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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傳播科技的角度而言，網際網路其實是多種媒體的集合；由於網際網路

的系統開放特性，具有連結不同網路的強大資訊傳輸能力，因此又被稱為「網

路的網路」。直接或間接與網際網路有關的各項產業，原有其各自不同的經營

環境與交易型態；其中，在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經營、透過各種措施積極鼓勵

民間投資，或者任由市場機能引導供需關係等不同產業政策影響下，各自形成

其特殊的產業生態。 

我國引進、應用網際網路相關設施，以及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隨後的發展過

程中，政府各部門直接或間接介入、干預的各項措施，均產生相當程度的影

響。隨著電信自由化政策的逐步實施，相關產業內的市場競爭問題也漸次凸

顯，將公平交易法普遍適用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然

而，由於網際網路在傳播科技及市場結構上的各種特殊性質，未必均可套用各

國競爭法歷來適用於其他產業的經驗。 

再者，網際網路對於各種「舊」媒體的衝擊，亦將隨傳播科技的合流發展

而逐步擴大、深化，甚至進而動搖現有媒體管制規範、重組相關媒體市場秩

序，徹底改變既有媒體相關產業的經營條件與交易型態。關於網際網路產業及

相關市場發展動態，以及政府透過輔導與管制等措施介入，在競爭法規範上將

具有何種意涵、對於我國競爭政策的執行又將造成何種影響等問題，業已成為

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注目焦點，亦係本研究所探討的題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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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參部分、第肆之二及第肆之三部分的撰寫工作；資料蒐集、整理工作，則主要由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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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網際網路（internet）以其「一種載具，多重服務」的特殊面貌，就傳播科

技的角度而言，其實難以化約為單一的媒體（medium），毋寧應視為多種媒體

的集合（media）（陳百齡：1997）。另一方面，由於網際網路的系統開放特

性，具有連結不同網路的強大資訊傳輸能力，因此，又被稱為「網路的網路

（network of networks）」（Liu：1997）。在資訊傳輸逐漸全面數位化的發展

趨勢中，以往必須透過不同媒體的傳播的訊息，例如：電子符碼、聲音、文

字、圖形、影像與各種程式或電子檔案，均可透過網際網路傳遞。甚至，在所

謂「分封交換」的傳輸技術支持下，網路使用者甚至可以不再如使用傳統電信

一般，因距離、頻寬或時段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例如：占線、線路中斷等）

或價格方面的不便（例如：因尖峰時間或忙碌線路而加價等），更進一步打破

時空所造成的距離（Negroponte，齊若蘭譯：1995）。 

至於電子媒體的相關法律規範方面，由於我國歷來採取依不同媒體型態分

別立法的模式，導致具有上述特性的網際網路，在概念上不易完全納入既有的

法制架構之中。因此，參與供應、維護或利用網際網路軟硬體設施及服務的相

關產業，其所適用的法律規範亦因而割裂，致使實際生活上相互關連的營業及

活動，卻有分別適用不同規範、接受各種不同密度政府管制的情形（石世豪：

1997；陳家駿：1997）。此外，直接或間接與網際網路有關的各項產業，原有

其各自不同的經營環境與交易型態；其中，在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經營、透過

各種措施積極鼓勵民間投資，或者任由市場機能引導供需關係等不同產業政策

影響下，各自形成其特殊的產業生態。 

以市場競爭的觀點而言，經由網際網路所產生的交易活動，以及建立網路

連線、維持網路運作所需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及服務等，固然均可能以「二以上

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

會」的方式，提供消費者或使用者（user）利用。而個別網站基於上站人次

（visit）、點觸（hit or request）或曝光（impression）次數較高，藉此吸引廣告

商張貼廣告或販賣連結，則又屬於不同型態的交易活動（陳世敏、陳百齡：

1997）。因此，就消費面而言，並不存在單一的所謂「網際網路」市場；如果

改從生產面加以觀察，嚴格而言，亦不存在單一的所謂「網際網路」產業，足

以概括所有相關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 

網際網路另一項重要特性，在於其中所進行的訊息傳遞活動不受國界所限

制，亦難以納入單一主權國家的法律制度內加以管理。這種特性，對於向來均

以國境為其效力界限的各國法制 － 包括各國競爭法規範在內 － 形成一項不容

忽視的挑戰（Liu：1997）。以我國公平交易法為例，該法雖然並未明文規定其

適用範圍限於我國境內，以該法所設行政監督與民、刑事法律責任觀之，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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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管機關與法院管轄權限的限制，無法輕易跨越國境範圍。具體就該法所

規範的內容而言，關於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的監督、事業結合的管制、

聯合及各種不公平競爭行為的限制等，究竟應如何適用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

對於個別網際網路服務或線上商品的「相關市場」如何界定？如何判定網際網

路相關競爭方法是否「不正當」？「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究竟如何認定？對

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在其他主管機關所為管制或補貼措施下的相應活動，在何

種情形下應以「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所為之行為」為由，不再依公平交易法

相關管制及處罰規定加以追究？這類問題，在網際網路相關商務逐漸增長的趨

勢下，將持續考驗公平交易法在這個新興領域內的執行成效。 

再者，網際網路對於各種「舊」媒體的衝擊，亦將隨傳播科技的合流

（Convergence）發展而逐步擴大、深化，甚至進而動搖現有媒體管制規範、重

組相關媒體市場秩序，徹底改變既有媒體相關產業的經營條件與交易型態

（Baldwin et. al.：1996）。公平交易法規範又將如何適用於這類經歷「傳播革

命」的「舊」媒體？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往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又應如何重新調

整肆應？以上關於網際網路產業及相關市場發展動態，以及政府透過輔導與管

制等措施介入，在競爭法規範上將具有何種意涵、對於我國競爭政策的執行又

將造成何種影響等問題，業已成為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注目焦點（Dieter 

Wolf：1997），亦係本研究所探討的題旨所在。 

此外，依照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本次研討會議程，電子商務相關競爭

法問題部分另有專文介紹，本文以下將不作深入討論。 

貳、我國網際網路政策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歷程 

一、科技與體制的觀點 

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科技發明，都必須經過科學實驗室中的孕育創見與嘗

試錯誤的一連串過程，才能將一個理想的科技願景放入社會的實驗室中進行驗

證與修正；而主導科技願景如何實踐與設定其帶來的社會利益如何分配，則掌

握在社會政策的制定體制手上，實踐與否的決策與利益分配的優先順序常會使

科技願景遭到忽視、延緩、扭曲。從傳播科技的歷史觀點來看，科技與體制間

的互動，向來都是不均權的（asymmetry），互相對抗，最後取得妥協的結果，

或因意料之外的事實使一者征服另一者（Samuels，1988；Winston，1998）。

台灣的網際網路政策的發展，其實充分展示了以上的歷史進程，而處於抗爭的

雙方分別是代表著學術與研發勢力的教育部電算中心與政府財團法人的資訊工

業策進會，及固守著政府慣常性建設的體制思考者 — 交通部電信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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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際網路的知識流傳與服務建構 

網際網路的前身為美國國防部所開發的「高級研究計畫處網路」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簡稱 ARPANet），為六○年代因

應冷戰核彈威脅下所推動的通訊戰略。台灣最早接觸該類知識的記載，刊於

1974 年的《交通年鑑》：是年一月，中華民國代表電信總局高級技術員陳德勝

參加在夏威夷召開的「太平洋地區計算機網路技術合作」座談會，並發表「A 

Radio-Linked Computer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Taiwan」，作為研討「微波無

線電網隨意出入計算機通信系統」的子題之一，而主題的應用就是在發展一種

衛星與網路相連的網路（名為 ARPANet Satellite System，又稱 ALOHA 系統）

（1975：65-66）。 

網際網路知識的第二次重大發展，是從軍事應用領域轉手（spin-off） 給

民間進行研發，當時的重要獲利者為「史丹福國際研究機構」（Stanford 

Research International）（Rheingold，1985）。台灣電信總局於 1975 年 11 月 10

日與美國史丹福研究所簽訂技術協助協議書，進行人員互換訓練，無意中取得

了進一步的網際網路知識（方賢齊，1976：20）。1979 年 12 月，電信總局在

外商的要求下，正式開辦了「國際百科資料供應業務」（Universal Database 

Access Service），以連接美國 TELENET （Telenet Communication Corp.購買商

用版的 ARPANet）與 Tymnet 數據通信系統（鄭沙飛，1980），經營國際電子

郵件的服務。 

1980 年起，台灣的民間外僑與電腦專業人士，自己開始利用現有電話線網

路進行電腦傳播，也就是「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簡稱

BBS）（李志成，1990；轉引自施依萍，1996）。此外，電信總局於 1985 年 7

月開辦「公眾信息處理業務」，就是以個人電腦連上電信網路來傳遞電子郵

件；電信總局數據通訊所又於 1991 年推出 CSV-NET BBS 聯合服務系統，提供

信息傳遞與資料檢索之服務。以上這種傳輸方式雖不是真正的網際網路傳播，

但其推廣的網路服務項目 — 電子郵件，的確是網際網路的基礎服務的概念之

一。 

真正的網際網路服務肇始自教育部，於 1987 年 8 月與日本聯繫的 Bitnet，

所謂真正的意味著租用國際專線，連上美國 ARPANet 為骨幹的大學網路，並採

用網路的通訊協定（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簡稱

TCP/IP）來構連不同網路。提供電子郵件、交談通訊、檔案傳送、群體討論、

公用軟體取得等服務，從此教育部正式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簡稱 TANET）命名這項服務。1991 年 12 月，台灣學術網路進一步

以 64K/bps 專線，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連線，與美國網際網路正式構連，於是

宣告台灣的網際網路時代真確地來臨。1994 年起，TANET 目標在於將電子郵

件推廣到中小學，並提議將網路管理分成「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委員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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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網路中心推動小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推動小組」三個階層（曾憲雄、

劉金和，1995）。 

然而前此網路服務多半獨厚在國家、學術界、大企業的手中，對於民間及

私立大學、中小企業而言，配屬他們的網路服務資源當指資策會 1988 年起始到

1992 年完成的「資訊軟體發展環境建立」（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簡稱 SEED）計畫的成果應用，也就是 SEEDNet 的開辦，並與

TANET 相連共同使用 64K 專線的國際網際網路（范長康，1992）。而

SEEDNet 於 1993 年至 1994 年 7 月之間，不斷與電信總局協商、抗議，終於確

立自己經營商用網際網路的法定地位，從此成為國內第二大付費網路事業經營

體，1998 年 SEEDNet 再從資策會網路事業群中獨立出來，成為民營化的數位聯

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 6 月 15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正式公佈「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管理規

則」，使第二類電信事業開放民營，自此使民間業者可投入提供網際網路服務

的行業。該法明確規範該事業基礎為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所提供之機線設備，

同時將教育部的學術網路也定義為一種向電信總局租用線路的加值營網路（劉

伴和、鍾泉盛，1988）。之後，由中央投資公司與中國電視公司合佔 45％的台

灣電訊網路成立，成為由民營加值營業者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先聲，該公司代

理美國 CompuServe 電子郵件服務系統，租用電信總局的國際數據專線成立龍

門網（TTN Serve）（杜可雯，1989）。1995 年 4 月電信總局再增列加值營網路

業務項目，正式開放網際網路業務，使民間所謂網際網路服務供應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紛紛做起向電信總局承租

HiNet 線路的二房東生意，然而歷經 1995 到 1996 年的慘烈競爭下，在前有中華

電信的限制，後有大財團與資策會的擠壓下，促使近三十家國內的 ISP 合資成

立台灣網際網路聯盟公司與之對抗（林柏蒼，1996；古美蓮，1996）。 

號稱台灣最大的商用網際網路 —「網際資訊網路」（HiNet），在整體發

展系列上是最後登場的。1993 年電信總局與資策會在對 SEEDNet 服務定位發生

齟齬後，正式行動開始全力迎頭趕上已經進入網際網路市場上的玩家。1993 年

11 月 11 日電信總局數據通信所以交郵（82）第○四二五一○號函指示，籌設

國內商用網際網路，於 1994 年 3 月底開放試用（曾濟深，1994），1995 年 4 月

正式營運，連帶著也合法化資策會與民間業者經營租用網際網路線路的業務。

由於電信總局及 1996 年以後的中華電信公司，一直是獨占的第一類電信事業

體，所以取得經營網際網路的優勢，成為爭取客戶上的大贏家。 

近年來隨著政府意圖建立台灣成為亞太的媒體與電信中心的政策，促使

「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放寬通過，也對刪除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達

成共識，准許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併經營，兩者並且在民國八十八年初

快速完成立法程序；此外，固定網路通信業務提前於 1999 年開放，於是使網際

網路資訊服務業結構產生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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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經濟部科技專案資助力霸集團下的東森多媒體事業進行「寬頻城市

研究發展實驗計畫」，另外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基礎建設（ＮＩＩ）工作

小組」推動下，由電信總局資助和信集團下的台北寶福有線電視公司，進行

「有線電視與電信網路整合先導性實驗計畫」，透過中華電信公司的光纖主幹

連接雙向寬頻的有線電視網路，使用戶透過線纜數據機（cable modem）來高速

擷取 HiNet 網際網路的服務；如此衍生出現今市面上和信超媒體 Giga 超網路業

務與力霸東森網路社區與寬頻城市計畫；另外在系統業者的夾殺中，年代影視

事業公司網路事業部也推出年代快捷網路，以直播衛星通路建構 Direct PC 的網

路業務（葉玲伶，1998）；最後，1998 年 2 月 NII 推動小組第二十六次委員會

議決議：中華電信公司無法滿足 ISP 業者網路建設需求時，應開放由 ISP 業者

自行架設（行政院 NII 小組，1998）。如此建議，也導引出加值營網路業者未

來的競爭方向，也就是以同年 5 月開放的虛擬專屬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 VPN），來強化服務公司內部的網際網路服務需求的能力，近

一步還可進行固定網路通信業務的前哨戰。 

三、網際網路政策為後見之明 

我國網際網路政策的發展是一條崎嶇兼迂迴的進程。網際網路的通訊能力

自始就與訊息管制的政策目標相牴觸，1980 年開放的「國際百科資料供應業

務」除了滿足外商的需求，並沒有受到特別的推廣，其基礎建設的不足屢屢使

其呈現負成長。而先起步的教育部與資策會，並沒有受到電信總局特別的照

顧，除了提供線路出租外，還以加值網路業務管理辦法視之加以限制。並於

1993 年以業務競爭、商業行為為由將資策會「種子網路」與國際網際網路斷

線。自此，電信總局才訓令數據通信所開辦網際網路業務，然而在國家建設六

年計畫當中（1991 年至 1996 年），網際網路從未出現於「電信智慧型多元化

網路建設計畫」項下當中，直至 1994 年政府覺醒成立「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

計畫專案推動小組」，才將電信總局納入「網路建設組」，推動辦理網際資訊

網路事項，是年 HiNet 才開始試用。1996 年交通部提出網際資訊網路為 NII 推

動上極其重要的角色，1997 年行政院 NII 小組政策指示，推動網際網路的普及

與應用是今後的重點工作（交通年鑑編輯委員會，1996：409；1997：383）。

屆此，政府終於從國建六年計畫中的智慧型網路理想迷霧中認清到，九○年代

初期發展的網際網路才是國家通訊建設中的基礎項目。 

網際網路被電信政策所忽視，主要肇因於政府體制思考的偏倚（bias）。

政府公用建設與經濟發展計畫中的觀點是中央集權的，忽視民間的動態需求，

著重公用事業體的穩定成長。在電信部門方面，強調由國家電信建設帶動商業

活動與強化企業的競爭力，智慧型網路（Intelligent Network，簡稱 IN）就是一

例；強調大企業整體運用網路的需求，由各種八○年代開放的數據服務（諸如

分封交換式網路、虛擬專用網路、公眾信息、數據處理業務、整體服務數位網

路等），其經營規模與費率基礎都不符於個人與中小企業的需求；對於民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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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通訊強調中央的控制（如電傳視訊、或數據通信所整合的電子佈告欄系

統）；控制電信業務自由化對獨占事業體利潤的影響（管制加值營業者電路共

同使用的需求）。如此，網際網路本身彈性的連結方式（固定的、撥接的），

又網網相連的強大傳播力，與國家現實體制思考格格不入，因此遭到忽視，而

且被區隔化（是學術用非商用）。 

電信總局開放的「國際百科資料供應業務」，自 1986 年起就因交換中心

不足，而呈現負成長的趨勢，相關業務由分封交換式公眾數據網路所接收（楊

永言，1987）。1987 年以後接線的台灣學術網路為特許設立的，除了學術用途

不得供外界使用，對象指限於國立大學的教師與研究生，特別是理工科的。而

能嘉惠民間的網際網路服務的資策會「種子網路」，也遭受到同樣的發展上的

壓制。 1992 年「資訊軟體發展環境建立」計畫完成，資策會正式推出

SEEDNet，並與 TANET 連線，使民間終於有一個窗口，體驗網際網路所帶來

的便利與效用。 

然而，旋即電信總局於 1993 年初裁決，認定 SEEDNet 與 TANET 連線違

反了「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管理辦法」，因為學術網路作為一個特許的加值營事

業體，其專線電路共同使用的對象只限於是學術性人士，民間的行為顯然涉及

了商業性質，所以當立即斷線，連同受影響的包括了民間的 BBS 業者（資訊時

代，資訊傳真，網路資訊，資訊新聞週刊，1993）。電信總局以可能在國際電

話與傳真營收上的損失考量，實行「滅種」斷線的決策，但以其獨占的優勢卻

提不出替代性的業務，棄現有八百個用戶於不顧，而且其中有相當多數為營業

的廠商，對於其強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而言，實在相當諷刺1。 

事實上，電信總局至是年 11 月才提出自建網際資訊網路來補救，隔年三

月才開放試用戶，七月份才逐漸讓 SEEDNet 與 HiNet 連線恢復與 TANET、國

際網際網路的溝通。然而在這一年半的斷線風波中，電信總局著實地扭轉了數

據通信收入的預期負成長情形及實際的成長情形，如表一所示： 

 

表一、電信總局數據營業收實績比較 (1992-1995) 

       營收值 

年度 

當年實際數 當年預算數 當年實際增減

率（％） 

與前一年度比

較增減率

（％） 

1992 2,432,861 2,444,229 －00.47 －03.99 

1993 2,469,819 2,856,115 －13.53 ＋01.52 

1994 2,785,811 2,878,155 －.03.21 ＋12.79 

1995 3,646,993 2,582,192 ＋44.25 ＋30.90 

                                                

1
 電信總局內部文件曾表示：「電腦與通信之迅速發展，未來電路共同使用將有更多之應用，而

此種趨勢可能導致電信營收減少，然卻可增進電信資源共享，促進國家經濟繁榮與學術水準之

提昇。」（劉伴和，鍾泉盛，19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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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資料來源：交通年鑑編輯委員會，1992-5） 

