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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不斷演化蛻變，歷經「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與「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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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系統」等不同發展階段，迄至「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通過，解除系統業者跨

業經營電信的法定限制，「衛星廣播電視法」另就頻道業者設立規範，以及兩部

法典內增設、調整其他細節規定，法律規範架構與產業結構現況之間的落差終究

得以拉近。 

在有線電視法制遞變轉型的同時，電信自由化政策伴隨公共電信體制的「經

營與管理分離」，以及開放民間參與經營行動通訊業務、固定通訊業務、電路出

租業務與各種加值服務，4C 整合的嶄新市場結構正在逐漸成型。在有線電視產

業漫長曲折的演變歷程，正逐漸融入 4C 整合的發展趨勢之際，被視為一般性市

場競爭規範的公平交易法將如何適用於其上，本研究以下將自通訊科技、產業經

濟及法律規範等不同面向，對於相關議題進行初探。 

 

壹、導論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不斷演化蛻變，歷經「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與「播

送系統」等不同發展階段，終於轉型為正式依法核准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然而，就在部分申請正式許可的業者尚以「籌設」名義經營之際，積極開

發「機上盒」等技術以推展雙向通訊的系統業者已經出現，「寬頻網路」似乎日

漸取代多頻道電視，成為業者向收視大眾促銷的產業形象。 

另一方面，規範有線電視產業活動的法律體系與政府管制措施，也隨整體法

治環境變遷而不斷演進。解除戒嚴之前，「廣播電視法」兼及影音訊號的無線及

有線傳輸型態，主管機關則依含糊的許可程序規範實際阻斷新進業者合法參與經

營，僅透過行政命令局部開放「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立，

並且多次強力取締未依法取得營業許可的「第四台」業者。國內外各方力量促成

「有線電視法」通過立法，表面上，似乎就此將有線電視產業管制架構法治化；

其實，法律公布施行數年之間，仍舊以「暫行管理辦法」為管理系統業者的主要

規範依據，頻道業者則歸入「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依舊法加以規範。 

迄至「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通過，解除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的法定限制，

「衛星廣播電視法」另就頻道業者設立規範，以及兩部法典內增設、調整其他細

節規定，法律規範架構與產業結構現況之間的落差終究得以拉近。在有線電視法

制遞變轉型的同時，電信自由化政策伴隨公共電信體制的「經營與管理分離」，

以及開放民間參與經營行動通訊業務、固定通訊業務、電路出租業務與各種加值

服務，4C 整合的嶄新市場結構正在逐漸成型。 

在有線電視產業漫長曲折的演變歷程，正逐漸融入 4C 整合的發展趨勢之

際，被視為一般性市場競爭規範的公平交易法將如何適用於其上，本研究以下將

就通訊科技、產業經濟及法律規範等不同面向進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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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4C 整合下的有線電視產業 

 

一、"4C"產業及其整合 

關於一般所謂的 4C 產業，根據相關文獻上的說法，固然有著重其論述焦點

而分別以「（通訊∕）傳播」（Communication）、「內容」（Content）、「社群

（Community）」等面向，定義經由傳播科技與產業匯流（Convergence）相互融

合的不同生活領域者。本文研究焦點既然在於我國產業在整合過程中的競爭規範

問題，因此，直接以國內目前相關產業活動現況為準，將所謂 4C 產業界定為：

cable（有線電視產業）、 telecommunication （電信產業）、computer network

（Internet，網際網路相關產業）、E-commerce（電子商務相關產業）四者。本研

究關於 4C 產業之間的分類方式，有如下圖所示。 

 

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路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

網際網路

網路服務業者

網路接取業者 網路內容提供者

B to C

E-commerce

B to B

E-commerce

電子商務

電信產業

 

 

在上圖中所標示的各項產業，依其在國內的發展現況，分別為： 

（一）「有線電視產業」：包括「系統經營者」及「頻道供應商」。「系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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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核准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或正依法申請籌設之中者1，

例如，台北市中山區內的「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即屬之；此外，依舊

有線電視法第六十九條與「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2，原「第四

台」與部分「共同天線業者」繼續經營者，中央主管機關（新聞局）與公平交易

委員會則以「播送系統」稱之。至於「頻道供應商」，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

第四款規定，即指「以節目及廣告為內容，將之以一定名稱授權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播送的供應事業」而言，業者除了自行製作或組裝頻道節目之外，也有代理國

內外其他節目供應業者組裝完成的頻道節目，前者例如經營 TVBS 頻道家族的年

代企業集團，後者例如代理 HBO、Cinamax 等電影頻道的世代公司3。 

（二）「電信產業」：為方便與「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區分起見，本研究在此

採取比較狹義的界定方式，用以專指第一類電信事業而言，亦即「設置電信機線

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4；依國內電信產業目前營運及開放申請設立的情

況，可以再區分為：經營綜合網路業務（含市內、長途及國際網路業務）的電信

事業，例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申請許可經營電路出租業務的第一類

電信事業（目前開放申請中）5。 

                                                 

1
 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條第二條第一款定義，「有線廣播電視」係指「以設置纜線方式傳

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則指「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路及包

括纜線、微波、衛星地面接收等設備」。 

理論上，線纜（cable）既可以是「有線電視」，也可以是「有線廣播」，甚至以線纜設備進行

資料傳輸，「有線廣播電視法」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後，在法律用語上改採比舊

「有線電視法」更為廣義的界定方式，所謂「有線廣播電視」的相關營業活動，在法律上並不限

於「有線電視」一項。然而，國內提供線纜傳輸影音服務的業者，迄今仍以視訊節目（vedio 

programming）為招攬訂戶的主要營業事項，有線音訊傳播服務業在一九八○年代末的台北市曇

花一現之後，即未再受到各界注目；相關處分案件，參閱：行政法院 80 判 1378 號判決。因此，

本研究於是沿用國內歷來的名詞使用習慣，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統稱線纜系統經營者，不

另外探討「有線廣播」系統經營者的相關問題。 

2
 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大體仍延續「暫行管理辦法」的規範架構。 

3
 舊「有線電視法」規範架構下的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結構概況，並請參閱：施俊吉、石世豪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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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平會八十七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十，頁 11 以下。 

4
 參照電信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5
 根據「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電路出租業務屬於固定通訊業務的一種，

其內容為「經營者出租其所設置不具交換功能之網路傳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同條

項第五款規定）。 

該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以申請時已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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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包括 1.網路服務業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即提供網路傳輸骨幹的第二類電信事業；2.網路接取業者（IAP：Internet 

access provider），即提供使用者連線上網服務者，目前國內大多數 ISP 皆同時兼

營 IAP 業務，例如 Hinet 與 Seednet；3.網路內容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即製作網站，整理資訊，供大眾使用者，例如中時電子報6。 

（四）「電子商務」相關產業：「電子商務」由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則所涉

及的交易活動與產業類型極為繁複多變，本研究所關注者，則僅指經由網際網路

技術所進行的商業交易行為。其中，大致又可以區分成 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電子商務，即企業之間所進行的電子商務，以及 B to C（business to 

consumer）電子商務，即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所進行的電子商務兩大類7。 

至於以上四大產業彼此整合的發展方向，目前固然已經透過業者所推動的市

場活動而漸露端倪8；未來 4C 整合之後所呈現的具體形貌如何，本研究首先簡化

各項複雜因素，概略鉤勒出一套靜態的架構圖： 

 

4C 整合架構圖： 

                                                                                                                                            

公司並已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公用事業為限。前項所稱公用事業係指下列事業：ㄧ、電力事

業。二、大眾運輸業。三、石油業。四、自來水事業。五、天然氣事業。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七、其他經交通部認定為公用事業者。」由此可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得依法申請電路

出租執照，成為第一類電信事業。 

6
 迄至民國八十八年初我國網際網路相關產業概況，並請參閱：施俊吉、羅昌發、石世豪（1999）：

《網際網路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會八十八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一，頁 26 以下。 

7
 關於電子商務的定義及其發展概況，並請參閱：羅昌發、施俊吉、劉靜怡（1999）：《電子商

務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會八十八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二，第貳部分。 

8
 一般性的介紹，參閱：Baldwin/ McVoy/ Steinfield（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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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線電視產業」之中，依系統業者的營業項目而言，主要在於通路

接取（access）部分，讓訂戶（subscriber，圖中循電腦及一般家電使用者，統稱

為 user）藉此接取網路基磐所在的傳輸平台（platform），接取衛星、無線或固定

通信網路以便進行單向或雙向通訊。各種服務（Service：含內容 Content 與電子

商務 E-commerce )則由其他業者（例如頻道供應商提供節目視訊服務），以適當

的方式（例如頻道供應商利用衛星下鏈訊號）傳送到傳輸平台，再以適當的接取

方式（例如系統業者所使用的同軸線纜或混合光纖網路）提供予個別使用者（例

如有線電視訂戶收視頻道節目）。另一方面，由於業者也必需取得適當通訊網路

以接取傳輸平台，所以，從換一個角度來看，提供各項服務的業者也是某種意義

下的使用者，必須付費予經營傳輸平台及提供接取服務的其他業者，由此而維繫

整體通訊網路營運上所需的資本基礎（包括軟應體設備的投資、管理維護成本

等）。 

基於以上理解，則有線電視、電信、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相關產業之間的區

分現況，在 4C 產業整合下的靜態關係架構將有如下圖所示： 

Platform Access User

業者

業者

業者

Service

電信

Cable

Internet

E-commerce

platform access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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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在上圖中，並未標示有線電視頻道供應商與網際網路內

容提供者（ICP）所應有的地位；概略而言，由於兩者涉及「節目」或「內容」

等繁複多變的資訊品質，前者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性質比較近似，後者則

與電子商務比較接近，大體都可以視為透過 4C 通訊基磐所提供的特定服務型態
9。此外，電信業者透過市內電話、行動通訊與各種加值網路（VAN）等適當的

通訊網路及終端設施，也可以直接連接一般用戶或企業用戶，就此，電信事業也

是一類極為重要的接取業者。 

本研究以下，將從上述 4C 產業之間的靜態關係架構出發，分別從技術面及

市場面，探討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路徑及業者所可能採取的策略。 

 

