出電視產業集中化之管制。 

                                                 
－全國資訊通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45。 

116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881-882. 
117 Baker (2002), “Media concentration: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lorida Law Review, 54：859. 



16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四、結論：公平交易法與廣播電視法規之交錯適用 

電視產業集中化管制目的之達成，需優先透過市場競爭之方式，只有在管制目

的無法透過競爭達成的領域，才需要產業特殊的事前管制規範。對於市場變得更具

競爭性前的過渡階段，應採取產業特殊的管制規範；當市場變得更具競爭性時，應

漸以競爭法取代該種產業特殊的管制規範118
。在我國電視產業之產業特殊規範為廣

播電視法規，包括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播電視法，該等電視產業

之特殊管制規範著重「事前管制」，透過事前規範，確立市場競爭機制和市場結

構。我國的競爭法為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則強調「事後規範」，旨在規範事業

之限制競爭行為，以維持市場的公平交易秩序119
。 

為因應數位匯流，行政院新聞局研擬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

播電視法之合併草案，根據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之草案版本，按該草案第 1 條後段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次按，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

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從而，在面對數位匯流趨勢下電視產業集中化之

管制問題，交錯適用廣播電視法規和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更有所依。 

在數位匯流的發展下，目前我國電視產業市場出現數位電視、MOD 等新型態

之電視服務，惟在該等服務未臻成熟，電視產業市場尚未更具競爭性之前，應由廣

播電視法規加以事前管制。在電視產業市場更具競爭性之後，就應採行公平交易法

之事後管制，此際公平交易法須發揮經濟基本法的作用，捍衛電視產業市場之競爭

機制120
。 

 

                                                      
118 莊國榮（2001），「數位化時代廣播電視、電信及資訊產業之新管制架構」，管制革新，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24。 
119 陳櫻琴（2003），「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4C 事業』之競爭規範」，電信法制新紀元
－全國資訊通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96-97。 

120 黃宗樂（2003），「數位匯流趨勢下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電信法制新紀元－全國資訊通

信法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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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ions on Media Concentration under Digital Convergence 

Liu, Hsin-Yu 

Abstract 

To guarantee the freedom of broadcasting and avoid market fail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media concentration, especially in light of recent advances in digital 

convergence. Regulating media concentration involves legislating specific laws, namely 

competition law and communication law. 

Defining a market is the necessary starting point of any antitrust analysis, but  

defining a relevant market is a fundamental and complex task, especially because digital 

convergence blurs the traditional market boundaries between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 relevant market includes a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and a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 and it comprises all those products or servic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interchangeable or substitutable by consumers by reason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prices and 

uses.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assess competition: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supply 

substitutability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The analysis of a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 

refer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and, i.e., national or local preferences, consumers’ 

purchase patterns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etition Law 

gov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concentration, media merger cases and the method for 

defining market in a changing market caused by digital convergence are discussed here.  

Based on the European Union’s experience with regard to regulations to solve issues 

pertaining to media concentration, it is concluded here that given the converging and 

dynamic nature of the media sector, regulations should adopt the definition of a narrow 

market. Although the converging media sector seems to be moving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 wider relevant-product market and a wider relevant-geographic market, onl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 narrow market, can a market achieve the goals of maintaining the freedom 

of broadcasting and avoiding market fail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law, competition law, concentration, convergence, 

digitalization, media industry, media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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