 

上表顯示，電信總局數據業務營收雖然可以維持歷年的微幅成長（1992 至

1994 年），但每每與當年的預算數顯出負成長，顯然有定量應得的業務被分割

出去，也就是這三年中數據通訊所本身業務受到民間新興數據業務的強力競

爭，如 1993 年度有 SEEDNet 的競爭。可見電信總局所真確關心的不只是國際

電話與傳真的收入，更直接地影響為本身的數據業務。而 HiNet 興起於 1994 年

度的下半至 1995 年度，著實改善的業務成長的趨勢。電信總局以其獨占的優

勢，不但先妨礙傳播科技應用的進展，同時也基於先佔市場的考量，意圖吞食

市場的大餅。 

四、網際網路公平競爭的政策爭議 

自 1995 年開始正式開放商用網際網路業務後，SEEDNet 與民營 ISP 業者

又展開與電信總局競爭的局面。在電信民營化政策未落實之前，事實上所有的

民營 ISP 業者都必須向「大房東」— 電信總局（ISP 兼營網際網路近取服務供

應業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簡稱 IAP）租用線路經營「二房東」的生意，於

是在價格訂定的競爭空間上，民間 ISP 持續受限於 HiNet 的費率政策。另外較

具優勢的政府財團法人 SEEDNet 與 HiNet 的競爭又將民間業者捲入價格戰的風

暴中。 

HiNet 與 SEEDNet 分別於 1995 年 4 月及 7 月公佈其費率，然而在雙方負

責人的協議下，又調降連線費，旋即於 10 月底其展開另一波價格戰，SEEDNet

將價格降至與 HiNet 同一等級，並採取彈性收費，HiNet 則在 11 月公佈網際業

務代理商名單，由其配合降價提供更多套裝優惠（如免費試用、軟體贈送、教

育訓練）。同一時期，民間業者集結共識，透過民間 NII 推動聯盟、新國會政

策研究中心（立委蘇煥智主持）、及中華民國視訊網路開發應用協會，分別在

立法院舉辦「HiNet 專線費率協調會」、及籌備 ISP 委員會，向電信總局爭取合

理的費率政策，重點包括（金麗萍，1995ab）： 

（一）HiNet 專線出租費率應調降； 

（二）以韓國模式比照，將網際資訊網路視為公共建設，其國際電路費由

國家逐年編列預算補助電信總局，再調整資費優惠業者與消費者； 

（三）長期應以開放業者自行架設共同網路，依照成本各自收費； 

（四）積極參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2「NIC——網陸資訊中心，最基本之目的恃要提供註冊、資訊、資料庫與目錄等網路資源、資

訊相關服務。」(曾憲雄、陳玉萱，1995：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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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TWNIC）工作，取得對資費決策的制定權。 

整個問題叢結顯示出產業政策的定位問題：（一）國有公司與政府財團法

人是否能與民間業者等同一個競爭位階；（二）依恃於國有公司的代理商是否

等同於民營業者；（三）國家對於網路基礎建設上是否應該投資介入；（四）

TWNIC 如何扮演協調網路業的角色，維持公平競爭，並且其定位為專屬基金會

組織是否有正當性（曾憲雄、陳玉萱，1995）？ 

民營業者另一個潛在的競爭者是 TANET，因為各大學都定量開放免費撥

接專線給外界使用（李若松，1996a）。不過由於 TANET 學術用戶的激增，又

因教育經費多支助於教改方案，無法在兩年內（1995-6）鋪設新的專線，所以

網路塞車情形嚴重，其發展受到挫折（李若松，1996b），也使一部分用戶流入

商業的網際服務；相對地，這兩年內反觀 SEEDNet 與 HiNet 都競相鋪設國際

T1 及 T3 線路，學術用與商用市場間的微妙互動關係，值得維持市場秩序者的

重視（路西法，1996）。 

攸關加值營與民間 ISP 業者前途的「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管理辦法」，在

1996 年 4 月 29 日做了一番全盤修正，然而卻另民間大感失望。法中定義第二類

電信事業的方式仍然未曾採用負面表列法，被民間認為開電信自由化倒車的正

面表列法仍被採用（金麗萍，1996a）。該法第四條雖然明列准許經營電子佈告

欄、網際網路業務，但同時也聲明了不得經營訊框傳送（Frame Relay）及非同

步傳送模式（ATM）之服務，前兩項業務涉及高速、寬頻網路的經營，引起了

外商與中華民國視訊網路開發應用協會的抗議。 

同一時間，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宣布對於公營獨占事業的法定五年寬限期已

到，在這段期間事業體應該對於涉嫌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進行糾正。值此時機，

民間業者與消費者適時提出種種控訴，希望公平交易法進行規範以下事項（柴

方文，1995；李景駿，1996）： 

（一）網際資訊網路業務是否以內部交叉補貼方式定價； 

（二）HiNet 使用中華電信公司其他基礎線路是否有合理付費； 

（三）ISP 業者近取網際網路是否必須經由中華電信公司的匝道； 

（四）消費者使用 HiNet 各項服務前是否應訂定交易關係的契約內容。 

以上部份爭議至該年 11 月出現了裁決，交通部不再嚴格認定第二類電信

事業的經營範圍，改採負面表列的精神，對於頗具爭議的 ATM、Frame Relay

經營也採部份程度的開放作法。行政院 NII 推動小組也表示，網際網路的應用

與內容均應歸屬於加值營業的範疇（金麗萍，1996b）。1997 年 2 月 18 日交通

部訂定發布「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正式確定該政策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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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新時代的新競爭政策問題 

1997 年起行政院 NII 小組為達成「三年三百萬人上網」目標，積極地介入

網際網路服務的推廣，於是產生了政府與民爭利的潛在問題。這樣的問題，從

行政院 NII 推動小組於 1996 年底擬出的八大重點工作中（陳英姿，1996），可

以一窺其中部份的爭議： 

（一）加強網路建設 — 中華電信公司就網路價格合理化提出具體作法，

事實上這會牽引 HiNet 與 SEEDNet 的價格競爭，近一步壓縮民間業

者的競爭空間；若真要協助民間業者的發展，開放架線權利才是重

要的扶植政策；另外放寬引進先進的加值服務，如網路電話也是業

者所期盼的（張秋蓉，1997）；近來 NII 小組雖然做成決議允許在

中華電信公司不能滿足業者需求時，業者可以架線，但時機如何認

定又是一個問題。 

（二）網際網路應用推廣 — 由經濟部技術處與資策會以科技專案計畫的

方式辦理；前有力霸東森的寬頻城市計畫，後有潤泰建設的新店

「遠景二十一電子嬉戲理想」示範網路社區。以國家資產補助有能

力的市場玩家，是否應考量對市場競爭的排擠效應，或擴大補助的

對象與方式（彭淑芬，1997）。 

（三）送 TANET 到中小學 — 教育部研擬「運用資源使用校園設備推動

Internet 實驗辦法」，結合了中華民國視訊網路協會與電腦公會投資

學校電腦教室，白天對學生、晚上對家長與社區民眾進行教育訓練

（金麗萍，1997a）；這項行動對市場帶來衝擊，一來強化了事業

公會對市場開發的實力，另一方面擴大 TANET 學術用戶數，排擠

了獨立的 ISP 與電腦補教業者參與市場的機會；另外新一代學術網

路形成，是否會將現有 TANET 移轉商用（李彥甫，1997d），近一

步造成某些民營廠商先佔市場的效應。 

（四）網路化政府 — 研考會負責的「政府網際服務網」正式於 1997 年 7

月 13 日啟用，成為國內第四大網，其提供的相關服務直接衝擊到

民營業者的業務。 

（五）網際網路商業計畫——由經濟部商業司主導推動「百萬店家上網總

動員」計畫於 1997 年 6 月 20 日結盟簽約，而 NII 民間諮詢委員會

也建議擴大網際網路的教育訓練，成為另一項全民義務教育來共同

推動（李景駿，1997f）；國家資源用來配合部份廠商的銷售計畫，

其正當性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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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際網路政策與知識的流通問題 

回顧台灣網際網路的政策發展過程，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對網路發展知識的

吸收與判斷，足以影響整個社會使用網路的契機，1993 年資策會被電信總局斷

線，造成民間對網路知識吸收與應用的延宕就是一例。在網路知識方面，吾人

當注意在政策的環境中，如何維持不同利益與立場的社會團體的均勢，有開放

的資訊流通，有不同的創見交流；在應用部份，應注意網際網路的費率環境，

是否鼓勵用戶下載資料、經營者傳輸檔案，另一方面有關網際網路的知識是否

易得、廉價，而不是商業機密，生產知識的團體是否有獨占地位，也同等重

要。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曾關心台灣證券交易所向資訊業者收取定額使用費情

形，是否涉及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嫌（王韻齡，1996）。 

 

         

                    民間 NII推動聯盟 

           

              消費者團體 

                 民間諮詢委員會             3C 產業  

          

              HiNet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電信總局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          

          基本建設計畫專案推動小組        研考會         GSN  

 

                                                                   教育部         TANET 

                                                                       學術界 

                 中華民國視訊        TWNIC 

              網路開發應用協會 

           資策會         SEEDNet   

                         VAN    ISP 

                                             工研院      經濟部商業司 

                               社區網路運動者 

               

 

 

 

圖一、台灣網際網路政策環境的中心與邊陲 

 

我國的過去的政策環境，是以電信總局權威的體制角度來面對創新的網際

網路科技，造成國建六年計畫與網路發展精神背道而馳，直到 1994 年 7 月 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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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組成立才確立網際網路的發展為國家重點工作，同時以跨部會任務編納

編了交通部以外相關機構來決定網路的政策。但新決策機制，也需要思考是否

過度重視市場經營者的考量，以致忽略了使用者的創見。行政院、研考會、交

通部、教育部、中華電信公司、資策會，已經形成了四大國內網路，民間加值

營與 ISP 業者聚合成中華民國視訊網路應用開發協會，而電腦、家電、廣播電

視、通訊業者佔有 NII 民間諮詢委員會的大部分席次，這樣的組合的確有發生

過去網路知識被壟斷之隱憂，急需加強消費者、社區網路運動團體、學術界、

民間 NII推動聯盟參與的比重（見圖一）。 

在知識應用部份，網路環境應防止獨大或聯合的行為，保障民間 ISP 業者

的競爭地位，以免 HiNet 與 SEEDNet 費率制定成為聯合壟斷的局面，影響經營

者提供下載的經營意願、及使用者線上吸收資訊的能力（見資訊傳真，

1993）。另一方面有關網際網路產業發展的資訊，應盡量地讓眾多人共享。有

公部門角色的 NII 推動小組、中華電信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與資策會，應編

寫產業白皮書與研究報告，以平價方式，即時地提供資訊給大眾，而不是視為

有商機的高價商品（commodity），或以昂貴的會員價格供特定人士閱讀。如此

才能持續地提供網路產業發展的多元方向，使社會需求導引產業的發展，競爭

的資源不致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中。 

參、當前我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概況 

一、界定「網際網路」相關產業 

網際網路，當通俗名詞來說，指任何一種將個別網路整合在一起的建設而

言；當專有名詞而言，就是一種以全球為運作範疇的網路，使用通訊協定、分

封傳播方式，執行網路中通訊的建構，使檔案傳輸、遠距連線、電子郵件、新

聞團體、全球資訊網路皆可以暢行無阻 (Krol, 1992: 358) 。本章所談的網際網路

相關產業，就指從專有名詞的定義開始衍生成立的產業，根據資訊策進會的看

法，網路產業的發展梗概可以下列圖示展現（資策會，1996: 108-110）： 

 

     網際網路加值服務 

 

 教               系整 

 育           網路服務           硬體產品服務         軟體產品服務                    統合 

 訓                                                                                                                   規服 

 練               劃務 

 服               

 務            網際網路資訊內容（Content）提供 

 

 

圖二、網際網路產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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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核心部份，包括網路、硬軟體產品服務，網路服務所指的就是網際

網路近取（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及網際網路服務業（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專司提供用戶連線之服務，同時自行鋪設或租用數據網路來連結國

內與國際各種網路服務，如中華數據通信分公司的 HiNet、資策會衍生的聯合

數位通信公司的 SEEDNet、大眾電信公司的 FicNet、廣通科技供司的 GcNet。

硬體產品服務則指製造主從架構相關應用設備的廠商，如路由器、集線機、網

路卡、數據機等，主要廠商有友訊、智邦、訊康、思科、致福。軟體產品服務

則指在前項架構中相關應用的軟體設計與銷售，如連線軟體、導覽器、主機軟

體、網頁製作軟體，主要廠商有精業公司、時報資訊、美商甲骨文、中華電腦

中心、台灣微軟公司。 

就週邊產業來說，所謂網際網路資訊內容提供業而言，指的是在網路上提

供資訊內容供使用者直接取用，如政府網際服務網（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簡稱 GSN）提供政府政策資訊、各種公立圖書館線上查詢系統提供

書籍期刊資料訊息、資料庫業者提供商品行情及專業訊息、網路媒體（Internet 

Media）提供電子新聞服務，如中時電子報、年代新聞快捷網路、宏碁與神通集

團的電子報、PC Home 雜誌線上新聞。 

至於網路加值服務，則是指利用網際網路特性衍生出的各種業務服務，如

搜尋引擎：蕃薯藤、新浪網、奇摩網站；網路書店：博客來、博學堂；資策會

的「資訊新聞標題檢索」；網路傳呼：大眾電信的「網呼」；網路傳真：鳳凰

旅行社的「INTERNET EMAIL BOX TO FAX」。 

在核心的上游部份，為教育練服務，也就是提供網際網路入門訓練、網站

架設規劃等課程，如：巨匠、大亞、神通、慶宜等附設之教育訓練部門，或者

是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的網際網路班、政府民間合辦的「資訊軟體人才培訓」。

核心的下游部份，則是整合知識與應用的網路服務，提供網路連線、網頁設

計、主機架設與租用、公司內部網路規劃與建置，如：IBM、中國嘉通、摩奇

創意、台灣電訊公司。 

本章根據本研究的旨趣，將解析近年來網際網路在台灣的發展，對於現存

的傳統媒體產業的衝擊與其應因的作法。這裡所談的只涉及傳統媒體的資訊服

務事業，不包括製造工業，譬如說電話談的是電話服務公司非電話機製造商、

電視談的是電視台非電視機裝配廠、雜誌為編採發行的雜誌社非雜誌印刷商。

另外，所謂傳統媒體也以與大眾或個人使用資訊直接相關的媒體為限，因此新

聞通訊社、電影製作發行、電信加值營服務業（Value-added Network, VAN）也

不在列。相對著，能衝擊傳統媒體產業的網路產業發展，主要也以網路服務、

網際網路資訊內容（Content）提供、網際網路加值服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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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傳統媒體產業的衝擊 

（一）郵件 

傳統的普通郵件（信函、明信片、限時、掛號函件、廣告信），在網際網

路的電子郵件、討論群體服務興起後，其營運皆受到很大的影響。根據交通部

的統計，近年來平常信函在航空信件上，減少了許多，特別是國際郵政部份

（李彥甫，1998b），如表一所顯示。面對電子郵件如此的威脅，郵政總局採取

與之合作的態度，自 1998 年 6 月起，開辦「電子郵件」收寄業務：受理客戶登

記使用帳號，並提供使用軟體。業務主要內容在於客戶以網路將固定格式郵件

（包括信函、邀請帖、請款單、帳單、所得稅扣繳憑單）傳到處理中心，由郵

政總局印出以郵件方式印出寄給受件人，特別方便於網路使用者欲寄信給沒有

電子郵件信箱的收信人，以及一件多發的郵件。 

另外，郵局也利用其儲匯局金融上的優勢，經營電子商務郵件，提供電子

購物付款、線上代收付款、線上下單業務，並成立「電子證書認證中心」，提

供憑證管理服務（黃如萍，1998）。 

 

 

表二、台灣郵區收寄航空平常函件量（1992-1997） 

區域 國內 國際 

年代 普通 限時 普通 快遞 

1992 965 356 61,558 1,757 

1993 554 301 61,013 1,737 

1994 703 304 58,302 1,849 

1995 950 358 59,772 1,815 

1996 656 289 51,869 1,936 

1997 915 299 47,601 2,201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1998: 53-4；單位：千件） 

 

（二）電話 

在電子郵件流行的開始，國際或長途電話營運也受一定影響，但隨著上網

的流行，以及電信費率合理化趨勢（市內電話漲價、長途電話降價），電話營

運又從市內電話撥接業務中賺取利潤回來。後來對於電話業務營運有真正的影

響，是來自從網際網路專線進行的「網路電話」（Internet Phone，I-Phone）。 

簡言之，網路電話就是透過網路兩端的終端設備，將語音訊號藉由網際網

路傳送；早期的發展，需要以個人電腦為基礎，具備數據機、聲霸卡、麥克

風、喇叭，需要先以電話聯絡使兩人皆用電腦上網才能進行；然而第二代的網

路電話（VoIP），卻將電話機與交換機整合在一起，輔以軟硬體的語音壓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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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羅弘旭，1998c），在操作上只要使用一般電話，撥號到當地的服務供應商

的特定號碼，輸入使用者的密碼，就可撥號對方的區域電話號碼，由網際網路

傳輸語音，到對方在地的服務供應商，在透過地方的公共電話交換網路到對方

的話機上（羅弘旭，1999），對一般企業用戶而言，可以節省 20-30％的長途越

洋電話費。 

網路電話一開始，由於附隨於電腦多媒體的設備之中，基於加值服務及內

含於電腦軟體功能之中，該服務可視為「第二類電信事業」，因此經營不構成

違法行為（李彥甫，1997c）；但自從網路電話機發明之後，外加有網際網路服

務供應業者提供專門的連線服務後，使業者吸引了原本中華電信的長途電話用

戶，使中華電信不斷向電信總局反映其爭議，於是總局於 1998 年九月正是發函

指出：業者以第二類電信業務名義，申請租用中華電信專線經營網際網路電

話，將違反電信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可處徒刑或併科罰金（羅弘旭，

1998a）。另外該政策的正當基礎也在維護固網申請業者的權益，以免潛在顧客

在開放相同業務以前，就被特定業者所先佔。相對著，對於在未開放之前就申

請該項服務的顧客而言，其權益也無法保障3。 

（三）報紙∕雜誌 

網路對於傳統報紙與雜誌的出版方式，無疑提供了另一個選擇的途徑，也

就是電子報與雜誌。舉從本世紀初起，電子傳輸的革命就屢屢改變定期出刊的

印刷媒體出版方式，諸如二○年代的無線電傳真報紙、七○年代的電傳視訊電

子報（郭秋鈴，1998）。而網際網路的全球資訊網路方式，結合了文字、圖像

與照片的表現於一體，自然成為該類媒體的最佳嘗試。投入經營電子報或雜誌

型態的媒體分成三類： 

1.傳統印刷發行的報紙與雜誌：如《中時電子報》、《天下雜誌》、《新

新聞週報》。這類的媒體是將原本印刷出版的部份精彩內容，電子化後上

載網路上供人閱讀，以吸引新的讀者群。隨同此行動，開發新的廣告行銷

業務、新的讀者調查方式、或推銷公司的附加產品（如叢書出版、有聲出

版品、促銷活動）。另一部分則是提供原本內容的附加產品，如新聞資訊

的查詢功能、新聞快遞、個人興趣新聞資訊服務，以會員制來營利（陳世

敏，1997: 70-73；張秋蓉，1998a）。 

2.原資訊科技產業相關報導行業：這類產業原本就是網路經營知識的專

才，因此十分快速地將原有科技報導轉入電子報與雜誌的出版（邱莉玲，

                                                