二、有線電視進入 4C整合的路徑：技術面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轉型為網際網路相關產業中的網路接取業者，可以藉由

網路升級為同軸光纖混合網路（HFC 網路）的方式達成；其技術上的配合措施

大致如下：在系統頭端部分裝設纜線數據機終端系統（CMTS），訂戶終端則安

裝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連接 HFC 網路，藉以提供寬頻上網的服務，與透

過傳統電話撥接方式上網的網路接取業者相互競爭。由於 cable modem 的訊號傳

送速率遠高於使用電話撥接的傳統 56kbps 數據機，而 HFC 所提供的頻寬也遠大

於傳統電話線，在技術面上因而擁有相當的優勢，對於頻寬需求比較迫切的使用

者而言更具吸引力。 

國內業者目前所推廣的主要 cable modem 系統技術，可以依上行訊號是否透

過有線電視網路傳遞，再區分為單向與雙向兩種：在單向 cable modem 系統的技

術條件下，資料或其他訊號下行（由網路至使用者端）時固然經由有線電視網路，

上行（由使用者端至網路）則必須另外透過傳統電話網路數據機進行，其傳送瓶

頸往往就導因於上行線路的速率低或頻寬不足；國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目前所採

用的 cable modem 系統，大多屬這類單向 cable modem 系統。雙向 cable modem

系統技術較為先進，其資料上下行均經由 HFC 網路，理論上最快可達上行

10Mbps、下行 38Mbps 的資料傳輸速率。此外，有線電視系經營者也可以成立

ISP，並致力於建設寬頻網站，提供其 cable modem 使用者特殊的寬頻內容

（broadband content）。 

                                                 

9
 傳統媒體通訊產業與網際網路之間的互動關係，詳請參閱：施俊吉、羅昌發、石世豪（1999），

前揭合作研究計畫報告，頁 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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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如欲跨足電信產業經營語音服務，可能採用的方式為利

用 cable telephony 或 I-phone 的技術，在投資電信公司並經取得綜合業務執照後，

提供電話服務，直接與原有的電信事業競爭。因 cable telephony 或 I-phone 在長

途電話與國際電話服務上收費可能較傳統電話業者低廉，而有一定的競爭力，較

容易切入市場。例如東森集團即有可能聯合其旗下的系統經營者，提供 cable 

telephony 服務或以 cable modem 為基礎提供 I-phone 服務，但此時其服務需與提

供 I-phone 交換服務的電信業者（ITSP）10合作，以提供完整電信服務。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另一跨足電信產業的方式為利用其本身在區域上擁有的路權及已

完成預先舖設光纖的優勢，在取得電路出租執照之後，將其線路租予其它電信事

業使用，此方式任何系統經營者皆有可能採用。 

經營語音服務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 PSTN 公眾電話網路連接的方式有

三種不同情形。其一為終端使用者使用多媒體電腦，利用音效卡、麥克風、揚聲

器、軟體將語音訊息轉成 IP 封包；將封包由乙太網路介面傳至纜線數據機，再

經由同軸電纜傳至頭端；頭端連到網路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ITSP），再經由

Internet 或其他數據網路連到其他 ITSP；其二為終端使用者使用 IP-Phone，利用

具有乙太網路介面的 IP-Phone 直接連接纜線數據機，再將封包經由同軸電纜傳

至頭端，最後連接至 IP Telephony 交換網路或 PSTN 公眾電話網路11。 

 

 

其三，則為終端使用者使用 Cable Telephone，可直接連接同軸電纜，再將訊

號經由同軸電纜傳至頭端，最後連接至 PSTN 公眾電話網路。以上三種架構，如

上圖所示。 

                                                 

10
 所謂 ITSP 業者可能以新設的綜合業者，或者，以未來開放申請設立的 ISR（語音轉售業者）

等不同型態出現。 

11
 如果纜線數據機有內建的 IP-Phone 模組，則亦有可能允許使用者以一般電話機連接至有線電

視纜線數據機，此時其介面為 RJ-11，而非以太網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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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亦可以其經常使用的衛星技術（原供節目訊號下鏈至系

統頭端之用）投入網際網路，成為網路服務業者或網路接取業者。頻道供應者在

此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固然在於熟悉衛星技術，另一方面則在衛星頻寬的租售業

務上具有較強的購買力，可以較低的成本，建設衛星網際網路骨幹連接至國外，

成為網路服務業者；或者，以 DirecPC 技術，提供使用者衛星網路接取服務，進

而成為網路接取業者。目前國內主要提供衛星網路業務者為 TVBS 成立的年代網

路公司（Eranet）12。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未來亦可經由其所經營的寬頻網站，提供電子商務有關服

務，並充分利用 cable modem 寬頻接取的技術特性，提供一般電話撥接無法達成

的特殊服務內容。 

 

綜合以上關於有線電視進入 4C 產業，在技術方面所可能選擇的的各種路

徑，則有如下圖示所示（見次頁）： 

                                                 

12
 根據消基會於民國 88 年 9 月份公布的調查顯示：年代為當時國內第四大 ISP 業者；詳請參閱：

《消費者報導》，第 221 期，頁 25 以下。 

多媒體電腦 Cable Modem

I-Phone Cable Telephone

HFC網路 頭端
網路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

(ITSP)

電信網路

一般電話

同軸電纜乙太網路

Internet或
其他數據網路

網路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
(ITSP)

CATV網路電話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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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路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

網際網路

網路服務業者

網路接取業者 網路內容提供者

I-phone over cable modem

光纖及路權

cable modem

衛星骨幹網路

DirecPC

電信產業

B to C

E-commerce

B to B

E-commerce

電子商務
寬頻網站

 

在 4C 整合的過程中，有線電視產業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跨足其他 3C 產

業，相對的其他 3C 產業也可以同時跨足有線電視產業，可能採取的方式是成為

系統業者。 

 

(一)電信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方式 

第一類電信業者如果想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競爭，可能的方式是利用能夠

傳送寬頻資料的新網際網路技術及電信技術，如MMDS、LMDS、FTTC、xDSL

等，來傳送需要高頻寬的數位影片，藉以與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競爭。例如中華

電信可以與股票資訊業者合作，使股票資訊傳播的內容，除了資料之外還有數位

影片的形式（如專家解盤）；或是可以與頻道供應商合作，提供地區系統台沒有

提供的影片內容，以爭取收視戶為其電信用戶。目前透過寬頻技術來傳送數位影

像時，多半是採用數位電視的標準，而臺灣所採用的標準，在衛星傳輸上是採用

歐洲DVB-S標準（1997年9月），透過有線電視網路傳輸是採用歐洲DVB-C標準

（1997年9月），在地面廣播是採用北美ATSC標準（1998年3月），而透過LMDS

傳輸的標準目前則尚未決定。由於各傳輸媒介下數位電視標準的制定，加上單∕

雙向資料傳輸標準，使得在電信網路上得以進行各種信號的傳送。 

另一方面，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以透過纜線數據機，成為寬頻的網路

接取業者，相對的第一類電信業者，也可以透過上述網際網路技術及電信技術，

成為另一種寬頻網路接取業者來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競爭。例如中華電信所提

供的網易通（HiFly）服務，即是利用ADSL來做到寬頻的網路接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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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際網路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方式 

網際網路產業如欲跨足有線電視產業，可能的方式是由網路內容提供者，與

網路服務業者簽訂主機代管或是連網合約，將其所製作的數位影片內容連接至網

路，來與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競爭。不過這種方式由於目前骨幹頻寬不足及群播

協定未普及，因此尚無經濟效益；未來骨幹頻寬足夠且寬頻網路接取服務也同時

普及時，才會較具優勢。 

以上所述其他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路徑，總結圖示如下： 

三、有線電視進入 4C整合的策略：市場面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網際網路相關產業，可能採取各種方式鞏固原有的

寬頻接取優勢，並且藉以擴大相關市場上的占有率。國內兩大有線電視系統集團

（東森、和信）目前所採取的主要策略，就是試圖透過製作精良的寬頻網站，提

供豐富的寬頻內容供其 cable modem 訂戶下載，達到以寬頻內容吸引消費者選用

其 cable modem 的目的。雖然，傳統電信使用者藉由電話撥接的方式，也可以連

上這些寬頻網站；但是，由於電話撥接技術所提供的下載頻寬有限，透過電話撥

接下載需要高頻寬的影像資訊，將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也無法接收即時互動式的

各種影音資訊。因此，快速獲取豐富的寬頻內容，是目前經營 cable modem 者對

外推廣時的主要訴求；其背後的策略，則是以經營 ICP 鞏固其 IAP 與 ISP 的市

場地位。 

此外，系統業者也可以將其寬頻網站上的瀏覽人數（次）轉化為商機，販賣

廣告及超連結等各種網路服務，或者，利用 cable 傳送寬頻資訊的較佳條件，架

設寬頻的電子商務網站。其實，寬頻技術只是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一項可能有利

條件，並非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在行銷策略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也可能利

用搭售有線電視服務、網際網路服務及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的策略，藉以爭取

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路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

網際網路產業

網路服務業者

網路接取業者 網路內容提供者

透過MMDS, LMDS, FTTC,

xDSL提供數位影片

電信產業

透過MMDS, LMDS, FTTC,

xDSL提供寬頻接取

數位影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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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在相關市場上的有利地位。例如，推出預繳三年有線電視費用即免費試用

cable modem 一年的促銷方案，為本身所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業務爭取更多的收

視戶。 

 

（一）寬頻網路業者的策略分析 

 

1.寬頻網路策略－以東森多媒體為例 

東森多媒體規劃有線電視寬頻網路目前及未來所提供的服務型態，包括：寬

頻網際網路服務、有線電視電話、遠距醫療、遠距教學、視訊會議、聯網保全、

虛擬銀行、電子購物、隨選視訊等。未來透過寬頻網路上所提供的各項附加價值

服務，則以更多使用者享受更快速、更便利、更經濟、更多元的寬頻生活為目標。 

東森集團跨入有線電視寬頻網路的同時，也努力充實其所提供的內容。例

如，東森將其所經營的內容資料儲存於伺服器上，以網站的型式適度對外公開；

或者，編輯、加工他人所提供的內容資料，再置於其網站上供人點選。目前在東

森所架構的網站上可以看到的內容，有新聞、旅遊短片、購物、服裝秀、電影簡

介、音樂簡介等；由此可見，東森集團有意藉此以鞏固其所經營的 ISP 業務。雖

然，東森目前所提供的寬頻內容，一般人也可以透過窄頻的 Internet 接取，但是，

如此接取的效果明顯較差；因此，東森集團目前的主要經營策略，顯然試圖利用

豐富的內容資料，吸引一般網際網路使用者轉而裝置寬頻設備。 

 

2.寬頻有線電視網路的競爭優勢分析 

本研究小組認為：纜線數據機固然傳輸速度較快，因此在接取有線電視機房

專屬伺服器中的寬頻內容（如影音多媒體）時占有相當優勢；但是，有線電視收

視戶下載其他外在網頁時，對外連網頻寬（不論是國內或國外）就很容易形成瓶

頸；此時，瓶頸並不存在於接取網路的纜線數據機。因此，業者也必需適度擴充

其對外頻寬，或者，與其他寬頻內容提供者合作，建立類似階層式代管伺服器

（proxy）的架構以利寬頻內容的交換作業。如果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在固定通訊

網路的新興業務中取得相當的主導權，則取得對外頻寬之際將可能掌握局部優

勢，而不再完全受制於既有第一類電信事業。 

此外，本研究小組也同意：東森集團提供較為豐富的寬頻內容，應該可以吸

引部份新訂戶。然而，此舉對於電子商務未必形成重大影響；因為，多數電子商

務仍然可以透過非寬頻網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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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電視業者經營語音服務及影像傳送的可能方式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以提供電話服務跨足電信產業時，可能採用的技術如上

節所述，分 cable telephony 與 I-phone 兩種，在法律上，應用兩種技術從事營活

動者所必須取得的許可條件卻並不相同。倘若業者選用 cable telephony 技術，或

者，允許使用者以一般電話機連接至 cable modem 或機上盒（set-top box），此時，

其介面為一般電話介面，法律上就必須取得第一類電信事業綜合業務執照，其營

業活動才算合法。倘若業者選用 I-phone 技術，則其通過使用者終端設備與業者

網路介面的訊號是 IP 封包，此時，業者取得的營業許可，既可能是第一類電信

事業綜合業務執照，也可能是取得電路出租執照之後將電路出租予合法經營的第

二類電信事業，藉以提供 I-phone 服務。有關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營電話業務，

收發話兩端可能採用的技術形式與業者依法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整理如下表： 

 

發話端技術 受話端技術 
發話端的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條件 
備註 

Cable telephony 及

POTS 

PSTN phone 

Mobile phone 
綜合網路業務執照  

Cable telephony 及

POTS 
Cable telephony 綜合網路業務執照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綜合網路業務執照

/電路出租執照 

發受話兩端間需經綜合

網路業者交換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PSTN phone 

Mobile phone 

綜合網路業務執照

/電路出租執照 
同上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ISR 

綜合網路業務執照

/電路出租執照 

受話端經過的 ISR 在國內

設 gateway 則必須為合法

第二類語音轉售業者 

*以上條件以外的方式經營電話業務者，依法有可能被視為非法 

*POTS：Plain Old Telephone Service，指一般傳統電話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影像訊號的方式，除了傳統的類比廣播電視節目之

外，也可能是數位廣播電視節目，以 IP 封包的形式傳輸其訊號，再經機上盒轉

換訊號之後以一般電視收看；例如，隨選視訊（VOD：video on demand）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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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 cable modem 上網的使用者，也可以純數據方式從網際網路直接下載

數位化的視訊影像，利用多媒體電腦加以播放。雖然，這種數位傳輸技術的具體

應用型態，預期將超出舊有線電視的範疇；但是，依其使用者接取影像服務的方

式而言，現行法上並無明文禁止或附有許可條件。因此，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改

以上述技術提供影像服務，並無需要另外依法取得許可。 

 

（三）事業外部擴充 

有線電視系統跨入電信產業，或將營業目標設定在 4C 整合的相關市場，未

必均需在事業內部擴充產能、開發新技術或產品，更未必另設分支機構或部門推

動新增營業項目，甚至依法自行申請特許執照或營業許可。透過事業外部擴充的

方式，例如，與目標市場上既有業者進行（垂直或異業）結合、聯合或組成各種

型態的策略聯盟等，也能達成近似的整體產銷目標，或強化參與合作者共同對外

的競爭優勢。 

多數業者共同合作跨入新市場，固然不乏既有營業項目較為接近的相關產業

相互整合，參與整合者卻也未必以鄰近產業為限；例如，民國八十八年底申請第

一波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執照的團隊之中，除合作外資事業原已在外國電信市場活

動之外，其他參與者則來自線纜製造、營建、運輸、電腦製造、網路網路服務、

金融及公用事業等不同產業，或本身即屬多角化經營的企業集團者。此時，關鍵

性通訊技術已非唯一考慮因素；法定申請資格上的限制、資本、上下游關係、客

戶服務經驗、銷售通路與相關營業秘密等，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四、4C整合下的有線電視動態發展 

從以上第二及第三部分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在邁向 4C 整合的過程中，有線

電視產業與相關產業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非固定不變。另一方面，單就 4C 產業個

別所提供的通信服務型態檢視其彼此關係，不免低估關鍵性通信技術提供者與通

信終端設備製造業者的重要性。基於以上認知，關於有線電視產業在 4C 產業之

間的定位，以及其彼此之間整合發展的基本架構，本研究小組於是改以較具動態

意涵的下圖加以表示： 

 

 

 

 
電信製造業 

消費者 

電信服務∕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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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基本架構由陳光禎教授提供，本研究小組修訂） 

 

 

在上圖中，電信、IP 網路（即一般所稱 Internet）及廣播電視 3C 服務業（含

有線、無線與衛星），在技術具體應用過程中，固然曾經分別連結為語音與加值

服務通訊（電信）、IP 封包數位資訊（網際網路）與影音節目訊號（廣播電視）

等不傳輸管道；在通訊科技與個別產業匯流發展的趨勢下，三者均能互換傳遞原

屬於其他通訊網路的訊號與資訊內容。就傳播資訊匯流的技術觀點而言，3C 產

業整合的重要關鍵，在於取得適當的軟硬體設備與技術，並且以市場所接受的策

略推廣整合服務；如此，則提供軟硬體設備與技術的製造業者將占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例，選擇適當的機上盒、線纜數據機等雙向通訊設

備及技術，並且以合理的價格或租用條件加以推廣，將成為業者跨入 4C 整合過

程中的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從消費者接納新型態整合通訊服務的角度切入，則直接提供接取

的廣播電視、電信及網際網路服務業者，除了將本身所提供的通訊服務升級之

外，頻道節目、（寬頻）內容與電子商務是否足以吸引使用者，將是促成 4C 產

業整合的重要關鍵所在。此外，由於各項用戶終端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以及各項

通訊或內容服務往往無法透過單一業者完整提供；因此，由另一業者（例如信用

卡銀行）整合各項產品與服務之後轉向個別使用者銷售，或者，由銷售各項產品

與服務的不同業者相互整合，讓使用者得以減低分別交易之際規格不相容、產品

或服務難以搭配，以及交易條件相互衝突等各種風險，也可以加速 4C 相關市場

的整合。 

 

 

IP 網路製造業 

廣播電視製造業 

IP 網路服務業 

廣播電視服務業 

電子商務 

傳統商務 商品∕服務 
內容  ∕   頻道節目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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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C 整合對有線電視法律規範的衝擊 

我國（舊）有線電視法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施行；民國八十八年

二月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有線廣播電視法、制定衛星廣播電視法，大幅調整我國

有線電視產業的管制方針。相較於其他出版、（無線）廣播電視等媒體現有法律

規範，以上各法對於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有相當詳細的規範。連

同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三日公布的電信法部分條文修正規定，以及八十八年二月

三日公布修正的公平交易法，有線電視相關產業邁向 4C 整合環境的規範架構逐

漸成型。依以上各法相關規定正式適用於有線電視相關產業，勢必對於業者的經

營環境與競爭生態造成直接的影響。 

然而，每屆年底頻道供應商與系統經營者換約之際所引發的相關爭議（所謂

「斷訊」）13，以及民國八十九年初所爆發的「有線電視大戰」14，卻不斷考驗相

關法律規定具體執行的成效。雖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法學上關於「時的效力」

的認定標準，舊法律及其附屬法規在新法實施之際未設保留規範者15，原則上應

即失其效力16；然而，就行政實務及產業活動的實際情況觀之，舊法所留下的規

範架構與管制實務，勢必對於新法的實施成效造成不小的影響。 

依我國現行法有關規定，有線電視產業跨入 4C 整合發展之際，可能涉及的

整體管制法律規範架構，大致有如下圖所示（見次頁）： 

                                                 

13
 歷次「斷訊」爭議及各級政府處理情形，參閱：官智卿（1999），《論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垂

直整合」問題及其規範－以「斷訊」爭議為核心》，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頁 113

以下。 

14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調降有線電視收視費之後，即有系統業者

抗議地方政府違法；嗣後更因部分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不服取締，引發地方政府與中央各機關之

間關於執法方式與權限的爭議。相關報導，參閱：中國時報，1999.12.1. [23]，「業者：不排除

繼續收 600」，中時電子報，「新聞檢索」，1999.12.18.「行政院新聞局：市府訂有線電視費率

違法」、1999.12.22.「有線電視業者決照收六百元」；聯合報，2000.01.04.[2]，「新聞局：不能

強制業者交易」、「北市府不手軟 邀業者會商」，2000.01.05.[3]，「趙怡再邀業者協商 今可望

有結果」、「北市連續開罰單 今天累計八百萬」，2000.01.06.[3]，「有線電視大戰 風雨初歇」，

2000.01.07.[2]，「有線電視大戰 向『上』延燒」。 

15
 以成文法明文規定保留舊法效力或承認舊有事實的法律效力者，以有線電視產業規範為例，

有如：（舊）有線電視法第六十九條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規定。 

16
 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翁岳生（編），《行政法（上）》，

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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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通訊、資訊與（大眾）傳播媒體管制法律之中，立法者所創設的管制