3
 1999 年 2 月 8 日由電信警察隊查獲的「私置公用電話」一案，就是一例。該案是因「鉅碩公

司」製造公用電話置於外勞眾多的工業區，供其打國際網路電話，由「凱達隆公司」提供網際

網路伺服器與辨識碼加以連線，以致兩者被控違反電信法第十一條，而被偵訊（陳育賢，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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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諸如：宏碁神通集團的《電子時報》、宏碁集團的《第三波月

刊》、資訊傳真機構的《資訊傳真週刊》、《微電腦傳真》、《資訊新

聞》等、《PC HOME 雜誌》的線上新聞、及英普達資訊的資訊新聞頻

道。這些談論資訊科技新聞的報章雜誌，可倚靠賴專業的讀者群取得豐厚

的廣告收入，及對讀者（訂購軟體）或廣告主（提供閱聽眾的市場資料）

的加值服務收入（張秋蓉，1997）。 

3.新興的網路媒體：這類的電子報與雜誌，是原本未曾經營傳統的媒體，

直接由網路內容相關產業切入經營。譬如說，以經營搜尋引擎的蕃薯藤數

位科技公司，自聘記者提供資訊科技新聞及社會關懷專題報導，並與民間

全民電視台、中央通訊社合作提供線上即時新聞；百傳資訊科技以娛樂新

聞與生活軟性素材為主，提供新聞讀賣《Show City》網站，並舉辦網路的

明星活動；以專業內容為訴求的賦力慧科技公司，提供時事話題的

《Channel》網站（張秋蓉，1999bc）；經營入門網站的「夢想家媒體」，

以網路雜誌《Attitude》作先鋒，提供網路作為生活型態與流行資訊的來

源。這些媒體經營的特性在於，結合新聞、廣告與購物資訊於一體，透過

網路使用者對於新聞的興趣，進一步使他們參與電子購物、促銷活動、資

訊檢索、互動業務（網友提供新聞），並使得網路媒體開始經營代理廣告

業務工作，並提供精確地網路使用者資料（季欣麟，1998；張峻銘，

1998；郭淑媛，1998）。 

以上這些內容產業，如何與現存的傳統媒介（廣播電視台、通訊社、出版

社與唱片行、電信媒體、行銷媒體）合縱聯合，以豐饒內容的提供，就成了競

爭勝負的關鍵所在。 

（四）廣告行銷 

由以上網際網路媒體引發的大批網路使用者上網瀏覽其網站行為，促成了

網路廣告在其網站刊登的經營，於是網路廣告代理的業務開始崛起，而網頁設

計達成新型行銷手段也被接受。過去網路廣告的收費過於低廉以致大都由網站

經營者自行銷售其廣告空間，隨著上網人潮大幅增加，網路廣告的售價大幅提

昇，導致 1998 年透過廣告公司向網路媒體採購廣告空間的業務大幅提昇到總量

的 50％，於廣告公司經營販售網路媒體廣告的業務成為新興部門（蘇聰德，

1999）。 

這種新的廣告部門，必須善用網路媒體的「可統計性」（accountability）

的優點，對網路使用者上網點選狀態進行多項統計分析，包含（許慈恆，

1998）： 

1.廣告曝光特定時段統計與比較效果分析 

2.閱聽人族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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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瀏覽器與作業系統分析 

如此精確地分析，也導引未來廣告刊登型態將會走上市場區隔與鎖定閱聽

人特性的取向，開始經營個人化的廣告播送，凡此皆會影響現有廣告公司的內

部運作型態。另外如何確立精確分析的正確性，也成為新興的課題，目前由中

時電子報、PC Home、英普達、聯亞行銷等共同成立的網路稽核聯盟，對於全

國網路廣告市場機制的建立是否有幫助（張秋蓉，1998b），值得市場秩序維護

者加以關注。 

就未來個人化廣告播送業務的趨勢來看，網路本身的互動、即時、開放、

資源共享的特性（江志強，1999），使得網頁設計帶來新的行銷方式。網路讓

一般使用者直接點選網頁接觸商品，另一方面中央主機直接記錄使用者的相關

資料，於是他們體認到真正的顧客是產品與服務的最終使用者，非經銷商、零

售商、贊助者，於是廠商將行銷重點由「產品」轉移到「顧客」身上。透過顧

客上網的行為資料，未來行銷方式可以提供專屬其個人化的內容，採取「一對

一」的行銷模式，並開發個人服務的附加商品（林秀山，1996；方素惠，

1999）。而欲達成這樣的目標，行銷者必須將「辦公室前端的網路應用軟體與

後端的企業資源企劃系統、甚至資訊管理系統做緊密整合」（周允中，

1999），也就是網頁顧客服務的設計理念必須由後端的客戶資料庫及公司資源

物流系統實踐出來。而熟悉架設網站與網路行銷經驗的業者，就可成立「網路

行銷公司」來開創新的業務市場（蘇聰德，1998）。 

在這樣的新行銷方式的衝擊下，未來如何掌握客戶資訊的管理，甚至交易

這些電腦儲存的資料（發行市場報告、提供廣告主市場調查資料），必然是眾

所關注的焦點。 

（五）印刷與有聲出版 

就針對個人化傳播服務而言，在網路上行銷書籍及音樂光碟，最能發揮如

此的功能，因為一方面這是個人興趣取向的商品選擇（游永安，1997），另一

方面網路科技可以引領讀者接觸浩瀚無窮書籍及音樂唱片的藏量（儲藏在電腦

資料庫中），解決店面與庫存空間不足的困境（林玲妃，1997b）。 

換句話說，網路提供了一個新介面給出版商，不必單靠賴零售店面或中盤

商來行銷商品給最終顧客。因此就書籍出版而言，一方面新進入的業者可以直

接經營網路書店，捨棄迴避傳統中盤商物流的操控，如博克來網路書店、博學

堂網路書局；另一方面原本單單經營編輯出版的出版社，如今也可直接介入販

賣書籍的生意，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遠流出版社。網路書局的特點在於有豐

富的資料庫供讀者查詢購買，此外也可進行雙向的服務如：撰寫書評、與作家

對談、書籍相關資料閱讀、書籍推薦，而由於省去店面開銷與庫藏壓力更可將

書價折扣空間加大（林玲妃，19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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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網際網路的標準科技的普及，也使得經營物流系統的業者獲得一個

優勢，提供更佳的連結上下游產業的服務，使現存的出版社更能配合書局或讀

者個人的需求。服務的主要內容在於提供健全的圖書電腦資料庫供其查詢，以

及透過網際網路傳送「電子資料交換」（EDI）來進行採購服務，如此整合出

版業、物流中心、書店成為一體作業，如秋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貫通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並有可能進一步衍生出彼此合作投資進行網路書局的經營。 

在音樂有聲品出版方面，如同書籍出版，可以提供資料庫供採購參考，又

可推出促銷活動如：音樂猜謎、歌手海報下載、CD 出版資訊、樂迷交流、歌手

遊戲軟體，因此現行經營唱片出版的公司，都投入網站經營，如滾石音樂國際

的 RockNet 流行音樂網站、寶麗金古典音樂網站、韻順唱片網站（張秋蓉，

1998c；潘四正，1998）。不過音樂有聲出版與書籍出版的特性有些不同，譬如

音樂文化品味頗偏重於舶來產品，無論是古典與流行皆有如此現象；另外音樂

產品更適於轉錄再製，又較易於保存數位原音的品質。前項問題將會導致外國

唱片大廠與音樂郵購專賣店網站，侵吞國內代理商與店頭的市場；後者的問題

更加嚴重，網路上以 MP3（MPEG Audio Layer，一種音樂檔案格式）技術將聲

音檔濃縮，放置在網站上供人下載聆聽，此行為雖有助於新興創作者打出知名

度，但對於原本有版權的音樂商品而言，卻開通了一條盜版複製的後門。現有

業者應因之道，一方面加強查緝盜版網站，另一方面則自行經營單曲的 MP3 販

賣網站（李淑芬，1999）。 

相同的科技發展對於書籍出版而言，卻是開發新業務型態，而非書籍剽竊

（成本較大）。如國家圖書館與工研院、金石堂文化事業合作的遠距圖書館服

務，可以付費下載授權的資料（包括文獻摘要、期刊文章、數據資料等）；宏

碁集團研議的「每次閱讀付費的通路公司」；大眾集團與資策會、正中書局合

作開發「數位書」，不但具檢索功能，並計畫推出大眾數位圖書館供人下載

（張秋蓉，1999a）。 

未來印刷與有聲出版的網路行銷事業是否能健全發展，取決於著作權及消

費者保護兩大因素上。前者牽涉的問題頗多，如資料庫在網路上公開讓人查

詢，其著作權是否成立？應受如何地保護4（江伶芳，1998；鍾明通，1998）？

線上閱讀的每篇資料授權問題，著作權仲介團體是否能有效地解決（董成瑜，

1998）？能播放 MP3 音樂的隨身聽設備是否進一步侵犯唱片公司的著作權利益

（羅常芬，1999）？後者問題為：本於書籍與音樂光碟的可複製性，現行的消

費者保護法如果將網路購物視為郵購性質，其七天貨品鑑賞期規定，將資助不

法讀者遂行盜版又可退款的圖謀（葉玲伶，1999）。 

                                                

4
 問題在於資料庫是否有原創性，有沒有針對資料庫的特別保護條款，網路上的資料庫是否可讓

其他網站用來做其搜尋引擎的資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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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廣播 

廣播電台上網，最大的目的不在利用文字介紹自己業務與節目內容，而是

利用電腦多媒體的設備，由網路上播放廣播節目，藉此在導引聽友參加其他促

銷活動，因此直到產業介開發出改良的壓縮技術，使即時音訊（Real Audio）也

能在低頻寬限路發揮一定的水準後，廣播網路媒體才臻健全。目前國內上網的

主要廣播媒體有：中廣、台北之音、台北愛樂、ICRT 等（林玲妃，1997a）。 

廣播媒體上網建立網站，主要在彌補其在電波頻譜播放上的一些不足之

處，其可推出改進的功能有（黃葳威，1997）： 

1.超越原本廣播涵蓋的範圍限制 

2.除了即時播出外，還可使播出訊號儲存起來，並可修改重複播出 

3.廣播訊息的相關內容可以在視覺上展現出來 

4.讓電台不同節目提供更深入的說明，以區隔出個人化播音的導向 

5.讓更多聽友參與叩應的節目（所謂 NET-IN） 

網路廣播地出現模糊了原本報紙、廣播與電視新聞與節目的分野，成了現

行法律「廣播電視法」無法完全涵蓋的業務；另外新科技諸如數位廣播訊號工

程、及調頻副載波的開發，可使廣播電台經營呼叫器業務（行政院新聞局廣播

電視事業處，1997: 83），並聯合網際網路服務，建構電子郵件與傳呼之間的

「網呼」管道；此外，透過電腦（加裝音響介面卡、天線、多媒體）連上網

站，即可接收副載波傳送其他的輔助資訊，配合網站服務得到更充足的節目即

時資訊（李彥甫，1996）。 

（七）無線電視 

經營無線電是節目製作與傳播的產業，面臨網際網路發展的衝擊，主要分

成兩個方向： 

1.以數位電視機作為最終的收視器 

2.以網路播放電視節目作為經營的新管道 

就第一項數位電視機目標而言，必須要求現有在超高頻播放的三家電視台

與民視，加入實驗的數位電視台試播工程，並訂於 2006 年收回此四家電視台的

類比訊號頻道。無線電視訊號數位化播出，將帶動現有電視機加裝「數位轉換

器」（Set-Top Box）來接收，並推動由電視上網的可能；至第二階段全面生產

數位電視時代，將使家家戶戶都能由電視上網，設計家庭網頁、佈告欄、獲取

生活資訊（李彥甫，1997a）；同時地面的無線數位電視發射台，也可經營傳輸

網際網路影像資訊，提供各種財務、金融、旅遊、新聞資訊（丁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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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而各電視台在這個變革過程中，從節目製作影像、畫面、資料格式、

影像壓縮、以及傳送設備、播送方式、傳輸標準都要重新更換（李景駿，

1997e）。 

就第二項網路上播放電視而言，現有電視台除了第一步建構自己網站，提

供節目資訊、促銷活動、互動服務外，第二部就是尋求網路上播放電視畫面技

術的突破。首先，利用即時視訊（Real Video）技術呈現畫面，接續著成立多媒

體影音中心；由中華電信與美國亞優電訊、華淵資訊、亞特列士科技與是方科

技共同集資成立「全球華人網路多媒體影音中心」，國內媒體有中華電視台加

入計畫（李彥甫，1997b），利用其出租的影音頻道，在 SEEDNet、華淵全球

資訊網上播放電視新聞及綜藝節目（林玲妃，1997a），主要客戶為海外華人。 

華視並與台灣微軟合作，借重微軟總公司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合作經營 MSNBC 的經驗，希望將來取得從個人電腦上的網路頻道軟

體，直接播放電視節目的先機（陳彥豪，1997）。 

無線電視以其豐厚的內容資源，切入網站經營，其未來的成長之路，取決

於其如何選擇現存入門網站作策略聯盟，以增高其曝光率，開拓新興市場上的

優勢。 

（八）有線電視∕電影∕錄影 

有線電視的系統與頻道經營者堪稱近年來台灣的新媒體，也是調適網際網

路衝擊的最速者。在系統部份，和信與力霸集團於 1998 年起皆開始推銷有線電

視上網業務。業者主要以光纖同軸混合電纜網路作架構，透過線纜數據機或機

上盒由電腦或電視上網，可下載網路資訊，上載則透過傳統電話網路連線，如

此服務的下載速度是傳統電話的四到十倍，通訊費用是傳統的二十分之一（羅

弘旭，1998b），所以在市場上頗具競爭力。 

有線電視業者介入此產業，主要以網路製造廠商為後盾，以和信集團為

例，該業務頻道軟體由微軟公司負責、作業平台由康百克電腦公司負責、線纜

數據機由 3Com 公司供應、路由器由思科系統公司設計。而其寬頻網站的經營

項目，以目的網站為主，包含新聞（與 MSNBC、中天新聞、民視電台合

作）、音樂（MTV 為主）、科技（PC Home、資訊傳真）、下載、搜尋引擎等

五大網站。 

另外國內重要的頻道供應商——年代影視事業公司，也成立網路事業部，

推動年代快捷網，以衛星直播網路（Direct PC）作為中介，用戶自備小耳朵，

電腦加裝 PC 卡來下載網路資訊，以電話撥接來上載資訊。其主要業務乃是行

銷其新聞、產經、娛樂、體育、綜合頻道節目（葉玲伶，1998），並進一步切

入企業用戶市場。 

無論是有線電視上網或衛星直播網路業務，都強調要邁向「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 VOD）系統的理想，這樣的概念如同影像數位圖書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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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影片數位化存於網路上，供用戶隨時點選，隨時播映。如此服務對於現

存的電影院（強調優秀的聲光數位音響效果）、及錄影帶租售（強調隨意選片

重複播放）業務，都有嚴重的威脅。因為網路配合數位電視的發展，加上網路

的互動與存取特性，都可取代上二項業務，所以未來的發展，勢必要激起電影

與錄影事業討論如何與之競爭或合作。 

此番新業務推出，適逢「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及「衛星電視廣播法」

三讀通過，另外 1999 年開始受理固定網路通訊業務的經營申請，因此如何整合

「電信法」與前兩法的觀點來規範新業務（結合有線、衛星、第一與二類電信

事業）的秩序，為當前的挑戰。這些預見的問題概略如下： 

1.費率的上限管制或契約約定：這些費用包含有線電視費、寬頻網路撥接

連線費用、硬體設置費用、電話費用、每一頻道∕網站之會員費用； 

2.頻道與用戶佔有比例之管理：頻道數與網站數如何合併計算防止垂直壟

斷，寬頻上網之全國用戶擁有率是否要計算以防水平壟斷； 

3.不同產業經營外資規定之統合：包含固網鋪設業者、有線電視系統與頻

道業者、直播衛星業者、第二類電信事業； 

4.定型化契約之簽訂內涵之調整：如何統合現有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定型

化契約、電子商業與網路服務業者（ISP）定型化契約範本、直播衛星服務

契約、公用事業契約。 

三、小結：網路與傳統媒體合縱連橫 

網際網路如同八爪魚一般地對所有傳統媒體產生衝擊，媒體必須相應於網

路發展與之合作，求取屹立於新興市場的優勢，來彌補因網路發展所流失的市

場利潤。另一方面網路也成為一個通路、界面，使傳統媒體之間產生合作與競

爭之關係，來經營新型網路媒體，謀求新世代閱聽人的青睬。 

網路對於所有的傳統媒體有不同的影響力，促使他們與之合作，並收編在

網路產業中不同的部門來約限其發展，或導引其集中資源發展新業務部門。對

於郵件來說，網路取代其部份營業項目，而郵局必須與之合作成為輔助電子郵

件發達的工具；對於電話來說，網際網路形成了一種威脅，但以電話公司本身

軟硬體經營的實力，未來固定網路開放經營競爭後，必定被吸納為電話公司營

運的項目之一。報紙與雜誌可以豐饒現有網路內容市場，也可開發附加服務，

特別是資料的檢索與網路廣告業的興起；廣告行銷能夠鼓動新型互動內容的發

展，產生網路閱聽人調查商品，同時對網頁設計與資料庫應用提供整體的規

劃；印刷與有聲出版，提供重要的內容、電子商機、開發閱聽文化產品的新軟

體；廣播可以提供網路傳呼、廣播網站內容與查詢、電腦接收廣播硬體；無線

電視數位化，可以帶動數位終端與傳輸設備市場，提供電腦頻道軟體開發機

會，電視新聞節目可以上網供人查閱；最後，有線電視與電信業整合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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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上網行業全面提昇網路產業上下游與週邊設備市場的發展。 

 

 