架構，以及賦予主管機關干預、調節市場供需或取締違法營業的執法工具各不相

同。以進入市場的法定限制為例，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系統經營者採取分取許可

制，透過詳細的資格限制與分區核發經營許可等規範，管制密度幾乎已經接近特

許制；至於頻道業者部分，（舊）有線電視法中尚就「頻道經營者」設有規範，

修正後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中，除少數規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之間關於節目訊

號處理及垂直交易關係的有關規定外，依舊透過廣播電視法關於節目供應事業及

新制定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加以規範。廣播電視法中關於無線廣播電視業者的申請

設立規範，由於另需配撥無線電波供電台播送節目之用，實際運作上也與特許制

無異。至於電信法中的進入市場限制規範，則依電信事業是否設置機線設備，區

分為應經特許的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及應經許可的第二類電信事業，兩者的管制

密度也明顯有所不同。 

 

一、有線電視管制規範架構及其變遷 

由於我國有線電視正式立法的時期較晚，相關產業的發展歷程並非由法律規

電信法：網路接續義務、禁

止交叉補貼、費率監督等 

第一類電信 

特許 

高密度管制 

第二類電信 

許可 

中密度管制 

有線廣播電視法：分區許可、

防壟斷、費率及消費者保護等 

系統業者 

執照及監督、 

跨業電信問題 

頻道供應者 

低度管制 

內容管制 

廣播電視法：無線電波國有、股權

轉讓許可制、內容管制、高密度管制 

個資法：電磁處理個人資料規範（民

刑事責任）、專以處理個資為業者應

取得許可（登記及公報制度） 

出版法 (平面及有聲媒介物管理) 

（已廢止！） 

錄影帶管理（廣電法§29-1）： 

登記/許可，內容責任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專有權利的行使→「合法獨占」？ 

衛星廣播電視法：節目供應及代

理、直播衛星、境外頻道、衛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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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所導引；因此，在所謂「合法」化的過渡時期中，相關主管機關與業者彼此之

間，均嘗試摸索出依法互動的適當模式，個別管制活動所呈現的具體實況，往往

與法律條文未必一致。另一方面，遲至有線電視法修正之後，仍有不少系統業者

尚未完成籌設、正式取得營運許可，甚至，更有以過渡性質的「播送系統」登記

證繼續營業者，舊法或新法各項規定的適用範圍不免有所限制17。 

（一）法制化遲延滋生困擾 

回顧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發展歷程，自其初期起，即有相當長期間未經

正式納入法律體制加以規範。基於這種特性，我國有線電視相關業者與主管機關

之間的互動關係，不便於套用一般就政府管制活動所設的理論模型；尤其，有關

管制理論中著重立法及執行等「正式」管制活動的理論說明，很難據以解釋我國

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地下媒體」特色，以及我國政府進行管制活動的實況。 

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自民國五十八年以來，即以「社區共同天線」及「第

四台」等型態出現，其傳播設備、內容及經營方式亦不斷發展演進。與此相對，

我國政府對於有線媒體的管制規範，仍以民國六十二年間頒布的「電視增力機、

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以及民國六十五年公布實施的「廣

播電視法」為主18。根據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設立電台及其分台、轉播站者，

必須依法申請許可；民國七十一年廣播電視法修正，增列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

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台、轉播站、其他播送系統、電視增力機、變頻機或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者，將依法取締、沒入其設備。至於政府對非法第四台的取締工

作，則早在民國六十八年即有記錄；民國七十二年之後，更展開一連串所謂「順

風專案」，加強取締包括「第四台」在內的地下電台19。 

                                                 

17
 舊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授權新聞局訂定「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後者

則數度調整有線電視法母法的適用範圍；新法第七十二條規定雖然縮小授權範圍，該條第三項規

定僅就「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登記證之發給、註銷、營運及依前項但書許可繼續經營之條件及

期限等事項」賦予新聞局另定辦法的權限，同條第四項則又自行限定母法適用範圍為「有線電視

節目播送系統之節目管理、廣告管理、費用及權利保護準用本法各有關之規定。違反者，依本法

處罰之」，因而排除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等重要修正條文的適用。 

18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由交通部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三

日以交郵(62)字第五九九六號令發布。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日，總統令公布「廣播電視法」，新

聞局再次成為廣播電視主管機關；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交通部與新聞局會銜發布「電視

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正式確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管制規範架

構。 

19
 關於我國有線電視早期以「地下媒體」型態發展的歷程，參閱：翁秀琪（1993），〈台灣的

地下媒體〉，收錄於鄭瑞城等（1993），《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第八章，頁 459

以下；林靜宜（1996），《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垂直整合（1992-1994）－政策法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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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管機關上述禁絕「第四台」的管制政策之下，僅有社區共同天線業者得

以轉播無線電視台節目的型態，合法經營系統相關業務。另一方面，對於就個別

節目或頻道節目進行策劃、發行、託播等營業活動者，新聞局亦以「廣播電視節

目供應事業」之名，與製作設備出租業、廣告業及錄影帶租售業等經營型態、產

業規模均相去甚遠的其他周邊業者，一併納入相同的法律規範中加以管制（並請

參照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規定）。綜觀以上關於有線視

法立法以前的管制情形，並無正視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節目供應相關產業特性，

並針對其傳播活動與市場交易實況所訂定的適當法律規範。 

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舊）有線電視法公布施行之後，固然為有線電視

系統及頻道節目事業提供法律規範基礎，卻因為產業經營環境與交易慣例業已逐

漸成形，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又賦予業者依現況繼續營業、主管機關另定「暫行

管理辦法」以資因應的法律依據。新聞局基於上述法律授權，一則頒定「有線電

視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以資遵循，再則就其實際管制措施，確立「就地

合法」的政策方針20。如此一來，法律規範創設產業架構、維繫業者「遊戲規則」

的作用亦隨之削弱。 

（二）特許經營及公益負擔 

舊有線電視法第十九條規定：「有線電視之經營，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同法第六十四條並規定，擅自設置有線電視系統者應予處罰、並沒入其設

備。就以上兩條規定而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廣播電視法上所稱的「電臺」相

同，必須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依法不得自由進出市場、參與競爭。有線電視系

統與無線電視台在管制規範上的相似之處，亦顯現在法令對於經營者資格及資本

額所設的限制21。然而，依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取得設立許可的無線電視台，

其以地表無線電波所播送的節目及廣告，仍以單一頻道的方式呈現；至於無線電

視台另行經營的所謂「第二頻道」或「二台」，則透過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或所謂

                                                                                                                                            

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3 以下。 

20
 八十六年三月十日新聞局第四十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結論：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簡稱有線播送系統）申請變更地址依下列原則處理： 

訂定暫管辦法之目的，希望在有線電視系統未正式開播前，暫准未依法定程序架設之電臺（俗稱

第四台）就地合法，俟依法設立之有線電視系統開播，該地區之有線播送系統應即停止播送。以

故有線播送系統，應以原營業區域為範圍。日後如有擴大營業區域時，應以該區域經向本局申請

登記有案者為限，以鼓勵有線播送系統間之整合。不符此項情形之越區經營，應不許可。」 

21
 以新聞局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所頒布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十八至第二十條規

定，對照新聞局於八十六年七月二日所頒布（舊）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以及舊有線電

視法第二十條規定，可以發現其彼此間頗為類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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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電視」，由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傳送訊號。細究其實，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除少量自製節目之外，最主要仍以配送節目訊號為其營業內容，並且在

平行的配送管道中占有最具支配性的地位。基於此種近似電信事業般的公用事業

特性，有線電視系統產業結構遂與無線電視產業不盡相同22。 

典型提供「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服務者乃是一般電信產業，依（舊）

電信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電信機線設備（網路、交換設備等）

者，應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基於此種「共同載具」的特性，（第

一類）電信事業依法即負有網路接續與提供普及服務、不得為差別待遇等義務
23。有線電視系統是否負有類似的義務，雖然法律並無明文規定；由於審議中的

幾項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已有放寬系統業者自行架設幹線網路，以及跨業經營

電信業務的規定24，立法政策上實有必要配合制定妥當的規範架構25。 

至於舊有線電視法對於系統業者，亦基於公益考量而課予各項公法義務，或

透過許可程序要求系統業者接受特定負擔。例如，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款規定：申請經營有線電視系統者，必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

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同條第三款規定：有線電視提供服務符合當地

民眾利益及需求者，與前款同為審議委員會決議許可其申請的要件。既已取得營

運執照者，除必須符合工程技術方面的安全要求（參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之外，尚應將可供利用頻道三分之一以上，交予頻道經營者經營，其數量

則由審議委員會視其營運計畫具體訂定（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關於節目內

容方面，則系統業者提供基本頻道同時轉播無線電視台節目及廣告（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以及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本國自製節目（第三十六條）等規範，均附

有一定程度的罰則，使主管機關得透過取締的方式督促業者遵行（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條規定）。對於經營地區內民眾付費收視的要求，系統經營者及頻道經營

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此點與電信事業等公用事業

極為近似26。 

此外，舊有線電視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提撥相當於營業額

                                                 

22
 關於有線電視產業的公用事業特性的一般說明，參閱：鍾蔚文（1993），〈有線電視〉，收

錄於鄭瑞城等，前揭書，第七章，頁 414 以下。 

23
 參照電信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24
 行政院所提草案（刪除第四條、修訂第五條），柯建銘等委員所提草案（刪除第四條），以

及朱鳳芝等委員所提草案（修訂第四條及第五條），參閱立法院關係文書，院總第一五六二號。

並請對照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25
 相關議題，參閱吳梓生（1997），《由市場競爭與科技發展論電信與有線電視跨業經營之法

制：以美國法為借鏡》，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尤其，頁 29 以下。 

26
 請對照電信法（1996. 2. 5.）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及電業法（1965. 5. 21）第五十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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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的金額，其中百分之二撥付地方政府供文化等公共建設使用；另百分之

一則直接撥付公共電視經費使用27。 

（三）股權分散及跨業限制 

舊有線電視法要求經營有線電視者，「應具備本國公民身分」、「並以股份有

限公司或財團法人為限」，並且限制外國人不得為有線電視系統的股東（參照舊

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28。同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則規定：「有線電視