表三、網際網路引導傳統媒體發展方向 

發展  傳統媒體 

   部門 

網路產業 

郵 

件 

電 

話 

報紙 

雜誌 

廣告 

行銷 

印刷 

有聲 

出版 

廣 

播 

無線 

電視 

有線電

視∕電

影錄影 

網路服務 ˇ ˇ    ˇ ˇ ˇ 

網路內容   ˇ ˇ ˇ ˇ ˇ ˇ 

硬體產品  ˇ    ˇ ˇ ˇ 

軟體產品  ˇ   ˇ  ˇ ˇ 

加值服務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育訓練         

系統規劃    ˇ    ˇ 

 

 

就個別傳統媒體而言，網路提供了他們彼此合作開發新業務，又組合成策

略聯盟彼此競爭的情勢。就郵政系統而言，它僅能希望經營電話撥接或寬頻上

網電子郵件能與現實的郵遞合一服務而已；就電話公司本身經營網際網路服務

而言，則希望傳統媒體在內容著稱的部門能多與其合作，以此來吸引更多顧客

來連線；同時希望與有線電視系統合作，開發寬頻上網的業務。而在網際網路

上經營電子報章媒體，則希望聯合更多內容產業，來吸引網友上站，同時帶動

市場調查與行銷業務，證明網路廣告的功效，將來以此作為營利的來源。 

廣告行銷則希望電子報能吸引更多的網站閱聽人數，受到廣告主的重視，

使網路廣告業務代理成為有利可圖；而印刷與有聲出版的電子商務持續成長，

將使得更多現有業者投入經營，需求更多網路行銷的專業來設計網站。印刷與

有聲出版希望透過電子報章網站的宣傳，也同樣需要網路行銷之專業增加銷售

量。廣播則希望經營電子郵件之網路業者，利用其調頻副載波經營網呼業務；

另外也需有聲出版提供音樂軟體增加其網站的吸引力。無線電視則希望透過地

面數位發射站來加入網路影像頻道的傳送，或透過網路業者的出租頻道在網路

上播放電視。有線電視業者開放寬頻上網，必須盡量與現有傳統內容媒體業者

結盟，以增加其網站之魅力，同時結合電影與錄影業者，使隨選視訊系統資料

齊全。 

然而傳統媒體藉網路聯盟之時，也會產生彼此競爭的可能，特別是傳統的

電話公司與經營寬頻上網的有線電視系統競逐網路近取市場，電子報張雜誌聯

合不同的傳統內容產業欲達到最有人氣的入門網站、以及不同的網路書店、唱

片行經營綜合的書籍與光碟訂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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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傳統媒體在網路上的合作與競爭對象 

聯盟 傳統媒體 

  策略點  

合作對象 

郵 

件 

電 

話 

報紙 

雜誌 

廣告 

行銷 

印刷 

有聲 

出版 

廣 

播 

無線 

電視 

有線電

視∕電

影錄影 

郵件         

電話 ˇ     ˇ ˇ ˇ 

報紙雜誌  ˇ ˇ ˇ ˇ ˇ  ˇ 

廣告行銷   ˇ  ˇ    

印刷有聲出版  ˇ ˇ ˇ  ˇ  ˇ 

廣播  ˇ ˇ      

無線電視  ˇ ˇ     ˇ 

有線電視 ˇ ˇ ˇ    ˇ ˇ 

 

肆、當前我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政策架構 

我國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施行的各項監督或輔導措施，並未劃規單一

或特定主管機關統籌負責，政策推動手段及執行機制也呈現繁複而多樣的型

貌。相對於公平交易法就事業活動的市場結構面向及行為面向，乃是基於競爭

政策的目標加以規範，政府各機構直接或間接、命令強制或經濟誘導等各項監

督及輔導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干預市場機能，從而影響業者彼此之間

的競爭關係。因此，本段以下將以「管制」概括這類監督及輔導措施，並且將

影響市場競爭關係頗深的政府投資或參與經營一併納入觀察，藉以通盤檢視我

國競爭法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其他政策框架。 

一、法定產業管制措施 

在各項產業管制措施之中，涉及私人營業自由與財產權的直接限制者，大

抵都會以法律及授權命令的形式明定，因而也比較容易掌握其管制事項及管制

方式。固然在理論上，我國現有法典中各項法律規定，對於各行各業均一體適

用的交易規範，例如民法、公司法等有關規定，以及商業登記、環境保護、商

品檢驗等經濟監督法令，都是構成法定產業管制體系的重要環節。本研究限於

研究題旨，將集中探討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涉及的特別法令規定；對於法條文

字與實際執法狀況之間的落差，在本段管制法令架構的說明上也暫時不予以考

慮。 

（一）電信法 

根據電信法第二條規定，該法所稱電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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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電信事業則為「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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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依同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經營電信事業應

事前取得交通部特許（第一類）或電信總局許可（第二類）。因此，網際網路

相關產業中符合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設置電信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務」

者，即應依法取得交通部特許。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

業務項目及範圍、開放時程、開放家數，由行政院公告」；同條第五項則規

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營業區域、技術規範與審驗項目、申請特

許程序及特許執照有效期間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交通部訂定之」。 

除此之外，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除上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外，亦即，未設置

「連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

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傳輸或接收各種訊息，提供公眾

通信服務者（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二條），即應依電信法「向電信總

局申請許可，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發給許可執照，始得營業」（第

十七條第一項）。關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的管理規則，包括技術規範、審驗項目

及申請程序等項目，電信法也授權由交通部訂定（第十七條第二項）。依民國

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倘

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同時經營電信業務，即應依電信法相關規定取得特

許（第一類）或許可（第二類），並且依電信法規定接受電信主管機關監督。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被列入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不但應分別依法提出

申請書，載明營業項目、營業區域、通訊型態及電信設備概況等資料（請比較

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則更在籌設審驗（第十四條）、

組織型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董監事與持股人國籍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半數以上董監事具我國籍，以及外國人持股不超過五分

之一）等事項上受有限制，以及就暫停或終止營業、移轉重要營業或財產、相

互投資或合併等事項應依法受交通部監督（第十五條），並且在交通部指定下

負有提供電話或數據通信普及服務（第二十條第一項）、提繳金額成立並運用

普及服務基金（第二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間相互接續的

方式及費率計算等，則由電信總局訂定辦法加以規範（第十六條）。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被分別列入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如果同時經營兩

類電信事業者，依法應分別計算盈虧，不得交叉補貼（第十九條）。另一方

面，兩類電信事業就資費審訂（第二十六條）、營業規章的審查（第二十七

條）與調整（第二十八條）等營業事項，以及電信設備技術規範（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條）、工程人員資格（第四十一條）等工程技術事項，依法都應接

受交通部及電信總局的各項監督。電信事業依法並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法律特

別定規定不得為差別待遇（第二十一條），也不得任意拒絕接受及傳遞電信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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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廣播）電視法結構管制規範 

有線電視法雖於民國八十二年始通過立法，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立法

院即已三讀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大幅翻修舊法原有各條結構管制規定

（尤英夫，1999）。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條規定，該法所稱有線電視為

「以舖設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第一款）；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則為「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路及包括線纜、微波、衛

星等設備」（第二款）。依同法第十九條及第六十四條規定，經營有線電視及

設置有線電視系統，均應事前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5。在以上法律架構之下，

「有線電視」由於被界定為由公眾單向「收」取視聽訊號的傳播型態，對於網

際網路相關產業的規範意義原來並不明顯6。新修正完成的「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中，除擴大包括「廣播」之外，並且將舊法規定中的「收」

字刪除；對於具備雙向互動功能的網際網路傳播型態，新法上述規定至少在文

義上已能加以涵蓋，亦即，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亦有可能依法被界定為「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業者」。 

依（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依法以股份有限

公司或財團法人兩種組織型態為限，外國人不得成為有線電視系統事業的股

東。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則分別限制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跨媒體

經營有線電視，以及要求有線電視股權分散。新法第十九條規定一方面刪除關

於財團法人的規定（參照第一項規定），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純以營利性

法人的型態，在資本市場上向一般大眾募集營業所需財務基礎。另一方面則刪

除跨媒體經營的限制，報業、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從此均得投資有線廣播電視產

業。此外，關於外國人投資系統經營者的限制，新法亦加以大幅放寬：外國人

持股總額，可略低於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之半；直接持有股份者則以外國法

人為限，上限則為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參照第三項規定）。關於系統

經營者的國籍規範，新法第二十條則仍限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監事，以及董事

長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舊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則進一步對於個別有線電視經

營地區、同地區許可家數上限，以及業者經營同一行政區域內有線電視的家數

予以限制；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則更明文禁止「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

                                                

5
 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結構深受歷來管制規範所影響，因此，（舊）有線電視法相關規定仍

不失為解析相關產業生態的參考資料。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官智卿（1999）。 

6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自行「舖設纜線」，所傳輸的訊號又可以轉換為「影像、聲音」，技術上並

且足以透過適當的終端設備「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者，依上述規定即應事前向新聞局申請

許可。至於將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納入（舊）有線電視法關於許可程序與分區、家數等限制規定

適用的對象是否合理，則是立法政策上值得重新考量的問題（石世豪，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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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營有線電視7。新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刪除關於電信事業與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之間的跨業限制，第四條並且明文規定：「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

電信法相關規定辦理」，揭明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跨業經營者交錯適

用的必要性（徐小波、郭明怡，1999）；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則增列舊法所無的

「系統業者自行設置…網路」的規範，正式承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的「共同載

具」特性（石世豪，1999）。至於分區寡占規範則仍保留其架構，僅刪除各區

家數上限，並且增列重新開放申請與調整營業區劃分的規範（參照新法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 

新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另設有所謂「反壟斷條款」，藉以防範在全國

層次或同一行政區內，有線系統的控制權過度集中於單一關係企業：系統經營

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的系統經營者，其總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

國總訂戶的三分之一，所控制系統經營者不得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總家數的二分

之一或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的三分之一。由於該法第六十八條訂有類似結合

管制上的各種所謂「解體處分」，為使相關業者能預見事業擴張時的法律效

果，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則仿自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要求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系統經營者總家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石世豪，1999）。 

關於垂直整合規範，依舊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所謂「頻道經營

者」也適用與系統經營者相同的持股上限規定。根據以上規定，則任何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及所謂「頻道經營者」的股權結構，應使同一「相關企業」集團

或具有法律所定親等關係的親屬團體，不得掌握五分之一以上的表決權。藉

此，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經營者」內部的股權結構，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多樣

化要求。新法對此則另闢蹊徑，改採美國九二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

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的規範

型態，於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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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賦予主管機關依六十八條規定「限期

改正」的權限（石世豪，1999）。 

（三）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 

類似將網際網路透過法律定義納入既有管制架構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廣

播電視法相關條文的適用之上（陳家駿，1997）。該法第二條所定義的廣播

                                                

7
 依歷來實際適用（舊）有線電視法關於申請許可規定的情形而言，主要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將網

際網路相關產業視為「有線電視」納入管理；反倒關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一旦跨業經

營網際網路或電信相關業務，如何依上述電信法申請特許或許可，以及（舊）有線電視法第二

十二條第五款關於禁止「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經營有線電視如何適用等，更容易因法

令現況曖昧而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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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聽」（第一款）；電視

則為「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影像，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視與收聽」（第

二款）。由於該法規定所及的傳播方式，並不限於利用地表無線電波，對於以

「有線電」傳播的型態也明文加以規定；另一方面，網際網路連網方式不限於

「有線」型態，衛星數位通訊或所謂「廣播視訊（teletex）」等技術，也可以

提供網際網路連結、傳輸資料所需的傳播管道。因此，純就技術的角度而言，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也有可能「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或影像，藉供公眾直

接之收視或收聽」，因而成為廣播電視法的規範對象（吳若蘭，1999）。 

至於是否應該如此規範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則又是立法政策上值得再檢討

的議題（石世豪，1997）。因為，廣播電視法除電台設立許可有關的規定（第

十條至第十二條、第四十五條之一）之外，關於從業人員資格（第十三條）、

停播及股權轉讓（第十四條）、盈餘提撥基金（第十四條之一）等事項，依法

均應接受新聞局各項監督。 

此外，廣播電視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節目內容、廣告時間及內容

等事項的管制8，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關於收費標準（舊法第四十三條，新

法第五十一條）、訂戶契約（舊法第四十六條，新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

項）、收視關係及其終止（舊法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條，新法第五十二條、第

五十五條第五項、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七十四條）與限

期改善命令（舊法第五十一條，新法第六十條）等規定，倘若隨網際網路相關

產業依上述規定被界定為廣播電視或有線廣播電視之際一併適用，對於網際網

路相關產業的市場活動勢必造成不小的限制。 

新近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通過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條第三款定

義「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為「直接向訂戶收取費用，利用自有他人

設備，提供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同條第四款的「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者」則為「自有或向衛星轉頻器經營者租賃轉頻器或頻道，將節目或廣告經

由衛星傳送給服務經營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系統）或無線廣播電視電台者」。根據上述規定，則一旦訊號到達地面後以

「聲音、視訊」的型態「供公眾收聽或收視」，其透過衛星微波傳送數位訊號

的相關活動，即可能受該法所規範（參照同條第一款規定）。依該法第五條及

                                                

8
 關於節目及廣告內容的管制規範架構，新版「有線廣播電視法」幾乎完全承襲舊法規定，刪除

禁止評論訴訟事件規範（原「有線電視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建立節目分級制度（新法第四

十一條規定）等則為少數明顯修正的例外情形。因此，關於系統業者必須為其難以監控的內容

負責，製播節目及廣告的頻道供應者卻依廣播電視法（參照該法第二十九條之一）的怪異現

象，新法也並未提出根本解決之道；僅於頻道供應業者利用衛星傳輸訊號的情形下，新訂「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關於節目及廣告內容的規定（其標準與「有線廣播電視

法」近似），方有其適用。 



 30 

第十五條規定，經營衛星廣播電視者及境外直播服務業者，均應向新聞局申請

許可始得於我國境內營業。其餘關於外資比例上限（百分之五十）、節目及廣

告內容標準（參照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訂戶及利害關係人權益保障

等（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條），均與有線廣播電視法極為近似。 

（四）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根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該法所稱個人資料檔案為「基

於特定目的儲存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之個人資料之集合」（第二

款）；電腦處理則為「使用電腦或自動化機器為資料之輸入、儲存、編輯、更

正、檢索、刪除、輸出、傳遞或其他處理」（第三款）。依同法第七條規定，

公務機關蒐集或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限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或經當

事人同意，或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始得為之。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非公務機關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登記並發給執照者，不得為個

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同條第二項規定：「徵信業及

以蒐集個人資料為主要業務之團體或個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發給

執照」。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之中，經營網路撥接、線上資料庫及電子商務等相關服

務的業者或機構，通常需要蒐集、電腦處理或傳遞相關客戶資料。根據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該法所稱個人資料為「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

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所謂國際傳

遞及利用，依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係指「利用有線電、無線電、光學系統

或其他電磁系統等經由通信網路傳遞及利用」。因此，依上述規定，網際網路

相關產業所蒐集、處理的資料涉及法定個人資料項目，並且經由通信網路傳遞

及利用者，即應依法登記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給執照。專以蒐集個人資料

為主要業務的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依法則尚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發

給執照，始能營業。至於在該法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施行以前，「已從

事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而依本法規定應申請登記或許可者」，依該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應於該法施行日起一年內補辦登記或許可。 

依法申請登記者，根據該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應將申請人或事

業負責人、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保有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個人

資料範圍、個人資料保有期限、個人資料蒐集方法、個人資料檔案利用範圍、

國際傳遞個人資料的直接收受者，以及個人資料檔案維護負責人姓名等，於政

府公報公告並登載於當地新聞紙；相關事業就上述法定事項，尚應備置簿冊加

以登載，提供查閱。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監督措施，該法第二十五條第一

項則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於應

受其許可或登記之非公務機關，就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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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必要之配合措施」；發現有違反該法規定的資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加

以扣押。違反各項行政監督措施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法科處罰鍰（第三

十八條至第四十一條）。除行政監督之外，該法尚設有民事救濟（第二十七條

至第三十二條）與刑事制裁（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的相關規定。 

（五）出版法、錄影帶相關法令及智慧財產權法 

出版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所定義的出版品，雖然僅指「用機械印版或化學

方法所印製而供出售或散布之文書、圖畫」，同條第二項又規定：「發音片視

為出版品」。固然，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除兼營傳統出版事業者外，基本上與

「新聞紙類」或「書籍類」等出版品並無直接關聯，並非出版法所規範的對象

（陳家駿，1997）。另一方面，由於發音片依該法應屬「其他出版品類」的範

疇（第二條），數位資料的有形載體如CD唱片，卻被主管機關歸類為發音片，

成為俗稱「有聲出版品」的一種，因而依法應於首次發行之前登記（出版法第

十六條）。出版法在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經立法院無異議通過廢止之後，

相關登記及行政檢查、處罰等規範因而隨之無所附麗；相關糾紛處理及法律責

任歸屬，完全回復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規範。 

此外，根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設立

之前則應申請新聞局許可；依新聞局目前對於相關產業的監督實務，則製作、

發行LD及DVD等數位影像載體的業者，也被納入「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理

規則」所稱的「錄影節目帶業」（第二條第三款）之中。至於以儲存軟體或檔

案資料為主的CD-ROM，在管制實務上既未被歸類為出版品，也無法依錄影節

目管理；再者，目前在國內相關市場上製作、發行CD唱片或數位影像媒體者，

畢竟仍以傳統唱片業、影業為主。因此，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以其現有業務型

態，並非上述許可及監督措施的主要對象。 

由於智慧財產權是法律規範所承認的專有權利（例如：專利法第五十六

條、著作權法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九條之一、商標法第二十一條），在法律所提

供的絕對保護範圍之內，權利人將享有排他性的經濟利益，形成一種「法律上

之獨占」地位。這種「專有」著作利用所產生各項經濟利益的權利，與公平交

易法上所規範的「經濟上之獨占」固然有所不同，卻有可能實際上促成「經濟

上之獨占」（謝銘洋，1995）。我國各項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中，專利法（第

五十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九條）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十五條）、

商標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等採取「登記∕註冊保護主義」，透過登

記、公告及註冊等方式，各種專有權利的客體及範圍相對上較容易查考。另一

方面，法律對著作權及營業秘密所提供的保護則不以登記或註冊為條件，前者

更兼有各種繁複的保護範疇（著作權法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九條之一、第四十四

條至第六十五條），較諸後者一旦公開即失去其價值的情形，對於資訊傳播相

關產業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深遠（陳家駿，1996；謝銘洋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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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如何適用於網際網路，由於傳播科技發展快速、

各種商業應用型態不斷推陳出新，法律實務及學說上目前仍未能歸納出明確的

結論（蔡宗珍，1997；劉靜怡，1997）。根據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該法所謂重製為「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

形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

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國內有專家援引美

國資訊基礎架構任務分組（IITF）的觀點，認為不必過於嚴格解釋上述「有形

之重複製作」：不論上載、下載、轉貼網際網路上的相關資訊，由於必須先將

資訊存放在網路伺服器內的硬碟，已經符合「透過機器的運作，亦能使人間接

得知原來著作的內容」，因而構成著作的重製者（陳家駿，1996）。如此一

來，除非事先取得授權或妥善運作著作權法上有關「合理使用」的各項規定，

否則，網際網路上的各種資訊傳輸及處理程序勢必動輒得咎（ibid）。 

此外，網際網路上所傳輸、呈現的資訊型態不斷翻新，尤其，整合文字、

聲音、影像與圖形的所謂「多媒體」訊息，其本身是否成為單獨一項新的著作

權保護對象，法學界已有不同的見解（蔡宗珍，1997）。這種透過網際網路傳

播聲音∕影像的活動，是否符合「基於公眾接收訊息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

電或其他器材，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

有線電或無線電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的情形，因而

構成著作權法上所稱公開播送（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關於後一問題，純就

法律概念的文義解釋而言，固然可能推導出肯定的結論；然而，在著作權法以

外的管制領域中，國內學者也有自立法政策的角度出發，質疑將網際網路比照

有線電視加以管制的見解（石世豪，1997；陳家駿，1997）。 

二、政府投資經營及各種推廣措施 

本節簡列出當前網路建設與經營的個個層面上，有政府參與的部份，及其

參與的型態，包括政府獨資、政府與民營合資、政府設置財團法人形式、政府

與企業策略聯盟、及因政府協調組成的機制。除了簡述這些業務內容，同時對

照出政府的作為形成與民間業者如何的潛在競爭關係。 

（一）幹線網路9
 

台灣長久以來由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為特許制，所以從電信總局到中華電信

公司一直維持一家的獨佔經營，除了其他公用事業如鐵路、電力、石油擁有自

己的公司營運用網路外，無論民間（ISP 業者）或政府出資（教育部與資策

會）興建的網路，實際上都是由中華電信公司所出租或經營維修的；民間擁有

的網路必須向中華電信出租，教育部與資策會雖然出資興建，但工程進行與日

                                                

9
 意指政府單位擁有的網路、委託或直接鋪設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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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維修營運目前皆需仰仗中華電信負責，而且接續到海外線路也必須經過中華

電信的閘道，與國外海纜相連也需其協助談判。 

幹線網路的經營，主要分成以下兩種方式進行： 

1. 政府獨資： 

（1）中華電信 HiNet 的 ATM 骨幹網路與國際專線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經營 HiNet 網際網路服務，擁有全國最大的網路

頻寬，與美國 AT&T 合作架設國際高速數據專線，對美國的傳輸在 1999 年初將

提昇為 110Mbyte/bps，並陸續更新與澳洲、新加坡、香港、日本、韓國、法國

的網路速率。國內方面，將利用非同步傳輸（ATM）技術架構全島光纖網路，

由美國思科公司負責（張卓浩，1998；李彥甫，1997e）。 

中華電信另外也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計畫，在 1998 至 2000 年間投

資一百五十二億台幣建設網際網路系統與相關應用服務，積極參與亞太資訊基

礎建設（APII）（李景駿，1997d）；此外中華電信也與國家代表身分，與日本

國際電信電話、新加坡電信、中國電信聯合簽署決議案，向美方談判亞太地區

網際網路接續費用之分攤事宜10（彭淑芬，1999）。另外中華電信也必須與其

他西太平亞洲地區電信機構競標橫越大洋的高速骨幹，然而供過於求，如何取

得最先進的網路，必須在價格問題上迎合賣方的考量（李景駿，1997b）；換句

話說，中華電信雖自 1996 年電信三法通過後，開始採取民營的經營策略，但在

國際海纜政策上仍是國家公權力的代表，執行方針必須以台灣整體利益作考

量。 

（2）教育部 TANet 骨幹與國科會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下一代網際網路」 

教育部獨資委託電信總局與中華電信公司建立出國內各大專院校的「台灣

學術網路」，以及國外兩條 T1 專線連結美國，作為純學術用途的網路通訊。而

1998 年更新網路的計畫，更由教育部向國科會、中央研究院等使用單位集資興

建兩條國際 T3 專線。  

另外有鑑於目前台灣學術網路壅塞的現象及許多非學術的電子佈告欄通訊

的充斥，已違原先學術與教育的目的，於是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加入美國「下

一代網際網路」（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NGI），成立另外單純學術用途的網

路。國科會與交通部、中華電信、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達成共識，於 1998 年度

開始規劃，預計 2003 年逐步建立這種「國家實驗網路」，由此骨幹推動網路電

話、遠距教學、交易、數位圖書館、高解析度視訊會議應用（李彥甫，

                                                

10
 過去亞太地區與美國之間的網際網路通訊，向來都是亞太地區流到美國的通訊量大於反方向

的流量，因此美方完全不須負擔美國至亞太地區的網路接續費用；如此隨著亞太地區網路內容

的豐富化，因此更多美國用戶進入亞太地區的網路，因此要求美國電信公司與網路業者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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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a）。1999 年 1 月由 Fore System 公司得標開始建設全國十一個節點的實驗

網路。 

近年來教育當局，由於經費不足的困境，因此網路更新需要其他單位資助

完成，同時轉移投資下一代網路，也使現存 TANet 未來走向及高職、中小學上

網計畫都處於不定狀態，同時開闢了民間參與合作的可能。 

（3）交通部郵政總局「電子郵件」服務 

郵政總局於 1998 年 3 月 20 日郵政節當天啟用「電子郵局」，透過自己所

經營的郵政資訊網站，收受網路信件，傳遞到指定的電子郵箱或真實的住址，

透過各區電子郵件中心的網路傳送到擁有電子郵件帳戶的收件人，或者經由郵

差將信件列印，以實體郵件投遞到收件人的住址。如此業務主要與民間大宗郵

件投遞業者競爭。 

（4）行政院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骨幹計畫：「政府網際服務網」（GSN） 

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負責，委託中華電信公司建置政府專屬的網

路管道，在台北、台中、高雄設置網路中心，在台灣設置十五個網路服務機

房。另外研考會也推動「村村有電腦、里里上網路」方案，在全台設置兩百個

示範點建構村里上網設備（李若松，1997a；張仁豪，1997）。現階段網路中心

都有高速專線銜接 HiNet，中央政府以外機構可以中華電信網際網路連結網路

中心，而縣市政府可透過專線聯繫網路中心，村里辦公室可與縣市政府連線到

網路中心（李景駿，1997a）。然而此項計畫村里的部份，主要由中華民國視訊

網路開發應用協會提供硬體、建構設備。 

（5）地方政府網路：宜蘭縣政府及台大商學院合作羅東鎮北成社區網路 

1997 年宜蘭縣政府以一億三千萬元經費自行架設地下光纖網路，於羅東鎮

成立「北成社區網路」，組成資訊聯誼會，推動網路教學、視訊會議、幼教與

環保、家庭美食節目等應用。縣政府實際完成了宜蘭國中至北成國小的網路，

以此作為計畫的主幹線，接續縣政府資訊網路以提供學術網路服務；並與台灣

大學資管系教授游張松合作，開發網路內容服務（李彥甫與戴永華，1997；鄭

淑芳，1997）。然而宜蘭縣政府的政策卻與交通部固網開放政策牴觸，形成爭

議，縣政府回應認為，此工程應視為村村有網路的計畫之一。 

2. 政府與民間合資： 

（1）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SEEDNet 的國內外專線網路 

1998 年 8 月原資策會網際網路服務業 SEEDNet，正式脫離政府財團法人組

織，成立民營電信公司。公司資本組成部份，經濟部持股 8％、資策會持股 20

％、員工持股 10％，其餘 62％開放給外來資本。該公司目前擁有國內完成網

路，海外部份有早期 Sprint 鋪設的 T1 專線，另外近期有 AT&T 鋪設的八條 T1

與一條 T3 專線（林玲妃，1997d；1998b）。SEEDNet 目前仍保有國內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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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網際網路事業的地位。 

（2）中華電信與新加坡電信、華允電訊11經營「出租衛星轉頻器業務」、「直

播衛星網際網路」 

中華電信於 1997 年與台揚科技、休斯網路、台灣水泥（和信集團代表）簽

署「衛星直播網路服務」合作備忘錄，1998 年 1 月與華允電信（由前台灣二家

廠商外加怡和財務顧問組成）簽約合作經營協議，另華允與美國休斯公司簽署

合作合約，正式開始直播衛星網際網路的服務。中華電信所提供的合作範圍在

提供「中新一號」衛星的轉頻器，並在營業與行銷上共同合作，中華電信未來

的目標在控有 50％以上的股權以主導此業務（金麗萍，1997b；彭淑芬，

1998）。然而另一方面，年代集團也表示將搶在華允之前率先推出服務上市。 

（3）國營公用事業電路出租業務 

a. 台灣鐵路局籌備「台灣電信公司」 

1998 年台鐵委託工研院電通所完成「台灣電訊系統整合規劃案」，建議台

鐵未來籌辦電信事業應該向網際網路服務事業募集 10％資本；台鐵也於該年底

召開國際招商會，以全省環島光纖網路的優勢來投資成立「台灣電信公司」，

其持股預計 30％，積極進軍固網市場（莊富安，1998；鄭克興與彭淑芬，

1998）。 

b. 台電轉投資和信電訊公司 

台電轉投資和信電訊大哥大業務，業已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列入八十八年度

國營事業單位預算案；另外台電以其擁有的公司光纖網路及微波系統，成為開

放出租線路的主要廠商，並進一步鋪設全島光纖網路來爭取固網經營（謝文，

1998；鄭克興，1998）。 

c. 中油成立電信事業部 

中油於 1998 年底成立電信事業部，利用中山高速公路的輸油線路上的光線

幹線系統，經營專線出租，再進一步研擬成立電信公司進行長途電信業務（呂

曼文，1998）。 

d. 高鐵局與台灣高鐵公司興建西部南北光纖網路 

根據 BOT 合約，台灣高鐵公司必須於鐵路沿線預留電纜槽供政府使用，所

有與使用權歸屬政府，興建費用由公司出資；同時沿線設置十二處資訊站機

房，各縣市政府必須在道路兩側預留環狀管溝，供光纖鋪設之用，屆時將形成

完整的南北網路；而高鐵局計畫先以電路出租方式成立公司，再尋求合作夥伴

成立電信公司，同時股東之一的太電集團亦有意藉此佈建固定網路（黃如萍，

                                                

11
 由台泥、台揚科技及美國休斯網路公司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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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b；鄭克興，1999）。 

e. 台北捷運公司出租地下段軌道商用漏波電纜 

有鑑於捷運乘客在地下段進行行動通訊的品質不良，公、民營的通訊業者

擬向捷運公司租用路段，聯合建造及使用該路段內的通訊設備，捷運公司則向

業者收取網路使用的權利金（林淑惠，1997）。 

綜觀這些公營事業出租電路到進一步合資成立電信公司，皆可預測他們是

網路鋪設市場開放中的強者，對於現有民營業者的衝擊可想而知。公營事業原

本為特殊民生政策而設，如今多角化經營跨足電信業，是否仍應本於服務公眾

的精神來運作？讓民間參與經營，在股權與經營權的配置上應有這方面的考量

（工商時報，1998）。另外在電路本身稀有的價值下，出租招標應注重公平

性，莫讓市場上強者以聯合業者方式來取得買方市場的不當優勢，以低價承

租，例如中華電信與台北捷運公司之間的爭議（陳秀玲，1998）。 

（4）社區網路 

a. 資策會與潤泰建設研展部推出示範網路社區 

資策會網路事業群（現今 SEEDNet）與潤泰建設研展部合作，在新店規劃

「遠景二十一」電子嬉戲理想社區。預計在建築物施工之初，就安排光纜網路

管線、架設伺服器，完工後接上特定內部網路，在外接數位聯合公司的種子網

路（李若松，1997b；葛珮育，1997）。 

b. 中華電信與太平洋建設推出科技名宅系列 

太平洋建設與電信事業，與中華電信公司簽約共同推廣以「HiBuilding」為

名的網路住宅社區建設計畫。該計畫指在社區內建築物實體中，有系統建構網

路管線，社區外以高頻專線連結 ISP 業者。1999 年 2 月中華電信宣稱，將以寬

頻網路的數位用戶線路系統（XDSL）來建構未來太平洋建設的所有專案（劉心

陽，1998；張秋蓉，1999a）。 

c. 民輝社區發展協會、都發局、資策會、業者建構「台北市智慧科技城市

示範計畫社區」 

大安區民輝里社區成立發展協會，爭取到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地區環境改造

計畫規劃費，提供軟硬體經費來建構首座示範社區網路，其中一億元將補助用

戶加裝線纜數據機的費用；而資策會推廣服務處則負責社區軟體規劃與技術支

援，並協助社區選擇民間業者合作，目前有大安文山與寶福有線電視公司競爭

欲成為合作對象（李宗祐，1998a；王超群，1999）。 

有政府資本與技術介入的社區網路示範計畫，由於可能成為以後計畫的藍

本，因此選擇哪一民間業者就成為高度受關注的議題，譬如中華電信就曾抗議

採用線纜數據機系統則先決排除了他們提供「非對稱式數位用戶迴路

（ADSL）」服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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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路及連線服務 (ISP)
12

 

連線服務就是一般所謂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SP），目前除了連線服務

外，並投入網站架設，欲成為大型入門網站，所以也積極地與網路內容供應業

（ICP）合作；另外也包含有效連結網路資訊的機制、網域登記管理的組織。參

與型態也概分成以下兩類： 

1. 政府獨資： 

（1）教育部 TANET 

TANet 就是台灣學術網路，係由各國立大學及教育部，於 1990 年 7 月起，

共同建立的一個全國性教學研究用之電腦網路。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支援全國

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間之教學研究活動，使其相互分享資源並提供合作機會。

TANet 具有骨幹(Back bone)和區域(Regional)的網路架構與研究相關資訊應用之

基台(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現階段凡是以 ATM 或 TCP/IP 協定為基礎之各

項應用皆可在 TANet 上執行，其中主要為遠距教學、電子郵件 (E-Mail)、檔案

傳送 (FTP)、遠端登錄 (Telnet)、電子新聞 (Netnews)、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及其它經常使用之 IRC (Internet Relay Chat)、Gopher、WAIS (Wide Area 

Information System)、全球資訊網路服務系統(World Wide Web，WWW)、Archie

等服務功能。它的服務對象主要為： 教育部所屬學校/單位、政府機關、財團法

人、企業界之 R&D 單位/網路（台灣學術網路，1997）。 

TANet 本身並設有電子佈告欄，供各界意見交流、討論興趣事務，過去部

份大學有開放免費撥接專線，供外界查詢資料、發表意見，影響民間網際網路

業務（李若松，1996c）。另外近年來各大學免費提供帳號給所有學生使用，以

致使用量一直超過頻寬供給量，同時教改費用需求龐大與大學自籌經費比例不

斷升高，使學校服務也面臨成本效益的要求；於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提議

將 TANet 以 BOT 方式交由中華電信經營擴充，由教育部編列預算租用網路，

而使用者超過一定時數後應合理付費，但由於整體作業涉及招標程序的法規問

題，及對民間業者市場的衝擊，目前尚無進一步動議（李宗祐，1998b）。 

為了達成電子郵件到中小學計畫，教育部決定由 1998 年 7 月起，推動「資

訊教育基礎建設三年計畫」，主要進行電腦教室的設置及汰舊軟硬體設備，同

時協調中華電信公司以 ADSL 提供中小學寬頻上網，偏遠地區則以「中新一

號」衛星用直播衛星網路上網（張志清，1997；李大理，1999），但是也同時

需要地方政府與學校自籌新台幣三億元支付數據專線費用，因此開闢了各學校

                                                

12
 提供網路撥接與固定通信服務、及電子郵件、遠端登錄、檔案下載、全球資訊網路接取、E-

Mail to Fax/Air、ISDN & ADSL、VPN 連線、硬碟空間、廣告看版出租、商業登錄、首頁設計、

上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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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業者合作的空間，例如惠普科技提供網路設備捐贈中小學專案計畫（李

若松，1998a；陳榮裕，1999）。所以未來各校如何招標數據專線服務，就成了

網際網路服務業關心的重要議題。 

（2）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HiNet 

HiNet 堪稱台灣最大的商用網際網路服務公司，無論就頻寬的容量、費率

的優惠、門號的多寡、服務的多元、技術的支援都極具優勢。除了網路撥接與

固定式專線出租服務，HiNet 更提供無線傳訊服務（電子郵件到行動通訊）、

網路證券資訊服務、網際網路存轉傳真服務（PC-to-Fax）、HiJump 商品裝的硬

碟空間分租服務、HiGo 商品接工商登錄簿服務、HiMedia 影音媒體中心頻道出

租服務、虛擬公司內部網路服務；另外在通訊技術方面，則提供 HiCast 直播衛

星、ISDN、ADSL網路通訊服務。 

HiNet 並也積極經營其首頁，為了使其成為重要的入門網站，因此積極於

搜尋引擎、媒體內容產業合作。另外中華電信也投資五百萬美元給經營「環球

國際漫遊聯盟」（GRIC）的 AimQuest 公司，提供網路漫遊的服務（張秋蓉，

1998e）。 

目前 HiNet 在國內經營的最大爭議，來自費率的設定。由於中華電信掌握

鋪設與租用線路的完全線路，因此每次調動撥接費率都引發費率大戰，而其資

費合理化過程，將市內電話漲價、附加服務（如 ISDN）費率降價，引起業者質

疑以此兩類費率進行交叉補貼（張秋蓉，1998a）。 

2.政府民間合資公司、財團法人、基金會： 

（1）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SEEDNet 

由資策會衍生出的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國內第二大商營網際

網路公司，除了與 HiNet 競相提供類似的網路服務、入門網站、工商看版服務

外，也與 GRIC 合作提供漫遊，並加入國際航空網路電訊協會（SITA）的

Scitor 漫遊組織，與華允電信經營 SEEDCast。目前 SEEDNet 除了費率合理化

外，更積極推銷專線降價、租專線送路由器、網站代管減價，其使個人、ICP、

網頁工作者用戶需求獲滿足。 

（2）中華電信 HiNet 委託代理商 

電信總局於 1995 年起就授權聯合光纖、是方、是通、啟台、雅企、全統、

年代等七家代理商，進行推銷 HiNet 業務，為客戶代為開戶，提供促銷策略：

包含免費使用時數、免申請設定費、贈送使用軟體、其他贈品與折扣。 

（3）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13

 

                                                

13
 教育部、政府、民間 ISP 業者聯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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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管理網路之註冊服務，包含 IP Address 之申請、領

域名稱之註冊，並提供網域目錄查詢、推動本土網路間之連通業務。第一期

TWNIC 之運作是以實驗計畫方式進行；第二期是以結合成學會形式運作；未來

的第三期將以成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型式運作為目標。鑑於 TWNIC（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代表台灣與亞洲區域、全球區域網路資訊中心交涉