之股權應予分散」29。同項後段並且明文限制個別股東持股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股東與其「相關企業」或其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二親等以內血親持有股

份，合計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依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所謂「頻道

經營者」亦適用相同的持股上限規定。根據以上規定，則任何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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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藉此，舊有線電視法

就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經營者」內部的股權結構，至少維持形式上的多樣化要

求31。 

其次，關於股權轉讓的限制規範，舊有線電視法沿襲廣播電視法第十四條規

定，要求系統經營者轉讓股權或變更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代表人時，必須報

                                                 

27
 本條立法意旨，並未見於八十六年通過的公共電視法條文有任何配合規定；此外，審議中的

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已有著手修訂本條規定，刪除提撥公共電視經費，並將提撥額度改為「稅

後營利淨額」者，參閱朱鳳芝等委員提案及柯建銘等委員提案第四十四條，後者甚至將提撥比例

調降為百分之二。資料來源：立法院關係文書，院總第一五六二號。 

28
 本條文字多有自相矛盾、語義不清之處。以第一項規定第一句為例，所謂「公民」，一般均

指國民（自然人）中具有行使特定公權（通常為選舉、罷免權）資格者而言；至於股份有限公司

等營利性社團法人，則有所謂「外國公司」的認許問題。兩者混合立法，極易產生適用上的困擾：

究竟該項係針對實際「經營」有線電視業務的自然人，抑或是針對申請許可、名義上從事有線電

視相關業務的「事業（組織體）」，要求其具備「本國公民身分」？ 

29
 適用上將發生爭議者，係「財團法人」如何進行「股權分散」的問題；因為，財團法人係經

捐助行為設立，並無所謂「股份」甚至「持分」的概念。目前實務上尚無此類問題產生，係因相

關業者均以營利事業的型態出現，並無採取「財團法人」的組織型態者。 

30
 由於該項規定並未明定所謂「股權」，究竟係專指有表決權股份或包括無表決權的特別股在

內，解釋上不免發生疑義。依該項規定強調「股權分散」的精神，以及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均著重事業經營權限的情形觀之，似不應將無表決權的股份納入計算為妥。 

31
 姑且不論國內習見的「人頭」持股現象，以及個別業者為提升經營者意見的一致性、間接促

使控制權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中；至少，該項規定已先揭示「股權分散」的意旨，並且明定持股上

限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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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新聞局核定（參照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未

依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分散股權者，審議委員會應不許可其申請；至於取得許可

後違反股權分散規定者，依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尚得撤銷其許可。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新聞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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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則將「有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明

文排除其取得有線電視經營許可的資格。前述規定，通常被稱為「跨業經營限

制」，規範目的在於避免跨媒體集中化（die intermediäre Konzentration），藉以維

持不同媒體之間的競爭關係32。依上述第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

定，違反跨業限制規定者無法取得營業許可，其已取得許可者並撤銷其許可。由

於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規定並未明文禁止「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

或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的股份，因此，執行上仍

不免有疏漏之虞33。 

至於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雖然可以防止既有固定通信網路

業者（中華電信公司）夾其優越市場地位，參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活動、對其他

系統經營者形成不對等競爭的關係，卻同時阻斷系統業者跨入（第一類）電信事

業的通路34。 

（四）分區寡占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線電視在同一地區以五家經營為

限」；同條第二項則規定新聞局審酌行政區域、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分布及經濟

效益，並經會商交通部之後劃定、公告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地區。民國八十三年

初，新聞局以（83. 1. 25.(83)強廣五字第○一五三二七號及）83. 3. 17.(83)強廣五

字第○四四六七號，公告有線電視經營地區劃分為五十一區；各區仍沿現有行政

區界線，並依人口密度等因素將部分行政區域再次分區，例如：台北市分五區，

台北縣分八區，台中縣及台東縣分三區，桃園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

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分二區，其餘十縣市

                                                 

32
 論者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媒體內容，尤其「意見市場」上對於輿論影響方面的競爭關係，並

非經濟上的市場競爭關係。以國內特定議題，例如，關於「斷訊」事件的報導及評論而言，電子

媒體與平面媒體之間確有「互別苗頭」的情形。 

33
 對照新聞局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所頒布「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規定，明文列舉相關平面及電子媒體或其負責人為受讓人者，其股權轉讓的申請不予許可；至

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日所頒布「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中，除訂有關於申請所應檢附文件的條

文（第二十四條）之外，已無類似規定。 

34
 參閱：吳梓生（1997），前揭論文，頁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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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其行政區為範圍、不再分區。 

由於經營地區係接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核發許可的重要依據，一方

面固然涉及審議委員的組成及決議（參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審

議標準（參照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強制締約及設置頭端義務的範圍（參

照第四十八條規定）等法律規範；另一方面，新聞局在上述「就地合法」政策之

下，不准變更登記證所載營業地區，間接促使「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之

間加速地區整合。就「播送系統」的登記證數目而言，僅民國八十六年間，即自

四百八十五家銳減至一百四十八家。新聞局已核發籌設許可名單的分佈變化，亦

顯示出日益集中的發展趨勢：一區一家的地區，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間計有八區，

至民國八十七年元月間則已增為十四區；同一期間內，一區兩家的地區，亦從十

二區增為十七區35。 

至於經營地區重劃或調整的條件或限制，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七條）並未

明文規定；新聞局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日所頒布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則間

接涉及主管機關調整經營地區的時機：經營地區公告申請期間內無人申請、該地

區無人獲得許可，或者該地區系統終止經營，經審議委員會決議重新受理申請，

以及「該地區系統經營者係獨家經營，主管機關為促進公平競爭，經附具理由，

報請審議委員會決議，須重新受理申請」等情形36，新聞局即得另行公告重新受

理申請；經重新公告受理申請而以上情形未獲改善者，新聞局即得會同交通部重

行劃分及調整經營地區、鼓勵其他地區系統業者跨區進入該地區經營，或者由審

議委員會決議採取其他解決辦法37。此外，由於有線電視系統正式取得營運執

照、開始播送節目之後，依舊有線電視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同一地區「播

送系統」的登記證隨即失效，對於系統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收視戶的收視權益

將造成直接衝擊38。 

對於以上分區過狹、鞏固寡占（甚至獨占）經營條件的進入市場障礙規定，

                                                 

35
 引自：公平交易委員會（1998），「有線電視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相關議題之探討」座談會

會議資料，1998.1.14.。 

36
 （舊）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款，關於獨家經營亦得公告重新受理申請的

規定，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協調新聞局之後所增訂；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1998: pp. 2）。 

37
 舊有線電視法本法中並未設有以上限制，因此，關於此類主管機關於施行細則自我設限的規

定，理論上，在不違背公法上一般原則（例如：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與適當維護既得權益

的前提下，新聞局仍得依職權修訂、調整。嚴格依「授權明確性原則」而言，立法者原即應於本

法中明確加以規定；倘若我國「行政程序法」相關制度及早確立，就行政機關頒布及修正行政命

令的要件及程序妥為規範，則此類法律狀態不明的尷尬情形，或可整體規劃、防患於未然。 

38
 關於基隆地區兩家系統業者僅其中一家率先取的經營許可，在另一家系統取得正式許可之

前，將使另一家系統收視戶受到「斷訊」衝擊的報導，參閱聯合報 1998. 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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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不乏基於競爭政策考量所提出的批判39。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八條（禁止委

託經營、租借或轉讓頭端及網路設備）、第三十條第二項（負責人變更及股權轉

讓應報請核定）及第三十四條（暫停或終止營業應於三個月前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等規定，則更進一步設下「退出市場障礙」。同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則明

定「在同一行政區域中經營一家以上之有線電視系統者」，審議委員會應不許可

其經營同一「行政區域」（及其所屬各經營地區）內其他系統的申請案件。自傳

播學者強調有線電視係「地方媒體」、具有「獨占事業的特性」的立場而言，則

此類規定另有傳播政策上的規範考量，未必均能透過市場競爭的觀點加以理解
40。 

（五）營業及費率監督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於申請經營之初，即應依法向新聞局提出營運計畫，內容

包括：經營地區、設置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財務結構、人事組織、頻道數目、

頻道使用方式、經營方式、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每日播送時間、節目內容、工

程技術及設備說明、推展業務計畫、人才培訓計畫與技術發展計畫等項目（參照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申

請人所提財務規畫及技術足以實現其營運計畫，則是審議委員會為許可決議的積

極要件之一。綜合以上營運計畫法定應載明事項，則幾乎涵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在生產投入與市場競爭上的各種「競爭參數（competition parameter）」，所涉範

疇相當廣泛、詳盡。在上述分區寡占的產業結構規範之下，審議委員會能否充分

考量排除或限制競爭之後的影響，並且代以適當的管制與監督措施，成為舊有線

電視法制順利運作的一項決定性關鍵所在。 

營運計畫經核定後，系統經營者欲變更營運計畫者，必須申請主管機管許可

（參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審議委員會並應就營運計畫的執行

情形，每兩年評鑑一次；未達營運計畫者，新聞局即通知系統經營者限期改善（參

照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系統經營者如未遵期改善，依法處以新台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參照同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對於一年之內經處罰

二次而再有相同情形者，除罰鍰額度提高之外，並得命其停播三日以上三個月以

下（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情節重大者，

經審議委員會決議，並得撤銷其許可（第六十一條規定）。 

舊有線電視法關於系統經營者營業活動所設的監督規範，主要仍集中於收視

戶相關權益的保障方面。例如，該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於

營運每滿一年之一個月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收費標準，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收費標準向訂戶收取費用」。根據新聞局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日所頒布該法

                                                 

39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1997），《公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市場之規範研究》，頁 83 以下。 

40
 參閱：鍾蔚文（1993），前揭文，頁 417 及 4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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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申報收費標準時，應提出「一、各項費用

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二、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三、上一年度資產