網路資源分配事宜，所以該組織應以非營利、具有公信力、得執行公權力之財

團法人組織（台灣網路資訊中心，1998）。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現今將部份業務開放給民間廠商，如 IP 交由 ISP 業者發

放，網域名稱登記由資策會負責；未來成立國家財團法人網路中心後，將把替

客戶代為進行網域名稱申請與後續資訊索引服務（registrar），交由網路服務業

來經營；而網域註冊資料與註冊系統（registry）則歸於 TWNIC 負責（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1998）。並隨著網路發展，適時開始新增第二層總類網域

（new gSLD），如 firm、rec、art（羅弘旭，1998c），以及規劃管理下一代網

路的新 IP number（IPNG），這些都會產生新的市場，供民營公司參與經營；

另外促成地方型的 NIC 能夠產生，經營 SLD、3rd-LD 名稱的管理。 

（4）「台灣網際網路交換中心」TWIX 

台灣網際網路交換中心（Taiwan Internet eXchange）是一個國家級的網路交

換中心，由中華電信主導結合其他大型民營 ISP 業者成立，讓不同 ISP 業者彼

此的訊息在同一中心進行交換，節省傳輸資料的時間（蘇芸，1997）。 

另外由中華民國網路協會、網達國際資訊公司成立的中華民國網際網路交

換中心（廖敏如，1997），及一群中型的 ISP 業者所成立的 TIPO，也在運作，

但是他們的訊息也與 TWIX 連線。中華電信認為如此聯繫為一種良性競爭的局

面。 

1999 年專門提供寬頻服務的 AboveNet 來台，了解固網開放後台灣是否可

以成立同時提供網頁及連線交換服務的網路交換中心（ Internet Service 

eXchange，ISX），意圖想以熱門主機代管與網路交換中心合併方式，使取得網

路熱門網站內容更為便利，使 ISP 與 ICP 可以合組成一個公司，並爭取亞太網

路營運中心的地位（張秋蓉，1999b）。如此新的競爭者將會出現，屆時大型

ISP 會不會與其共享頻寬，將是市場劃分的重要依據。 

（三）線上資料提供、維繫與搜索14
 

政府近年來積極鼓吹華文內容市場的開發，並擬定發展的策略：從內容開

發、技術研發、到市場開創等三個範疇來計畫（NII 民間諮詢委員會，1997），

                                                

14
 提供 ICP 業者的服務，特別是政府或財團 法人的資料庫，支援內容產業及協助電子商務進行

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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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1.在內容開發部份：首重政府資訊的提供、教育與社會服務的開發、及公

共資訊服務的建立，舉例而言，這包括下列數項措

施： 

（1）各級政府機關全球資訊網站（中央、省市、縣市、鄉鎮、村里）上之

政府相關業務資訊 

（2）中央標準局專利公報資料庫 

（3）數位聯合電信公司代理「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 

（4）國家圖書館與工研院開發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5）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專案計畫」 

（6）資策會與新聞局開發國家新聞資料庫 

（7）僑委會規劃「全球華人網路教育中心」 

（8）行政院文建會免費協助藝術團體製作網頁計畫 

（9）故宮博物院授權中華電信、英特爾與得意傳播科技建構「境覽故宮」

多功能數位影音光碟 

（10）國科會推動「數位博物館」以實踐「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

發展方案」 

（11）國立大學與學院、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網頁之教育資源  

（12）政府財團法人機構（工研院、中華經濟研究院）網站研發資訊 

2.在技術研發部份：發展華文使用系統、介面的資訊檢索與資料庫連結、

標準之建立等技術，舉例而言，包含： 

（1）組合國際公司與資策會衍生公司——拓宇科技（持股 12.5％）合資成

立軟體公司，並與大時科技（即時證券報價系統廠商）合作，以大中

華地區電子商務應用軟體為主要生產，推出平台的電子商務與銀行交

易流程管理產品。 

（2）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吳昇教授領導網際網路實驗室，於 1995 年

底推出一套名為 GAIS (Global Area Information Servers) 之多用途

(General-Purposed)、可調式 (Scalable) 的網路資源搜尋系統，並以之

建構資訊服務站，提供給國內使用者一個方便的網路資源搜尋服務。 

（3）TWNIC 技術處致力引進與推動網路相關技術，並將之本土化，並協

助網路中心及系統管理人才和相關領域之培訓。 

3.在市場開創部份：鼓勵產業投入網際網路內容服務、擴大電子交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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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加速行政、教育、工商部門之網際網路應用，推

動全民上網運動，舉例而言包括： 

（1）工研院產業產業資訊服務網（Industry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ITIS）產業資料庫，推動工商業重視資料庫市場； 

（2）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arket Intelligence Center, MIC），推動工

商業重視市場情報之蒐集專業； 

（3）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提供高科技產業在網路時代所需的尖端法律研

究與諮詢； 

（4）經濟部商業司、資策會、行政院 NII 電子商務小組推動「電子商業協

盟」及「電子商業專業園區」：此為經濟部電子商業系統五年計畫的

構想，希望以電子購物街方式甄選民間業者加入、統一資訊標準、建

立會計財稅稽核之規範，以作為二十一世紀電子交易示範系統。由成

立電子商業協盟，結合供應商、物流業者、金融業者、資訊業、政府

學術單位，律定消保費適用方式、擬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另外研議在

南港軟體園區設立電子商業專業園區，使參與公司能將交易伺服器及

內容放置在園區中統籌管理。 

（5）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原

「財政部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推行小組」之人員和設備平行移轉，並

概括承受原「財政部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推行小組」所有債權債務

（財政部持股比例 40%，民間公司持股 60%）：該組織為國家級 EDI

通關資訊交換網路，可因應不同業界需求，提供各連線單位或公司各

項服務，在網路服務方面有：電子資料交換、電子郵遞、數據分封網

路、訊息處理轉換、電子資料庫、電子文件存送、資料儲存與檢索、

資訊處理、遠端交易、語音存送、網際網路(INTERNET)、企業網路

整合(INTRANET)、國際網路連線、分封交換數據通訊、電子佈告

欄、資料格式與編碼通信協定之處理及轉換、文字處理編輯功能及傳

真存轉。 

（6）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服務資訊暨網路系統五年計畫」，提供

國內外市場行情及廠商資料，協助解決問題與協尋合作夥伴，行銷國

內廠商知名度。 

（7）外貿協會與中華電信簽訂「網路交易市場」策略聯盟於貿協資訊網

（Cetr@Net）上提供廠商網頁登錄、廣告看版、與承租網路空間，並

提供國外買主需要的採購管道、供應商搜尋。 

（8）SEEDNet 網路經貿塢：以虛擬主機技術建構網站，由台灣網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轉移資策會 SEEDNet 虛擬主機系統，提供公司網

站硬碟空間、網頁設計、資料管理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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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郵政總局經營「郵局網路商場」，提供虛擬購物中心，過濾廠商承租

電腦空間，進行郵購的通路、保證人的服務；成立「電子證書認證中

心」，提供報稅相關軟體與證書軟體，具備執行電子購物之雛型。 

（10）中華電信承辦「政府憑證管理中心」與網路報稅服務，由中華電信

研究所執行通信安全技術的開發，並以贈送 HiNet 十小時撥接帳號以

資推廣。 

（11）經濟部商業司、技術處、資策會推廣服務處與國眾電腦推動

「MORE 社區推廣中心（網路教室）」、「百萬店家上網總動員計

畫」：集資兩億八千萬，三年帶動百萬家庭與企業上網。由電腦資

訊、網路服務、電腦教育業者聯盟簽約，提供軟體、教育訓練給客

戶，訓練場地並包含興建各中小學電腦教室，並計畫將中小學家庭聯

絡簿改為網路作業，鼓勵家庭上網；資策會則開辦企業界網際網路實

戰營，教導公司上網技術與效益；國眾電腦則協助社區成立網路中

心，社區資訊網站、社區資料蒐集，送二手電腦至偏遠地區。 

綜觀來看，政府對網路內容產業的扶植可說是不遺餘力，在市場上的示範

作用十分顯著，對市場的衝擊也十分巨大。從內容開發來看，這些難以短期營

利的網站，政府的投資的確起帶動作用，但對市場少數的圖書資料業、遠距教

學、民間 ISP 業仍有競爭意味；就技術研發而言，台灣軟體工業十分發達，尚

未能看出這方面的市場壟斷問題；就市場開創部份，政府鉅額投資在初期有勃

興市場發展的功能，一但初期產業茁壯後，就需注意其在市場優勢與競爭之間

的互動情形，無論資料庫、電腦教育訓練、電子購物部門皆可能有類似趨勢。 

（四）技術開發 

網路產業技術，如同電子、通訊與半導體等科技一般，需要大規模的資金

投入研發，國內企業的規模與出口導向，皆不利單一企業自行開發，甚至購買

國外技術反而更有利經營。因此國內網路服務事業技術之開發，主要由政府集

資投入一些關鍵領域來發展，以下是有具體成效的單位： 

1.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學術網路研發規劃 

在國科會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的領導下，由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提出銜接

下一代網際網路的計劃書，並通過美國的審核，可以加入美國 NSF、vBNS、加

拿大 CANARIE 及新加坡 SINGAREN 的連線合作案，可在網路上研發如何將電

腦、通訊、語音、圖像、虛擬實境觸覺整合（李淑芬，1998c）。 

2. 工研院電腦通訊研究所：硬體工業 

工研院電通所開發「隨選視訊」技術，參考國際標準組織 DAVIC(Digital 

Audio Visual Council)所制定的標準，從事技術的系統的整合，經歷多次嘗試及

調整，並結合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華電信、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力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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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滾石唱片、TVBS、年代影視、台灣 IBM 公司、大同公司、竹視有線電視

等相關各界的專家協助，完成 VOD 先導實驗的初步成果。 

3. 資策會：軟體工業、網路撥接服務、VOD 

資策會開發「資訊軟體發展環境建立」計畫，發展 SEEDNet，並進一步自

行投資經營國內第一個商用網際網路服務業，最後衍生出數位聯合電信公司

（林玲妃，1997c）；另一方面資策會以自行投資方式，開發衍生出拓宇科技，

生產網路軟體作業系統；而資策會的 VIIT 計劃，則是發展隨選視訊上的網路會

議系統。 

4. 中華電信公司電信研究所：網路技術 

中華電信研究所每一年度支援數據分公司 HiNet 業務需求的技術工程，以

1998 年度為例，有下列事項： 

（1）完成 HiNet/Internet 全區及分區用戶預測結果。 

（2）技術支援 HiNet 網頁無線傳訊服務(Web to Air) 與電子郵件無線傳訊

服務(E-mail to Air)建設，並於 1998 年 2 月全面開放商用。  

（3）支援數據分公司，完成政府資訊網路(GSN)網管系統，於 1997 年 9 月

提供使用。  

（4）支援數據分公司，完成台灣網際網路交換中心(TWIX) 網管系統，於

1997 年 11 月提供使用。  

（5）完成 HiNet 客戶抱怨服務資訊系統(HiNet CIS)之發展，於 1998 年 5

月計有 32 部終端機在數據分公司上線使用。 

5. 經濟部技術處民間科技專案：寬頻城市 

經濟部技術處以業界科專方式，提供民營事業申請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

畫，以此方式委託力霸集團研究寬頻都市實驗計畫，總經費兩年約一億兩千

萬，並設置技術轉移與營利回饋政府規定，該計畫後結合至東豐寬頻網路科技

公司營運，提供台北與新竹地區寬頻上網服務。 

三、各種推廣措施 

網際網路產業為NII基礎建設中的要項，1997年行政院NII小組作政策指

示：「推動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應用是今後的重點工作」 (交通年鑑編輯委員會，

1996: 409；1997: 383)，並且設計了時間表推動網路相關法令修正與制定，特別

是著力在規範與保障網路交易的秩序與品質（李淑芬，1998a）；此外就高科技

產業與電子交易的發展來看，經濟的工業局、商業司、技術處也積極投入扶植

網際網路產業的工作，他們分別從軟體工業開發、電子購物系統與產業自動

化、寬頻技術與上網推廣運動、租稅減免方面投注心力，以期扶植社會各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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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網路科技的使用與研發。政府的各種推廣措施分述如下，並將業界對此措施

的爭議一併提出： 

（一）線上行政手續 

政府透過建置網際服務網的構想，將全民需求的業務放於網路上，鼓勵以

「電子洽公」方式取得公告查詢、申請表格、申辦事項的完成，節省時間與金

錢。第一種類型是公共事務中強制事宜，最著名的例子是1998年的網路報稅政

策，由行政院研考會資訊處委託中華電信處理「政府憑證管理中心」，辦理

「網路身分認證業務」，並免費贈送「安全上網、輕鬆報稅」光碟；又凡申請

者皆可獲得HiNet免費十小時上網，而且原HiNet用戶可以直接以網路認證報

稅；雖然鼓勵民眾使用網路，但卻引起民間ISP業者批評：中華電信假報稅之

名，進行銷售之實，並將競爭的ISP業務與獨佔的國家公眾業務混淆一談（李淑

芬，1998b；張秋蓉，1998c）。 

另外一種型態的推廣，是將民眾每日息息相關的資訊需求上網，譬如交通

部業務將於近三年內全部電子化，舉凡鐵路、公路、海運、空運、電信、郵

政、觀光等資訊查詢、服務登記及購票事宜，皆可使用網路完成（黃如萍，

1999a）。 

第三種型態是生活鄰近性的推廣，譬如說研考會推動「村村有電腦，里里

上網路」運動，讓村里辦公室可以提供戶政、醫療保健、稅務金融、入出境、

工商登記、警政治安、公路監理、電信、自來水、電力、瓦斯、社會福利等表

格列印服務（李若松，1998b）。然而這種大型的電子化政府建設案，卻由中華

民國視訊網路開發應用協會以「不用政府出一毛錢」訴求自研考會手中承接

（李景駿，1997c），最後由於投入過多，引發主導廠商汎凌視訊跳票，產生業

界質疑「公協會」承包政府業務是否應有規範（張秋蓉，1998h）。 

（二）網路教育及應用推廣 

行政院NII小組長期結合TWNIC、TANET進行網路的教育，特別於各縣市

設立教育網路中心，推動中小學辦理師資培訓。日前教育部更提出六十四億元

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此案為了配合擴大內需方案，特將2001年完成

的中小學連線建設提前至1999年完成，讓各校建構電腦教室與網路基礎架構；

另一部分硬體需求則是個人電腦採購案；另外六億元則是軟體採購。 

此三大採購都引起廠商間的爭議與競爭：在硬體方面，網路的路由器及專

線規格被批評為綁死規格，有為中華電信ADSL「量身訂做」的嫌疑，引起中華

民國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及直播衛星業者的強烈抨擊（羅弘旭，1998a；

1999），不過市場資訊公開也是這次引起競爭激烈的因素；在個人電腦桌上型

採購部份，台灣康柏∕迪吉多與英特爾台灣分公司在價格壓低與更改規格上，

皆使出說服的策略，意圖以低價或量身訂做方式取得中小學標單；另外倫飛與

國眾電腦也以低於成本定價向中小學市場進攻，讓其他業者倍感壓力（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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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1999ab）；而在軟體採購部份，國內十家教育軟體業者聯合召開座談會，

認為招標過程遊戲規則不明，未公告軟體採購內容，競標方式不明朗，以致傳

出台灣微軟公司將瓜分大半市場15（周瑞貞，1998）。 

對於民間的教育市場，政府介入資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為國立大

學推廣教育部開辦網際網路班，如政治大學的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另一種為透過行政院的「加強資訊軟體人才培訓方案」，由勞委會職訓局委託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結合民間業者（包括大亞、巨匠、神通、松崗、凌群、

普民、北訓電腦、晨軒科技、中美通電腦、亞太網國際）共同推動訓練計畫，

名為「資訊軟體人才培訓」，由政府補助學員學費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上課

品質由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評鑑合格才可授課（蔡金洋，1998），目前已進行至

第二梯次。 

而在民間部份，政府也研議以解禁政策來推廣教育，目前經濟部、教育部

皆同意以公司名義（電腦資訊業）開設電腦補習班，以支持三年三百萬人上網

目標（張秋蓉，1998g），不過這項措施實行之後，其收費與營利必然與政府前

兩項服務展開競爭甚至爭議。 

（三）稅捐優惠及補貼 

政府對於網路事業的稅捐與補貼、扶持優惠，從投資、集資、買賣皆有行

動：就投資優惠而言，近來經濟部草擬「重要科技事業屬於電子商務事業部份

適用範圍標準」，意使未來電子商務業者資本額五千萬元以上，且投資相關全

新機器設備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及投資計畫三年完成者可享五年免稅或股東投

資抵減租稅優惠，而此草案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高科技租稅優惠規定訂

定（曾憲文，1999）。而此優惠對象包含了電子媒體、電子型錄、交易撮合、

資料庫服務、憑證機構，也就是ISP、ICP、CA三種部門（李科逸，1999）。 

在集資方面，經濟部與電信總局皆呼籲依照科技事業模式輔導軟體業與電

信業提前發行上市或上櫃股票，另外證期會也公佈了軟體公司上市上櫃的特別

條款以資輔導，引起業者爭議（黃瑞瑩，1998；許金龍，1998）。 

在買賣部份，財政部去年表示立場，公佈「中華民國電子商務政策綱

領」，表示應維持明確的、一致的、中立的、無歧視的租稅制度，對於網路線

上購物，以數位傳輸方式交易的軟體、文件、有聲品不予課稅，而對於網路訂

購後以實體通關入境，仍依現行價格三千元以下產品免予關稅，不課徵額外的

進口稅（王駿，1998）。另外台北市政府曾以都市發展計畫為名，擬編列一億

元預算補助市民二分之一價格購買線纜數據機，或提供市民免費電子信箱、三

小時上網訓練、發行市民電子身分證（張秋蓉，1988b；楊金嚴，1998）。  

                                                

15
 另外台灣微軟公司捐贈價值一千兩百萬元的軟體，給教育部與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舉

辦萬人教師研習營活動。（張秋蓉，199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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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業界對於政府的租稅優惠部份感到滿意，但對於集資的上市規定則認