負債表及損益表。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至於新聞局委託政治

大學經濟系，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完成的「我國有線電視收費標準與

計算公式之研究」，其結論則建議計算公式應包含市場競爭、系統規模、產品組

合、非節目成本及人口統計等變數，需要系統經營者所提供的資料則包括訂戶數

等三十七項之多41。 

此外，新聞局依相關法令認為有線電視營運不當或節目內容不妥，足以生損

害於訂戶權益時，得經審議委員會決議後通知系統經營者限期改善（參照舊有線

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依法並設有警告、罰鍰、停播等處罰規定（參照同法

第五十七條第四款、第五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十二條第

五款等規定）。關於系統業者與收視戶之間的收視關係，以及所謂「定型化契約

範本」的制定與推動，亦屬新聞局歷來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監督重點所在42。 

（六）新法修正管制方針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公布之後，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管制規範架構大體上仍

然沿襲舊制。新法所調整規範重點之中，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競爭影響較大者計有
43： 

1.開放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事業的可能性，並概括規定另依電信法規範的

意旨（參照新法第四條、第二十四條，比較舊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 

2.將「頻道經營者」刪除，改依市場現況規定「頻道供應者」（參照新法第

二條第四款，比較舊法第二條第四款、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3.修正審議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與職權（參照新法第八條，尤其第四款規定，

以及，比較新法第九條與舊法第九條規定）； 

4.刪除跨媒體經營限制（比較舊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5.部分開放外國人投資及經營系統（參照新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

                                                 

41
 參閱：政治大學經濟學系（1996），《我國有線電視收費標準與計算公式之研究》，頁 61。

該項報告主要依據美國 FCC 費率管制經驗探討相關計算公式問題，並建議我國應採取所謂「價

格上限法」管制有線電視系統的收費標準。 

42
 參閱：新聞局（1997），《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廣播電視白皮書》，頁 32。 

43
 新法尚將適用範圍擴及「有線廣播」（參照新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增

訂節目分級等內容管制規範（參照新法第四十一條），以及加重罰則等修正重點。此外，新聞局

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發布新法施行細則，相較於舊法施行細則，總計新增十二條、刪除十

七條、修正二十四條，調整幅度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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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比較舊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6.降低系統業者公益負擔（參照新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第五十三條，比較

舊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四十四條規定）； 

7.加強地方主管機關執法職務及權限（參照新法第三十二條、第五十一條、

六十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二條第四項，比較舊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六條等規定） 

8.針對歷來交易爭議，另訂營業監督及糾紛處理規範（參照新法第八條第四

款、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九款、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七

十四條等規定）； 

9.增訂水平與垂直整合管制規範，並保留調整分區寡占結構相關規範（參照

新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第六十八條第二項等規定）。 

以上各項修正重點之中，8.及 9.兩項恰巧與公平交易法上對於「不公平競爭

行為」與「限制競爭行為」規範架構形成互補關係，具體執行上相關主管機關尤

其應該特別注意其搭配運用的成效44。 

此外，新制訂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中，明文界定「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

者」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兩類「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並且要求經營

者應依法取得新聞局許可（參照該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第五條至第十四

條、第四十條等規定）；「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節目或廣告至我國境內，

依法亦應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申請許可始得營業（第二條第五款、第十五條），

並且以其分公司為我國法的執行對象（第三十四條）。 

在衛星廣播電視法所創設的新規範架構下，以往將頻道業者依廣播電視法第

二十九條之一加以管理的情形，短期內即轉換為五十二家「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者」所經營的七十八個頻道（1999. 12. 06.），以及十五家「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節目供應者」所經營的三十四個頻道（1999. 12. 14.）經新聞局許可後投入有線

電視上游產業的熱絡景象45。另一方面，依新法所登記的三家境外直播衛星電視

服務經營者46，以及兩家「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47，則儼然成為有線

                                                 

44
 關於競爭法與廣播電視相關產業管制規範之間的調和，參閱：石世豪（1996），〈市場競爭

規範適用於廣播電視領域的理論基礎：德國法學界逾十載「卡特爾法」與「廣電法」論戰的啟示，

《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三集，頁 161，尤其，頁 173 以下。 

45
 個別業者名單及其經營頻道名稱，參閱：新聞局（2000），《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廣播電視白

皮書》，頁 214 至 218。 

46
 分別為：「新加坡商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台無限公司」、「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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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系統經營者的潛在競爭對手。 

 

二、4C 整合下的管制架構 

純就通訊科技的觀點而言，有線電視系統原是電信事業的一種特殊型態；而

電信法並未將單向視訊傳播排除在外，該法相關規範自然也應該適用於系統業

者。未來在「機上盒」等雙向通訊技術應用之後，更應該重新定位有線電視相關

產業：系統業者以其既有的寬頻網路，其實也可以電信事業的營業型態，同時向

收視戶及頻道業者雙方提供通信服務，並且如同其他電信事業依營業規章收取視

訊傳輸費用，類似行動電話業者分別向發話端與收話端收費。如此，則頻道業者

就成為系統業者的「企業用戶」，透過衛星下鏈訊號到系統頭端之後，再以寬頻

網路向收視戶提供「加值服務」；無論頻道業者利用「定址鎖碼」等技術收費，

或以廣告收入為營運財源，也都可以代收視戶向系統墊付通信費用（類似目前電

信業者所提供的○八○免費電話專線服務）。 

在上述觀點下重新檢視現行法制，則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兩套不同管制

規範架構，在 4C 整合過程中即應試圖相互調和，甚至，進而融合為單一法律規

範體系。再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以此朝向 4C 整合發展的趨勢

而言，電信法上關於特許、許可與各項營業監督規定，更成為有線電視產業從事

交易活動，以及設定中長程營運策略之際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法律規範。 

（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許可規範 

在現行電信法規範之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從原本的有線電視產業跨足電

信產業時，可能採取方式為取得電路出租或綜合網路業務執照而成為第一類電信

事業，或是投資設立 ISP 成為第二類電信事業。然而不論成為第一類或是第二類

電信事業，其所遵循的法律規範皆與過去在有線電視產業內的規範不同，因此以

下針對三種不同的電信產業進入方式，探討其將受到的規範為何： 

 

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取得電路出租業務執照，成為出租電路的第一類電信事業 

其型態包括自設 Cable Modem 及 CMTS（Cable Modem Terminal System），

或是僅提供 HFC 網路的頻寬，而由 ISP 提供 Cable Modem 及 CMTS，茲分述如

下： 

                                                                                                                                            

及「英屬開曼群島商台灣音視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所設立的台灣分公司。 

47
 分別為「太平洋世代直播股份有限公司」與「房金傳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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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設 Cable Modem 及 CMTS 

此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頭端機房設置 CMTS 設備，透過 HFC 網路連接

Cable Modem 使用者，而其 Cable Modem 是由使用者向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

租用。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其 HFC 網路頻寬提供第二類電信事業 

此時頭端機房的 CMTS 設備由 ISP 設置，而 Cable Modem 也由 ISP 租用予

使用者，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僅提供 HFC 網路頻寬。 

在上述兩種型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必須先取得電路出租業務執照，因此

成為第一類電信事業，而必須遵循電信法中有關第一類電信事業的規範民國 88

年 11 月 3 日公布施行的現行電信法主要相關條文茲分述如下： 

對於網路互連，電信法第十六條明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

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此於固定通信業

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三條中亦有類似規定。但以目前 cable modem 上網的促銷方式

觀察，消費者幾乎沒有機會選用非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指定的 ISP，如何以相關

條文雖然可以保障部分互連義務的執行，使 Cable 上網方式對消費者在選用 ISP

時有最大的自由選擇，則有賴進一步的分析及宣導。 

對於服務的普及與公平，第二十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

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項目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電信普

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的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

繳交至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四條亦有類

似規定，這表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亦必須負擔普及服務分攤48；而第二十七條

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

轉請交通部核准後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第二十八條提到「前條營業規章，

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五十條亦有類似規

定。注意此時營業規章的核備在於電信總局，因此其服務型態便受電信主管機關

的約束。 

對於電信設備的設置，第三十九條規定「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

電信總局所定之技術規範」，「與其他電信事業相連接之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三、三十四條有類似規定。因此有

線電視經營者設置 Cable Modem 相關電信設備時，亦須遵循電信總局所述標準，

                                                 

48
 （不論是否為語音）但是如果業者將主要營收歸於其自設之 ISP，在目前草擬中之「電信普及

服務管理辦法」草案中，似乎亦沒有立即普及服務分攤義務，這似乎又隱藏著公平性上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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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任意選購或指定終端使用者的設備廠牌49。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中，另有對經營型態及服務提供的詳細規定，分述如

下： 

對於經營型態方面，該規則第十二條規定「申請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以申

請時已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並已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公用事業為

限」前述公用事業包含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者，另外，「申請電路出租業務者，應

於申請時敘明已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實際佈設線路明細、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

畫、傳輸設備及網路架構圖」，「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合電信總局所定之技術規

範」，「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其電路出租對象以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事業為限」。

故預期系統經營者提供的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必須經由 ISP 再轉提供予一般

使用者。 

對於服務提供與品質方面，該規則第五十一條規定「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

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固定通

信業務之服務」；第五十四條規定，「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第

五十五條規定，「經營者所經營之固定通信網路，其客戶服務品質及網路性能服

務品質，應符合電信總局所定服務品質規範」。因此，以不同服務品質方式進行

差別待遇，亦不被允許。 

以(1)的方式所設置的 Cable Modem 及 CMTS，屬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範圍，

因此其技術規範與資費等必須遵循上述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嚴格規定；若以(2)的

方式，而另外成立一家屬第二類電信事業的 ISP 來提供 Cable Modem 及 CMTS，

則其遵循的是較不嚴苛的第二類規範，因此較容易以技術障礙等原因做為妨礙互

連或差別待遇的藉口。目前已有部分 ISP（如 Seednet）採用後者與有線電視系

統合作，故值得持續觀察。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固定通信網路，成為提供綜合網路業務的第一類電信

事業 

其型態包括以電路出租方式與綜合網路業者互連，以及將有線電視網路提供

綜合網路業者為其接取網路的一部分，而該綜合網路業者可能同時經營 ISP 業務

或不經營 ISP 業務，茲分別分析如下。 

                                                 

49
 倘若本條文未能落實，由於 cable modem 有許多標準正在迅速演進中（如 DOCSIS 1.0 1.1 等），

藉由非標設備之指定選用可以對使用者造成「鎖定」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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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線電視原有網路以電路出租方式與綜合網路業者互連，並以綜合業者網路