為限制過多，對於網路事業的創新性、人力資源的重要性未予重視，財政部與

證期會應放寬規定，容許以高科技產業認定標準來申請。在電子交易關稅部

份，雖然財政部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立場相同，但免關稅政策終究會鼓勵國外數

位化商品的流入，造成價格優勢影響國內代理商的營業，進一步影響其他相關

文化事業（戴豪君，1999）。而市政府補助線纜數據機購買一事，則被抨擊有

為對特定寬頻上網廠商量身訂作的優惠之嫌。 

（四）委託私人建構管理網路相關業務 

1997年NII小組設定工作目標時，政府已將行政院資訊推動小組的任務律定

為電子化及網路化政府，以及推動政府資訊業務整體委外（陳英姿，1997）。

1998年通過「政府資訊業務整體委外辦法」，就推出三卡合一國民IC卡與國稅

局稅務平台由專屬平台轉換為開放系統兩案，其軟硬體商機達新台幣一百九十

億元，其結果有助於網路化政府之成形，使民眾樂於使用網路完成洽公（張秋

蓉，1999c；1998f）。 

另外，經濟部也於1997年將「工商資料庫委外案」標給中華民國視訊網路

開發應用協會，完成之後將開放讓民眾透過網路查詢工商登記資料、免費辦理

公司登記事項。 

前三項委外案皆產生問題，主要有一共同點在於投資廠商認為無利可圖，

投入大量資本，自付盈虧，又無法指揮政府相關人員協助，以致紛紛裹足不

前。 

（五）提供技術、規格及相關資訊 

台灣發展網路科技的相關政府單位，向來都致力於引進科技知識給業界，

這些組織包含經濟部工業局、技術處、資策會、工研院、台灣學術網路、

TWNIC 等。日前較大的案子為資策會與 ADI 公司簽署技術合作協議，該公司

將協助資策會網路通訊實驗室發展 ADSL 技術。未來資策會將會與先前 CISCO

合作的成果，併同 ADI 進行一系列的技術轉移及教育訓練，將 ADSL 技術逐步

移轉給國內業者從事產品的開發製造（羅弘旭，1998b）。 

另一方面，工研院電通所與其技術及行銷合作夥伴精業公司，也進行電子

商業 SET1.0 規範研製，作為電子商業的整套解決方案。其適用的客戶包含聯合

信用卡中心、渣打銀行、上海商銀、中華生協、滾石國際、統一型錄、松崗圖

書。電通所並負責進行與其他系統相容的測試工作（張秋蓉，1998d）。 

四、調整法令架構 

政府除以現有法令管制涉及網際網路各種媒體相關產業，或以投資參與經

營的方式，直接、間接從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活動，或以各種方式推廣網際網

路使用之外，亦得推動調整法令架構，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上影響網際網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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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經營條件。例如，修改舊有法令、放寬各種傳播媒體管制規範；具體實

例則有如新近通過修正的有線廣播電視法，業已刪除舊法中關於跨媒體經營限

制，並且有限度開放外人投資經營系統。再如提供業者糾紛處理管道、採取保

護消費者權益的適當措施等，對於健全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經營環境亦有幫

助。反之，倘若政府訂定法令不當干預網際網路活動，勢必連帶影響網際網路

相關產業的正常發展16。 

另一方面，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營業活動上所需要的「框架」或「基

礎」，例如關於網路交易所需的「數位（或電子）簽章」、「認證機構」，以

及當事人之間關於糾紛發生時法律責任如何歸屬等事項，外國法制上亦有由政

府主動促成立法者17。此外，諸如我國研議中統合舊有廣播電視與電信事業

「多頭馬車」管制型態、另設所謂「單一傳播（通訊）主管機關」，以及「廣

播電視法（再）修正草案」等整體行政組織及個別管制法令的變革，如能妥善

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對於改善我國未來數位媒體相關產業的競爭環境，均將發

揮相當程度的正面作用（王郁琦、夏志豪，1999）。 

伍、競爭法上的相關議題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一方面與其他產業相同，受各種既有法律的一般規範；

在目前電子媒體特有管制法令所涵蓋的範圍內，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也同受各種

管制措施所拘束。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發展，尚以直

接或間接參與經營、補貼及各種推廣措施，並且進而調整有關法令架構等方

                                                

16
 美國即有學者主張，廢除所有對於網際網路的行政干預措施，改以普通法上（common law）

的判決先例加以處理各項私人之間的爭議；參閱 P. Huber, LAW AND DISORDER IN 

CYBERSPACE, 1997 Oxford Univ. Press；Liu（1997）對於政府不當干預的批評，亦與此近似。 

17
 例如，德國聯邦制定「資訊及通訊服務法（IuKDG）」及各邦之間簽訂「媒體服務邦際協定

（Mediendienste-StV）」的立法模式，係分別就相關活動的「個人式（individuell）」資料傳輸

（或個人通訊：Individualkommunikation），以及向公眾提供的媒體服務兩項法律領域，個別立

法的型態（請參照§2 IuKDG; §2 Mediendienste-StV）；其中，前者即就所謂遠距電子服務

（Teledienste）事業的責認歸屬、電子簽章認證及用戶資料保護等事項，訂定所謂的「框架法律

（Rahmengesetze）」，全面調整舊有法制在網際網路領域內窒礙難行的有關規定。兩部立法除

傳播技術方面的規範相近之外，大致上，仍沿襲現行區分「個人通訊」與「大眾傳播」的方

式，選擇其規範重點與管制手段。因此，參考上述立法例時，仍應注意其管制哲學（尤其，關

於媒體內容的管制及責任歸屬問題方面）。再者，德國關於電信事業的規範及市場開放問題，

係依聯邦電信法及郵電主管官署（Regulierungsbehörde）具體管制措施而定；至於廣播電視則另

由各邦立法、並簽訂邦際協定相互調和，歷來則均採取高密度管制標準，大致仍與媒體特性及

其所負公共任務等考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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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積極提供有利的產業政策誘因。以上各種管制或輔導產業的各種法令政策

及個別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干預或影響市場機能的運作。在政府立法

規範競爭秩序，藉以維繫交易的安全、保障消費者及事業經營者應有權益的市

場經濟指導方針之下，籠統而言，上述措施也可以穩定交易秩序，進而發揮相

輔相成、促進整體經濟繁榮的作用。 

然而，自競爭政策的觀點而言，這類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施行的管制

或輔導措施，或以人為方式創造進出市場障礙，致使市場機能調節產業結構的

作用無法充分發揮；或以法令強制或禁止產業的特定活動型態，阻礙交易內容

及交易方式的多樣發展；或以創造公共需求及補貼等方式提供經濟誘因，扶植

弱勢產業免於淘汰或掖助新興產業成長，因而介入社會資源依市場價格進行分

配的正常流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固然置重於這套排除、限制或調整市場機能

正常運作的措施，試圖與競爭法維持市場機能的措施相互搭配，藉以強化我國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提昇整體經濟利益，或者，加強保護既有秩序及價值，使

其不因新傳播科技的應用而遭受侵害。相對上，競爭事務主管機關所顧慮的焦

點，卻在於充分掌握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特質，適當規範人為限制市場競爭及不

正當競爭的各種活動，儘可能使市場機能正常運作、相關業者自由競爭，藉以

提昇消費者福利及資源分配效益，促進整體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參看公平交易

法第一條規定）。至於以上競爭政策目標的具體實現，則有賴主管機關及法院

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並且妥善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執法工具。 

一、公平法的適用問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掌理我國競爭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五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一條），對於事業違反公平交易行為

進行監督或加以取締，原則上仍應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或基於合法授權的行

政命令，始得約束事業足以導致市場結構惡化的有關活動、制裁破壞競爭秩序

的不法行為。就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各種活動適用公平交易法，首先將面臨我國

法令有效範圍在地域上所受的限制。其次，就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各種活動應優

先適用我國其他法律者，依法也可能排除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而不予適用。最

後，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各種活動依法應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在公平交易法有關

規定仍有其適用的情況下，不同主管機關之間如何避免權限衝突，以及不同法

律中的有關規定在具體適用上如何調和等，將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及管制主管機

關在行政實務上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適用地域範圍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涉及的營業形態之中，有就有形的實體商品及服務以

一般方式完成交易者，例如終端機及周邊硬體設備、軟體光碟等當面買賣或透

過遞送業者交貨等；再則也有在有形的實體商品之外，交易內容另有服務及無

體商品，並且需要透過一般方式完成交易者，例如派員為用戶端安裝連結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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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纜、設定終端機連線方式等（本研究以下，將兩者統稱為第一類交易型

態）。其次則有不涉及任何有形的實體商品，並且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完成交易

者，例如付費下載軟體或查詢線上資料庫等（第二類交易型態）。介於兩者之

間者，則是就有形的實體商品透過網際網路交易，卻另以一般方式完成交貨及

付款者（第三類交易型態）。至於不公平競爭或其他侵權行為「所在地」的判

斷，基本上也可以類比上述隔地交易的分類方式分別加以認定。第一類交易型

態的交易地點容易確定，與其他一般商品或服務交易之間並無顯著差異；第三

類交易型態除交易過程部分涉及電子商務的準據法問題之外，就有形實體商品

在市場上的競爭關係部分，則與第一類交易型態無異。第二類交易型態則明顯

不同於一般商品或服務交易，不但相關締約、付款等活動隔地進行，甚至，連

服務或「商品」也是在「虛擬空間（cyberspace）」中給付，交易地點很難硬性

界定於特定管轄領域之中（Liu，1997）。 

公平交易法無論其適用機關為法院或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事業請求依法保

護其權益的個別案件，從司法審判權及行政保護在空間方面的效力而言，基本

上是以我國領域為範圍（公研釋字○五四號）。在上述第二類交易型態中，由

於難以確定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是否在我國境內「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因此，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是否適用即有疑問。關於這類交易型態中「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地點的判定，根據美國各級法院處理州際網際網路爭訟事

件時所持的實務見解，可以從幾個面向上嘗試界定「虛擬空間」的所在：發送

者所在地、發送者意圖送往（purposefully directed）處所、接收者所在地，並且

輔以效果發生地為法院受理個案審判所必需的另一種牽連關係（Rosenoer，

1997）。綜合以上各種判定管轄權的標準，則下列處所之一在我國境內時，我

國法院及行政機關即有可能適用我國法加以規範：(1)事業用以記錄、處理及儲

存交易資訊的伺服器，其硬碟相關設備在物理上所存在的空間；(2)事業用以提

供資料或其他線上服務的伺服器，其硬碟相關設備在物理上所存在的空間；(3)

事業設立登記所在地；(4)事業所提供資料及其他線上服務為互動或主動傳遞型

態時，其取用者端的伺服器所在硬碟相關設備，或者，取用者藉以連線的終端

機在物理上所存在的空間。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域外行為所持的實務見解，大體與以上關於網際

網路爭訟案件管轄權的比較法觀點一致。該會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訂定、

八十七年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外案件原則」

第六點規定，該會受理涉外案件檢舉的前提之一，即在於「被檢舉人在我國域

內或域外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

響」，經檢舉人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者。在鴻海公司檢舉美商莫仕公司為競爭

目的於網際網路散布有損前者商譽情事一案，公平交易委員會雖然表示「因網

際網路之行為所引發之法律管轄權問題，國際間目前則尚未有定論」，卻也宣

示該會一貫立場：「在外國實施之反競爭行為，若對我國市場之交易秩序產生

影響，除基於國際禮讓之考慮而不行使管轄權之外，公平交易法本可對之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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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且參照上述美國法的比較觀點，直接處理該案的實體相關問題。至

於我國法院及行政機關介入域外案件能否實際發生作用，固然執法者實際上勢

必一併加以考量，理論上卻已經屬於法律規範的實效性問題，並不影響法律規

範在適用上的效力範圍。 

從市場競爭規範的立法政策觀點出發，則以上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並非單

方面擴張我國公平交易法的適用地域範圍。參考德國及歐洲聯盟各國所採行的

法制建構模式，則致力於各國競爭法制的調和，或推動以國際及區域組織形式

處理跨國經濟活動，方能徹底化解各國法律之間的衝突、袪除事業規避法律的

誘因（Emmerich，1994）。關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營業活動規範，歐美各國

政府也逐漸形成類似的共識；法理上的分析，也大致指向調和各國相關法律的

終極目標（Liu，1997）。 

（二）除外適用領域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從事的各種營業活動，依上述標準判定基於地域關聯

應適用我國法律之後，就競爭法的觀點而言，隨之而來的問題將是公平交易法

如何與我國其他法令 － 尤其，有關媒體管制的行政法令 － 相互配合的問題
18。公平交易法原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

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新近修正後的第四十六條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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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之規定」。本條揭示我國競爭法與其他管制法律彼此之間的適用關係，對

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及其所從事的各種營業活動，也應該依相同原則加以處

理。 

準此，則以上第四章第一節所述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受法定管制範圍內，

如果該法就事業之間的競爭關係另依產業特色設有規範時，則依其法定標準及

法定程序所為的營業活動，即不應再受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所拘束。因此，

「其他法律規定」中另行設訂替代一般市場競爭的管制架構時，就應該依據該

項規定，不再適用公平交易法與這類管制規範不相容的有關規定；至於與「其

他法律規定」的管制規範相容的公平交易法規定，則應該仍在適用之列。亦

即，除非法律設有明文規定，否則，在法理上不宜採取「集體排除」的方法，

處理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在適用上的競合問題（黃茂榮，1993）。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規定」之間在適用上的競合關係，在智慧財產權

的行使上原就有較為細緻的劃分標準。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照著

                                                

18
 倘若堅持網際網路由參與成員「自律」的精神，則甚至所有立法及行政干預措施均不應強加

其上。然而，比較法上較為務實的「解除管制」理論，仍主張至少必須以一般民事或刑事法律

加以規範；以美國為例，則援用普通法上的判決先例，逐步建構適於網際網路的法律規範模式

（Hub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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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亦即，

關於智慧財產專有權利的行使，唯有「正當行為」始排除公平交易法有關條文

的適用。至於「正當行為」在個案上如何認定，是否依公平交易法整體立法目

的或個別規定，例如第十條第三款、第十九條第二款等規定的「正當」加以解

釋？抑或分別依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的整體立法目的解釋？關於後一種

解釋標準，專利法第六十條規定，則反而有扣合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的解釋可

能。根據該條規定，發明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契約中訂有限制受讓人交易自由的

約定事項，「致生不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在該條的文義範圍內，已經

提供專利法與公平交易法相互參照的法理基礎；就競爭法的角度而言，執法機

關及法院適用公平交易法，即可依據該法整體立法目的解釋專利法上所稱「公

平競爭」的意義，審理專利事件的法院就此則應該尊重其他機關在競爭法上的

判斷。 

上述處理方式能否擴張至所有專利法上相關爭議，甚至，援用在無類似明

文規定的著作權法及商標法上相關爭議？就此，則可能有從「明示其一，排除

其他」的「反對解釋」觀點加以否定，也可能利用類推及目的解釋的觀點加以

肯定。至少就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立場而言，肯定見解顯然比較具有說服力。準

此，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行使智慧財產上專有權利，其行為以妨害競爭為目的

或其行為效果有損於競爭秩序時，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即不得排除公

平交易法有關規定的適用；關於行使各項智慧財產權行為在必要範圍內，則仍

可援引為免除公平交易法上取締措施的「合理」原因（黃茂榮，1993）。美國

最近因電腦作業系統附掛瀏覽器所引發的反托拉斯法爭議，聯邦及各邦司法部

控訴微軟公司所採取的法律見解，即傾向於以反托拉斯法認定微軟公司濫用智

慧財產權行為的違法性。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各種營業活動涉及智慧財產權者不

少，美國微軟案的發展將提供我國執法機關在法制比較上的重大啟示。 

此外，相對於上述同一事項同時成為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規範對象，依

法排除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不予適用者，尚有所謂「自始不受公平交易法適用

（規範？）」的類型，亦即「主體不具備公平交易法上各該規定」，「或在客

體方面因其法律關係不屬於私法關係」而不適用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的情形

（黃茂榮，1993）。從該法第二條規定對於各條行為主體「事業」的界定，以

及第四條規定對於該法核心概念「競爭」的定義，則國家以公法主體及機關的

組織形式，或基於公權力所做成的行政行為，原則上即不適用公平交易法有關

規定（公研釋字○三四號）。細究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卻可以發現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為該法判定適用主體的重要標準，公法或私法組

織型態反倒在所不問。對此，國內學者遂有援引德國法上的觀點，認為應從國

家是否與其他事業處於「競爭關係」決定有無競爭法的適用者；唯有國家不以

競爭條件提供給付時，方屬於真正自始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的情形（黃茂榮，

1993）。我國政府積極參與、輔導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發展的各種措施，基本上

也應該依此要領，判定有無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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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疊適用問題 

對於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與其他法律相關規定均有適用的同一事項，倘若

兩者所訂的法律效果彼此矛盾，勢必造成受規範主體在採取適法措施之際的困

擾，從而抵銷相關規定所設定的規範功能、妨礙個別法律立法目的實現。這類

問題，在競爭法與電子媒體管制法令之間就相當明顯（石世豪，1996；石世

豪，1998）。縱使在立法目的與公平交易法較為接近的其他法律中，個別規定

的具體適用結果也未必完全不影響公平交易法應有的規範功能。例如，為保障

消費大眾的權益、使其不受業者不當定價措施所侵害，（舊）有線電視法第四

十六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與訂戶訂立書面契約，依法載明收費標準、調整費用

的限制及基本頻道數等事項，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則規定系統經營者應申報

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的價格管制規範。消費者保護法對此，除第十

一條至第十七條規定就定型化契約設有規範之外，只有一般性的消費者爭議處

理規定如申訴與調解（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六條）及消費訴訟（第四十七條至

第五十五條）；實務上擴張解釋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八條關於行政監督範圍的

見解，在法理上則有逾越法條文義範疇的疑慮。 

以上兩部法律中所提供的消費者保護作用，與公平交易法關於獨占事業的

監督、聯合行為的禁止，以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等在適用對象上極可能發

生重疊。至於介入干預事業活動型態的手段，（舊）有線電視法有關規定，是

在法定分區寡占的架構下進行價格監控；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規定，則是透過調

整契約效力及強化民事程序修正既有民事法律體系。前者是以經濟管制的手

段，遂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產業的監督與控制；後者則是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在例外事例上以強制規範調整私法上的實體關係，再輔以程序法上提升弱

勢當事人地位的措施。嚴格而言，以上兩套法律干預措施均與公平交易法有所

不同：消費者保護法在尊重私法自治的範疇內，容或與公平交易法維護市場競

爭機能的立場一致；（舊）有線電視法所預設的經濟管制觀念，則無論在法制

運作基本邏輯或具體管制措施上，均與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有所扞格（石世

豪，1998）。因此，在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律就同一事項均有適用的情況下，

如何化解個別法律效果及主管機關干預措施之間的衝突、提高個別立法政策目

標之間的最佳實現（石世豪，1996）。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涉及的管制法令繁

多，其中最具關鍵性的電信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又採取極高密度的管制架

構，第二類電信事業也必須接受主管機關廣泛的監督（參看第十二條至第二十

九條）；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更應注意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溝通，藉

以避免不必要的權限衝突，致令相關業者無所是從、抵銷個別法律所應有的規

範功能。 

針對以上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固然應該妥善運用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會商各該部會謀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該會也可以根據同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款規定，及早參與其他管制法令制訂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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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決策機關納入該會基於競爭政策所提出的見解。 

二、市場界定 

關於市場界定問題，以我國公平交易法中各項規範具體適用上的角度觀

之，雖然僅於第十條規定關於獨占事業監督，因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對於獨占的

立法定義，明文採用「特定市場」為認定事業「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

性地位」的標準，所以在同條第三項規定遂界定「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

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就法條規定的字面解釋意義，似乎

該項規定僅適用於第十條所規定的獨占事業監督之上。然而，細究該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關於結合管制門檻主要以市場占有率為要件、第十四條規定所禁

止的聯合行為限於第七條規定所稱「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以及第十九條第三款與第四款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等均以「競

爭」為規範要件，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所定義的「特定市場」概念，從體系解

釋的觀點而言，就必須適用在以上所列舉各項規範之中。按諸競爭法一般觀念

與公平交易法第一條、第四條規定，「特定市場」及其中所蘊涵的「競爭」概

念實則為貫串整部法典的關鍵思想。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及其所從事的交易

活動，適用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加以規範之際，自然也不例外（Liu，1997）。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從事的營業及交易活動牽涉甚廣，就生產面而言，其

實並非單一產業概念所能涵蓋；就消費面而言，個別商品與服務之間未必均有

可替代性，很難籠統概括在公平交易法意義下的某一個「特定市場」之中。根

據競爭法上的一般理論，為確定第五條第三項所規定的「特定市場」，首先可

以透過事業之間據以從事競爭的「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劃定所謂的「相關產

品市場」。由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應用的設備與技術不斷更新，網際網路上

所提供的資訊服務則無論內容、形式及交易條件皆變化快速，個別服務的供給

或需求彈性隨之有異、「相關產品市場」不免因而頻頻轉變（Liu，1997）。除

上述僅於「虛擬空間」中所進行的交易，特別凸顯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相關

產品市場」難以界定的問題之外，其實，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從事的交易一旦

涉及有形的實體商品，或仍沿用一般交易及給付的方式，均在一定程度上與其

他一般產業的「相關產品市場」具有類似特徵，因而可以援用各國競爭法上歷

來認定「相關產品市場」所採行的各種標準。 

「特定市場」的另一個面向，則是透過事業「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所

劃定的「相關地理市場」。與「相關產品市場」的情形相似，網際網路相關產

業所從事的交易一旦涉及有形的實體商品，或仍沿用一般交易及給付的方式，

就可以援用各國競爭法上歷來認定「相關地理市場」所採行的各種標準。具體

認定「相關地理市場」特別困難的案件類型，也將發生在完全在「虛擬空間」

中進行交易的商品或服務之上（Liu，1997）。以有形的實體商品而言，理論上

係以主要銷售範圍界定其「相關地理市場」；競爭法實務上，則通常以全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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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劃定商品市場的地理範圍，僅於例外考量運輸成本（例如混凝土）、商品耐

久性（例如已作切割處理的鮮花），以及地方特殊需求（例如報紙）與取用的

便利性（例如零售業）等因素下，始另外劃定地區性商品市場（Emmerich，

1994）。 

處理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市場界定問題，就競爭法的一般理論而言，其核

心觀念仍然在於個別商品或服務之間的競爭關係（Liu，1997）。由於個別商品

或服務之間的競爭關係並非固定的抽象概念，將隨著個案中的不同條件而具體

變化；因此，姑且不論實際操作上所面臨的各項難題，嚴格就競爭法以商品或

服務在需求面上替代性為主要標準的觀點而言，事前抽象劃定其「相關產品市

場」或「相關地理市場」的處理方式其實並不妥當。在具體落實我國公平交易

法相關規定的前提下，比較可行的方法應該仍是回歸各條法定要件的解釋及認

定，透過個案經驗的累積、整理及類型化，漸次發展出符合個別商品及服務市

場特性的各種判別標準。 

三、獨占事業監督 

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事業的監督，僅限於禁止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的各種

行為（參看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由於該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將獨

占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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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第十條第二項更明文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期公告之」；因此，實務上監督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的各種行為之際，除必

須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實質認定事業的獨占地位之外，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則

尚應事前就此在形式上加以公告19。反映在公平交易委員會監督獨占事業的實

際情況上，則可以發現：第十條第二項關於公告的規定，已經明顯限制同條第

一項規定的適用可能性。由於立法院已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通過的公平

交易法修正條文中，依行政院送請審議草案刪除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此後公平

交易委員會審查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行為的主體要件，勢必回歸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的實質判斷標準之上。 

其次，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中，除關於濫用市

場地位行為的要件外，尚有「不公平之方法」、「不當」及「無正當理由」等

評價性要件，適用上尤其應該注意個案中的利益衡量問題（莊春發、吳秀明，

1997）；就體系解釋的觀點而言，適用同條項第四款概括規定之際，也應該以

相同方式評定獨占事業的行為是否已屬「濫用」。質言之，獨占事業阻礙其他

事業參與競爭、定價、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以及其他利用其市場地

位，因而實施其他事業在價格機制約束下難以企及的各種行為，並非當然違反

                                                

19
 以上兩項規定之間的關係如何，對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的適用範圍有何影響，在法理上容有

爭論的餘地（黃茂榮，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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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上述規定，仍應就事業經營常規、事業所提合理抗辯事由及保護法

益之間的利益權衡等，具體判定個別行為是否「正當」或「公平」。根據上述

競爭法上的一般分析，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倘若被認定為獨占事業，則其外觀上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的行為，尚應考量產業內特殊市場結

構、交易型態，並且對於這類行為所造成當事人間的利益變動加以權衡，始能

具體認定其行為的違法性。 

四、結合及聯合行為規範 

公平交易法基於市場結構考量所為的管制措施，主要透過結合及聯合行為

有關規定具體適用於個別案件之中。其中，在現行法下的結合管制架構，係於

第六條規定結合的意義及類型，於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申請許可的門檻標

準，於第十三條規定對於違法結合的禁止及解體處分，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十

二條規定則規範公平交易委員會受理申請、決定核駁與否的期間及實體要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中，除第三款規定以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為

管制門檻，相對上比較容易認定之外；其餘兩款均以市場占有率為事業應申請

結合的判斷標準，適用上將面臨以上第伍之二所述的市場界定問題。此外，立

法院新近修正公平交易法之際，已刪除舊法第十一條第二項關於「市場占有率

達五分之一之事業」定期公告的規定；對照上述關於獨占事業監督的實務經

驗，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斷參與結合事業是否已達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門

檻」標準，將更有依個案情形具體認定的彈性空間，不必再拘泥於以年度銷售

金額為主要判斷標準。 

關於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經申請未獲許可的事業違法結合，公平交易

委員會固然均得依第十三條第一項後段規定為解體處分，並且依同條第二項規

定以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等強制手段加以貫徹；但是，鑒於上述措

施對於個別事業及整體經濟的衝擊，在行政行為應符合「比例原則」的考量之

下，將限制各項強制措施實際發動的可能性。公平交易委員會比較可能具體採

行的措施，應係較為程序性與較不涉及結合對市場結構影響的實質判斷者，例

如：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禁止事業實施結合，以及命事業補提結合申請，並

且對未遵期補提申請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連續處罰。一旦面臨是否採取解體處

分或許可結合申請等決定，由於涉及競爭政策執行上較為實質層面的判斷，無

論在現有資料的蒐集、對市場結構與整體經濟未來影響的預估，以及各種相關

利益之間的取捨與權衡等問題，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複雜性及其快速轉變的特

質，均將成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作業上的嚴格考驗。 

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係採取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的管制模式。

由於現行法第七條規定所定義的聯合行為，限於「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

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

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因此，該法第十四條本文規定所禁止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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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僅以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之間所為者為限。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更明文將聯合行為限定在「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

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在後者的限制之

下，則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市場地位，始符合「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的要件。 

將上述規定適用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及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則其中純

粹透過「虛擬空間」所進行的交易活動，由於其市場進入障礙較低、「相關地

理市場」較不確定，其彼此之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合意，因而較不易被認定

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所禁止的聯合行為。至於所從事的交易涉及有形的

實體商品，或仍沿用一般交易及給付方式的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由於其交易型

態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產業內的情形類似，應可援用歷來認定其他產業內聯合

行為所採行的各種標準。今年十月間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法院審理微軟案之際，

引發關於電子郵件可否成為訴訟證據的問題，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為聯合行

為時「合意」要件的認定，在實務上也有相當的啟示意義。 

此外，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從事市場交易活動，由於網路接續、網域名稱、

通訊協定、資訊交換等技術上相互支援的必要，往往彼此之間相互協議共通規

格、標準及各項管理規範，就此，固然應儘可能依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但書第

一款規定從寬處理。然而，由於我國法上對於聯合行為除外規範採取申請許可

制，對於相關產業不免平添營業上的困擾。因此，主管機關應考慮適當簡化申

請手續、加速許可審查作業，並且適時提供相關說明，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

預。 

五、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問題 

公平交易法上關於各種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定相當龐雜，主要有如第十八

條、第十九條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以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

關於仿冒、不實或引人錯誤等不正當競爭活動的規範兩大類20；第二十四條規

定則補充各條所無法個別明確規定的不公平競爭情形，預留實務上另依不同案

件形態逐步類型化的彈性空間21。至於第二十三條有關多層次傳銷的規範，新

近修正增列的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四，已將原「多層次傳銷管理辦

                                                

20
 以上分類方式，大致與黃茂榮，前揭註所引文獻相似；然而，關於「多層次傳銷」的管理規

範，是否可以歸入「不誠實的競爭行為」規範之中，由於尚涉及參加人本身所抱持的自利動機

與群體心理，未必均因多層次傳銷事業提供「不誠實」的訊息參加其中，因此，本研究則認為

不宜就此驟下結論。 

21
 公平交易委員會早在民國八十二年底第 117 次委員會議，即決議認為第二十四條係不公平競

爭行為的概括規定，其補充規範者甚至不以同法第三章的規定為限，對於第二章明文規定所無

法涵蓋的事項，亦得透過第二十四條規定加以補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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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五條有關規定納入，形成公平交易法中相當獨特的一環22。 

公平交易法上述規定中，第十八條主要以排除維持轉售價格約款效力的方

式加以規範23；第十九條第二款至第六款均包含「不正當（無正當理由）」的

評價要件，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規定則屬於涉及侵

害其他事業的不法行為類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禁止者為散布有害交易相對

人或一般消費者的交易訊息，第二十四條規定則統合以上各種類型，另以「欺

罔」「顯失公平」概括其不法行為態樣。在個別產業中，「不正當」、「顯失

公平」或「（不法）損害特定事業」等行為，如何與「正當」或「公平」的競

爭行為相互區分，實有賴深入該產業及相關市場交易常規，始能適當加以判

斷。至於「混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及「欺罔」等要件，亦需視個別

產業及相關市場上對於交易資訊的需求情形（可辨識、完整及正確程度等）而

定。 

由於網際網路發展快速，商業應用型態及相關市場條件不斷變動；同時，

在使用者之間，仍保留部分早期非商業性應用的使用習慣，諸如「資源共享」

及相當程度的自律等，與其他產業或社會生活領域內受法律所規範的情形不盡

相同。因此，就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參與市場交易，如何判定其個別行為究竟是

否「公平」或「正當」，不宜全盤套用競爭法適用在其他產業上所累積的經驗

（Liu，1997）。從競爭政策的角度而言，將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活動區分為具

有營利性質及非營利性質兩大類，則後者可以透過承認網際網路既有自律事實

認定其「公平」或「正當」24。至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營利性活動，則可以

參酌公平交易法適用於其他商品或服務市場的經驗，再考量網際網路在技術面

上「既合作又競爭」的特性，具體判斷個別交易行為是否「公平」或「正

當」。至於業者提供交易資訊應有的完整及充分程度，則應視個別資訊對於交

                                                

22
 對照公平交易法第二章及第三章各條規定，則多層次傳銷管理難以歸入「濫用市場地位」、

「惡化市場結構」、「限制競爭」或「以不正當手段從事競爭（以致競爭者受有損害）」，亦

未必損及「消費者利益」，因此，其立法方式原即與比較法制上所謂「反托拉斯法」、「卡特

爾法」及「不正競爭法」的規範有所不同。 

23
 雖然，第十八條已於最近修正時刪去日常用品除外及其公告的規定（舊法第二項），公平交

易委員會介入的必要性似已降低；然而，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仍得限期命

事業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24
 當然，透過公平交易法第四條關於「競爭」概念的定義規定，補充解釋第十條至第二十四條

所規範「行為」應包含「交易」成分，則網際網路中各種非營利性活動，將不易成為各條所規

範的對象。以上處理方式，將在發動杯葛或贈送活動中發生問題；因為，即使個別杯葛或贈送

活動本身並不牽涉「交易」，其目的或效果卻往往對於市場競爭發生極大的影響。電腦業界內

流行贈送作業系統（OS）軟體，以及網際網路上軟體業者提供免費軟體的「非營利」活動，卻

正是美國審理「微軟案」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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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重要性、使用者自類似管道取得參考訊息從而檢證交易資訊的難易程度

等，參考公平交易法適用於其他商品或服務市場的經驗，具體加以判定25。 

六、執法工具與競爭政策的配合 

公平交易法新近修正重點之一，即在於調整主管機關執法的工具：第十條

刪除舊法第二項「定期公告」獨占事業的規定；第十一條刪除舊法第二項「定

期公告」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事業的規定；第十六條增列命事業「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的規定；第十八條刪除舊法第二項「公告」例外容許限制轉售價格

「日常用品」的規定；第三十五條就獨占、聯合及仿冒行為刑事制裁，增列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

或類似違反行為」的要件；第三十九條亦將舊法「經中央主管機關命其停止而

不停止者」，仿第三十五條修正方式詳列所謂「行政先於司法」的取締要件；

第三十七條將散布不實行為改為告訴乃論之罪；第四十一條規定除增列「命

其…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外，並且規定第一次即可「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兩

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未遵循停止或改正命令者連續處罰額度，則隨之調高

至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第四十二條配合第二十三條修正，並仿第

四十一條修正規定加強取締措施。 

以上修正，業已排除公平交易法歷來執法上的幾項重要障礙26，並且在授

權法律規範上，強化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執法工具。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實

際執法過程中所需要的事實面基礎，例如充分的產業資訊、個案調查及資料分

析能力，以及專業人員、設備等在量與質上所能提供的支援等，均難以在短期

之內迅速補強。面對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無論在技術、市場結構及交易型態各方

面皆迅速變動的局面，公平交易委員會能否適時介入以維護其應有的市場秩

序，並且及時透過適當的執法工具防止不正當交易型態氾濫，將成為該會面對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活動時的最大挑戰。尤其，提供網際網路資訊傳播基磐的電

信事業，在我國長久以來均為公營獨占的經營型態，逐步開放民間參與經營、

甚至自廣播電視等部門起漸次引進國外資本的過程中，舊有獨占事葉的轉型、

                                                

25
 公平交易委員會 84.3.22.(84)公壹字第○一九三三號函「金融機構要求支票存款戶須留存定額

餘款之資訊揭露問題」，84.6.20.(84)公壹字第○四五四八號函「購屋人於預售屋買賣契約前充

分審閱契約之權利」，84.12.4.(84)公壹字第○九四九○號函「建商應於房地產買賣契約中載明

各共有人所分配之公共設施面積或比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

原則」第十一點，以及 85.12.24.第二六九次委員會議修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原則」第七、八兩點等，可以參考。 

26
 尤其，第十條第二項關於獨占事業公告的規定，幾乎已令同條第一項禁止濫用獨占地位的規

範形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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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範的調整，以及過度預期所引發的短期激烈競爭表象，在在增加公平交

易法執法的複雜性及困難度。 

網際網路在我國係由政府各單位所合力催生，迄至目前為止，甚至在可預

見的將來，各級政府與各種政府直接、間接參與的公私機構及各項計畫，仍將

繼續影響網際網路的具體運作及其發展。因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一方面可以

向嫻熟網際網路事務的相關單位請求協助，藉以補強上述執法工作在資訊、專

業知識及實務經驗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對於相關公私機構介入市場交易活

動、影響競爭秩序的行為，卻又必須依法適當加以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對於以正式行政組織型態行使公權力的機關固然有所適用；對於實

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的公營事業，亦應依法加以監督，必要時甚至

加以取締，藉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對此第四十六條規定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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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市場競爭規範尤其深具意義
27。 

 

陸、結語 

網際網路的急速發展，不僅促使資訊硬體與軟體工業產值攀升，通訊

與電信產業也因網際網路衝擊，在技術整合的帶動下，全球資訊、通訊市

場顯現龐大商機成為眾所注目的焦點。另一方面，網際網路對於各種

「舊」媒體的衝擊，亦將隨傳播科技的合流發展而逐步擴大、深化，甚至

進而動搖現有媒體管制規範、重組相關媒體市場秩序，徹底改變既有媒體

相關產業的經營條件與交易型態。 

我國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施行的各項監督或輔導措施，自始即未

劃規單一或特定主管機關統籌負責，政策推動手段及執行機制也呈現繁複

而多樣的型貌。相對於公平交易法就事業活動的市場結構面向及行為面

向，乃是基於競爭政策的目標加以規範，政府各機構直接或間接、命令強

制或經濟誘導等各項監督及輔導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干預市場機

能，從而影響業者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此外，政府除以現有法令管制涉

及網際網路各種媒體相關產業，或以投資參與經營的方式，直接、間接從

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活動，或以各種方式推廣網際網路使用之外，亦得推

                                                

27
 關於第四十六條適用上的說明，參閱本文以上第伍之一，第 2.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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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調整法令架構，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上影響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經營條

件。 

自競爭政策的觀點而言，這類對於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所施行的管制或

輔導措施，或以人為方式創造進出市場障礙，致使市場機能調節產業結構

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或以法令強制或禁止產業的特定活動型態，阻礙交

易內容及交易方式的多樣發展；或以創造公共需求及補貼等方式提供經濟

誘因，扶植弱勢產業免於淘汰或掖助新興產業成長，因而介入社會資源依

市場價格進行分配的正常流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所需要

的事實面基礎，並未因此次修法強化其執法工具而隨之補強。面對網際網

路相關產業無論在技術、市場結構及交易型態各方面皆迅速變動的局面，

公平交易委員會能否適時介入以維護其應有的市場秩序，並且及時透過適

當的執法工具防止不正當交易型態氾濫，將成為該會面對網際網路相關產

業活動時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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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of the Internet 

And Ruling Issues in the Competition Law 
 

 

《Abstract》 

 

In the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the Internet is not a medium, rather, it represents 

certain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media. Thanks for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n open 

system, the Internet further facilitates transmission of enormous information on a 

multi-media basis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law with its 

segmentation in the legislation can thus provide no appropriate regulation framework 

for the Internet. On the other hand, industrie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et-related 

businesses, stemmed out of different trade environments, do enjoy different prosperity 

chances and exercise quite diverse practices. How will all these properly treated in the 

competition law? This article aims to find out the answer to each related issue in this 

resp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