為其各 HFC 網路間的骨幹 

一旦有線電視業者投資固定通信網路，且其業務包含 ISP，則不可給予自己

的電路出租網路特別待遇，而其主要受到「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的規範，對於網路互連的公平性，該辦法第五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其本

身、關係企業或其他電信事業之網路互連服務，其價格、品質及其他互連條件，

應符合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對於網路介接點的設置，其第六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提供網

路互連服務時，應於任一技術可行點設置網路介接點。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

者遇有無法設置網路介接點之情事，應以書面向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一方說明理

由」，「不得以空間、場所及經濟性因素作為技術不可行之理由」；第八條規定「網

路介接點之設備容量應足以完成良好之通信品質及通信流量」；第九條規定「網

路互連之各電信事業應負責維護其網路端至網路介接點部分之鏈路」。上述條文

應可對有線電視業者所投資的綜合業務經營者有一定的規範約束力。 

但在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仍有部分條文因規範不明確而容

易引起爭議，如第十二條規定「網路互連時，其相關服務費用如下：一、網路互

連建立費；二、接續費；三、鏈路費或其他設備租金；四、其他輔助費」，「前項

各款費用除接續費應由通信費歸屬之一方負擔外，其他費用應由因要求互連造成

他方成本增加之一方負擔」。因為無法明確界定成本增加部分之合理性，因此在

執行上仍具爭議性。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 HFC 網路提供綜合網路業者，成為其接取網路的一部

分 

此時由於原有線電視網路為單向傳輸，升級為 HFC 雙向傳輸網路的工程須

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執行，或是由綜合（及市內電話）業者執行，則有待電信

主管機關在「自行建設網路」的要求而定。目前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中規定，「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限內，應自行

建設之市內網路不得少於可提供一百萬使用者門號或使用者通信埠或使用者門

號及使用者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如果「自行建設」的定義在未來放寬，則

預期將來採用此方式將較可能，否則缺乏誘因。 

而上述的經營型態 2-(1)可與 1-(1)共存，但 2-(2)不可與 1 共存。因此，有部

分法律上的問題可能同時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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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綜合網路業者同時經營 ISP 業務或不同時經營 ISP 業務的分野 

是否同時經營 ISP 業務，這牽涉到業者申請時在申請第一類特許執照時，是

否有涵蓋固定網路的 ISP 部分。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如果業者在事業計畫書內提

到它的 ISP 是利用其投資建設的固定網路來營運的話，此 ISP 應可認定是屬於第

一類電信事業；如果沒有寫在計畫書內，而是在取得第一類電信業務執照後，另

外再申請一張第二類電信業務執照，來成立一個 ISP 部門並單獨申請第二類電信

事業許可，則此部門會被認為是第一類兼營第二類電信業務，如果是獨立成立一

家 ISP 公司，則是單純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 

將 ISP 歸類在第一類電信事業有其優勢及缺點。缺點是當電信網路要互連

時，對第一類電信事業有強制性，而如果網路是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的話，則互

連純粹是契約協議，不受強制互連的管制，因此申請固網執照時所採用的策略不

同，可能會導致 ISP 互連談判時不對等的現象。此外，如果一個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申請成為固定通信網路業者，而它把 Cable modem 上網業務寫在計畫書內，

則 Cable modem 的費率就要受到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制的限制。整體而言，第

一類電信事業受到的管制在各方面都遠比第二類電信事業嚴格。 

但本策略優點在於，業者可採用的網路形態及架構的變化超過第二類，如果

ISP 是歸類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的話，則它跟任何網路架構的組合都是可行的，而

可以把各種服務（如 I-Phone） bundle 在特定設備條件下提供；如果是歸類在第

二類電信事業的話，則它必須以成立另一家公司的方式來做財務及網路上精確的

切割。 

此外，將 ISP 歸類於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時，其所受到的技術規範也屬

不同類，由於兩規範的訂定進度及鬆緊程度差很多，因此當 ISP 歸類於第二類

時，可能會以技術不相容做為拒絕互連的藉口。 

 

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設立 ISP，而成為第二類電信事業，並同時成為 ICP

及 IAP 

此方式需以第二類電信事業的身分來架設網路，並需遵循電信法及第二類電

信事業管理規則的規範。而 HFC 網路與 ISP 及其他服務提供者的連接方式，可

能有下面兩種不同的連線架構： 

 

(1)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 ISP 的 Cable Modem 及交換網路混合架構 

此架構下每個頭端都接到高速的區域交換網路骨幹，再經由骨幹連接至其他

ISP 服務提供者。 



 32 

此連線架構的優點，在於使用者可依自己的喜好與需求選擇 ISP 服務提供

者，而非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指定，也可節省以專線方式連接各個 ISP 所需的成

本。但缺點是必須考慮高速區域交換網路骨幹由誰來營運控制才能使人信服，及

骨幹連接到每個頭端的頻寬要如何分配及同級的服務品質才算公平。 

 

(2)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 ISP 專線連接架構 

當 ISP 的距離較近時，或是有線電視業者本身自設 ISP 時，則可用高速的區

域網路介面直接連接；而距離較遠時，則可用專線來連接。 

此連線架構的優點是，ISP 透過專線享有固定頻寬，因此頻寬分配問題較少，

所有談判協議較為單純，參與對象較少。但缺點是當服務提供者的數目增多時，

業者就必須考慮連接那幾家才能符合使用者需求及經濟效益；而互連所造成的成

本增加，雙方應該如何分擔才算公平合理；而由於高速的區域網路介面相較於專

線有較高的速度，因此業者可將自設或是有聯盟關係的 ISP 伺服器放置在近端的

機房，透過高速的區域網路介面來連接，因此衍生出另一種公平性問題。 

此外，由於 HFC 網路與其他 ISP 是透過頭端的 CMTS 設備來連接，如果此

設備是由第二類電信事業的 ISP 提供，則不受第一類電信事業技術規範的限制，

因此連線介面可能為非標準化，而業者也可能以非標準化造成的技術障礙來做為

拒絕互連的藉口。 

HFC網路

HFC網路

HFC網路

高速交換區域
網路骨幹

(ATM,
Frame-Relay
IP或其他)

頭端

頭端

頭端

近端服務提供者

ISP
及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

CATV系統業者與ISP之Cable Modem及交換網路混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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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營業監督規範 

關於有線電視系統在民國八十八年底引發爭議的收視費（率）核定問題，一

旦有線電視另行取得固定通信網路執照或電路出租執照，正式轉型為電信事業依

法提供通信服務，則其資費的訂定程序將依電信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為之（參照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第一項），第二類電信

事業的資費，則由業者自行訂定（第五項）。關於「價格調整上限制」，同條第二

項規定：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務資費調整百分比」而言，其管制標準

則在於：「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減調

整係數」，以及「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不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

第一類電信事業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第四

項）。至於「價格調整上限制」的適用對象、適用業務、資費項目、調整係數如

何訂定、管制方式，以及各項資費首次訂定等事項的管理辦法，則授權由交通部

訂定（同條第三項）。 

關於營業監督方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法取得許可經營電信事業、提供相

關通信服務之際，電信法相關規定也有適用。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第

一類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轉請交通

部核准後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同條第二項對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的服務有關

條件，則採取比較低密度的管制方式，僅規定：應「訂定營業規章，於實施前報

請電信總局備查；變更時亦同」。 

 

HFC網路

近端服務提供者
(可能CATV自設)

ISP
及
其
他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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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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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網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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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結構與競爭行為規範 

公平交易法上關於市場結構與競爭行為的各項規範，除個別依產業特性而調

整其具體適用的方式之外，原則上應該通用於所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的產業（參照該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據以規範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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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競爭行為（參照該法第四

條規定）。另一方面，有線電視產業及其所將跨入的 4C 整合有關產業，各有其

所遵循的各項法律規範；兩者之間，難免發生個別規定重疊交錯、甚至相互牴觸

的情形，進而導致相關立法目的難以落實50。 

關於以上問題，以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是否適用的角度而言，基本上可以分

為兩個層面加以處理：除外適用領域與重疊適用問題。 

 

（一）除外適用領域層面 

新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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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周邊產業及其所從事的各種營業活動，當然應該依相同原則加以處理。 

準此，則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等「其他法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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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自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公平交易法的權限而言，「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之範圍內」，即不再以公平交易法有關規定加以拘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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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符合「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目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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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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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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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競爭法與廣播電視管制法律競合適用的相關問題，詳請參閱：石世豪（1996），前揭文。 

51
 法學上的相關理論，詳請參閱：黃茂榮（1993），《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5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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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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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國政府積

極參與、輔導4C整合所採取的各種輔導與獎勵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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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疊適用問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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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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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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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產業邁向4C整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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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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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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公平交易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電信法之間，就有線電視轉型為4C整

合產業之際的市場結構及競爭行為規範架構，大致可以下圖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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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均應事前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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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視聽訊號的傳輸型態，對於網際網路及其周邊

產業的規範意義原來並不明顯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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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及其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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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者」經

營有線電視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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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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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網際網路及其周邊產業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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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將網際網路及其周邊產業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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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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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及其周邊產業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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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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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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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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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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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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藉此，有線電

視系統及「頻道經營者」內部的股權結構，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分散化要求56。新

法對此則另闢蹊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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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電信法取的固定通信業務或電路出租執照，進入電

信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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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第四條規

定），其所面對的市場結構及競爭條件，在法律規範層面上的相關規定並不明確，

主要決定者仍是行政院與交通部：「第一類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

照，始得營業」（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

範圍、時程及家數，由行政院公告」（同條第七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業務

之特許，交通部得考量開放政策之目標、電信市場之情況、消費者之權益及其他

公共利益之需要，採評審制、公開招標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同條第八項）。 

 

                                                 

55
 由於該項規定並未明定所謂「股權」，究竟係專指有表決權股份或包括無表決權的特別股在

內，解釋上不免發生疑義。依該項規定強調「股權分散」的精神，以及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均著重事業經營權限的情形觀之，似不應將無表決權的股份納入計算為妥。 

56
 姑且不論國內習見的「人頭」持股現象，以及個別業者為提升經營者意見的一致性、間接促

使控制權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中；至少，該項規定已先揭示「股權分散」的意旨，並且明定持股上

限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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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的競爭規範 

新版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的另一項特色，在於引進以調整市場結構為核

心的競爭規範架構。例如，電信法中所增訂的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就明

文禁止市場主導者各項濫用市場力的行為：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

接阻礙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之請求。二、拒絕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

業揭露其網路互連費用之計算方式及有關資料。三、對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

方式，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四、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

租用網路元件之請求。五、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

求。六、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七、其他濫

用市場地位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同條第二項規定，則將所謂「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交由交通部為之。關於後

者，固然保持主管機關監督市場主導者之際，得依具體情況彈性適用法律規範的

優點；在執法過程中，卻也可能發生公平交易委員會另依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

監督獨占事業，進而與電信主管機關權限相互衝突的情形。 

此外，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也凸顯立法者正視市場結構對於競

爭行為規範上的重要性。該條第一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另行公告重新受理申請：一、在公告期間內，該地區無人申請。二、該地區無

人獲得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三、該地區任一系統經營者終止經營，經審議委員

會決議，須重新受理申請。四、該地區系統經營者係獨占、結合、聯合、違反第

二十一條規定而有妨害或限制公平競爭之情事，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公平競爭，

經附具理由，送請審議委員會決議，須重新受理申請」。同條第二項則進一步授

予主管機關彈性調整市場結構的權限：「重新辦理公告，仍有前項情形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視事實需要，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之：一、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重新劃分及調整經營地區。二、獎勵或輔導其他行政區域之系統經營者經

營。三、其他經審議委員會決議之方式」。 

由於該條明文規定「獨占、結合、聯合」等公平交易法上相關規定（參照第

五條至第七條規定）為其要件，其認定方式及標準，以及同時涉及公平交易法上

相關禁止及監督規範（參照第十條至第十七條）的執行問題，不免與公平交易委

員會既有權限相互重疊。就此，主管機關之間實有必要就各自主管事務，有效協

調相關監督與取締措施，藉以提昇整體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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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4C 整合趨勢下的有線電視競爭規範議題 

一、寬頻網站互接問題 

目前國內的有線寬頻網路，主要有東森與和信兩家公司旗下的系統經營者提

供，兩家公司亦皆有設置寬頻網站，供其使用者下載短片等寬頻內容。但兩業者

間僅透過窄頻的網路互接，使得兩方的使用者雖都具備寬頻的接取網路，但卻身

處於各自系統的孤島，無法下載對方網站上的寬頻內容。 

 

兩家公司間可能的互連方式包括透過專線方式互連、由第三家網路服務業者

（ISP）提供互連服務、或者由兩家公司協議成立一寬頻交換中心，架構如圖所

示。關於以上三種可能的連線方式，本研究小組向東森總經理詢問其技術與經濟

可行性，得到答覆為：「兩家公司以專線互連的方式成本太高，較不考慮。如果

第三家ISP有意願提供兩家公司互連的服務，透過第三家ISP互連，對和信與東森

是最方便的方式；成立寬頻交換中心亦為可行，但因成立交換中心尚需各家公司

間的協議，實現上可能不及由第三家ISP提供互連服務來得方便有效率。」而陳

光毅先生認為目前和信、東森之間尚未寬頻互連，並非有阻力存在，而是因兩者

都剛起步，尚未發展完全所致。 

本研究小組的討論則認為，除了互連之外，如果兩家公司有合作的意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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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Internet

Exchange
(BB-TWIX) 專線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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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web hosting 的方式，把對方的 content server 做一份 mirror site 直接放在自

己的機房內。但此種作法目前尚未能實現，可能的理由在技術面上是因主機代管

會增加機房管理人員的工作量；在市場面上則是因目前寬頻內容是系統業者爭取

市場的重要憑藉，雙方皆以豐富的寬頻內容做為宣傳主力，在此行銷策略下，

content 是搶攻市場的重要資源，在競爭時絕不可能讓給對方使用，誰先出讓自

己的 content 誰就在搶占市場上先吃虧。因此雙方在 content 上達到可以互相使

用、交換，或互連，應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實現。 

 

二、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 

未來頻譜分配相關問題，應涵蓋有線及無線兩個部分。無線部分的頻譜分配

是由電信總局依「中華民國無線頻率分配表」的規畫來「分配」(allocate)不同頻

段的用途，用途決定了之後，再「指配」(assign)給不同業者某一頻段的使用權，

業者在 assign 給它的頻段中有分配使用的自由，除非在授權時另有但書；至於有

線頻譜部分，交通部電信總局所能規範者為是機上盒等相關設備的技術規格，並

由規格的制定來規範頻譜在類比節目、數位節目、資料之間的分配，在符合規格

的條件下，業者可以自由選擇各頻段的內容。 

在規格制定的過程中，電信總局可能在兩方面犯下錯誤，一是技術規範定得

太模糊，造成業者引入非標準化的方案，造成使用者被業者鎖定，難以轉換系統；

另一可能錯誤是規範定得太嚴，造成技術不易發展，國家競爭力下降。當規格並

未有明確的訂定時，系統的相容性將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如果系統的相容性不

高，使得用戶在移轉時會有困難，或是要負擔較高的費用，造成消費者不能自由

移動，易形成不公平的競爭。在前項狀況下，如果業者利用非標準化的方案，造

成使用者轉換設備上的成本障礙，則有造成排他性不公平競爭之嫌。 

 

三、電信網路傳送視訊可能的法律問題 

如果電信業者透過網路(含網際網路，或寬頻接取網路)代頻道供應商播送節

目時，是否要先取得有線電視執照？若是，則代表有線廣播電視法效力強於電信

法。不過事實上網路傳送的 Video，是經過數位處理過的資料，因此基於用戶內

容的保密及電信法對於電信的定義，對於是否傳送 Video 訊號，業者可宣稱無權

過問。這代表寬頻技術上的新發展，導致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面臨重大

挑戰，所以現在的問題爭議點並非有線廣播電視法或電信法效力熟優，而是這種

行為適宜受那個法的管制，已經不是用原來的法規結構可以判斷。此外，有線電

視與電信、網際網路之間相互跨入的法律問題，有些可能是技術上面的自然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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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而不見的是為了刻意規避法律而採用的一些特殊步驟。 

在實務上，例如中華電信可能與某些股票資訊業者有緊密的合作，其股票資

訊傳播的方式，除了 Data 之外還可能以 Digital Video 的形式(如專家解盤)傳遞，

此時中華電信自然成為一個 Video Distributor，而等於是另一種形態的系統業

者。事實上從電信法對”電信”的定義來看，將無法分辨這是類似系統業者的視訊

傳送服務（Video Distribution），還是屬於電信服務（Telecomm Service）。 

 

四、透過 Internet或 cable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 

以 Internet來供節目傳輸，目前較領先的領域為廣播電台，而不是有線電視

節目提供者。無線廣播電台因為執照與功率的限制，往往只能做為地區台，因此

他們便想透過網際網路來廣播以擴大聽眾群。而透過網際網路來廣播聲音所需的

頻寬遠小於電視節目，因此短期內媒體要經由網際網路來傳輸，廣播電台會較領

先於有線電視節目。依國內目前狀況而言，Internet Radio 已有多家電台正式提

供，而 Internet TV則在實驗階段。 

另外有線電視業者在處理視訊傳送時，還會受到無線電視台的競爭。因為無

線電視台是廣播系統，因此 ISP或學校可在接收無線訊號後再送入網路，這比 ISP

之間跨網路傳送節目速度較快。如果是透過 Cable Modem下載短片的話，Media 

Server必須設置在該地區的機房，而只能做區域性的服務；如果想將所有的Media 

Server集中在一個機房，再經由 Internet 向全國廣播，目前由於骨幹頻寬不足及

群播（multicast）協定未普及，因此並無經濟效益。但是未來寬頻骨幹逐步實現

後，預期 Internet上的電視及廣播，對原來較受電波資源限制，或政府所管制地

區很可能因此而有新的通路，其「管制」的必要性，也就成為新的議題。 

 

五、利用有線電視網路提供寬頻服務相關議題—以美國現況為例57
 

FCC 處理電信併購或審核企業可否跨足至本業外其它領域的不成文條件

是：當企業跨入新領域時，其原本所在領域要開放允許其他競爭者進入，且其互

跨行動要對消費者有利並提出證明 FCC 才核准，但仍可能附加其它但書或條

件。故 Cable 或 telecom 業者要進入原本他們沒法伸展到的領域時，管制者常給

予強烈的訊息，讓他們知道若要進入一個領域跟他人競爭，則自己的領域也要開

放到相當的程度這才公平。 

                                                 
57

 以下論述參閱 John W. Berresford, ”Access to Cable TV Systems Offering Broadban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October 1999, pp. 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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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寬頻 Last mile 目前較為短缺，且所有業界均預期將具有極大商機，因

此一些業者便開始建構各種不同的 Last mile，此顉域也就成為競爭的關鍵所在。

目前在美國較為領先的是在 HFC 網路上利用 Cable Modem 提供寬頻服務的有線

電視業者，其次是在電話線上利用 xDSL 提供寬頻服務的電話業者，最後才是

FTTH、衛星、LMDS 等技術。 

然而美國電話業者所受到的規範遠多於有線電視業者。由於電話是屬共同載

具，因此電話的費率及利潤均受直接控制，而電話業者必須對所有 ISP 提供接取

服務，且不能有差別待遇。但有線電視業者過去僅提供節目的播送，因此目前法

律上並無如此明確的義務與約束。 

對於上述情況，衍生出下面幾個值得探討的議題：一是有線電視業者是否應

該允許他的用戶能夠透過有線電視網路來接取其他 ISP；二是寬頻接取業者是否

有能力或是誘因來對不同 ISP 的用戶提供差別待遇；三是政府應該如何做決策，

才能產生更多的寬頻接取網路、更低的費用、更多的內容及更快的革新。 

針對上述議題，美國電信業的樂觀者認為政府不需對寬頻 Last mile 加以管

制，應該放任其自由競爭，最後自然會產生足夠多的寬頻 Last mile，而他們為爭

取用戶，因此會歡迎所有的 ISP，且不會有差別待遇。所以政府只需將那些政府

有而 Last mile 需要的資源快速釋出，如執照、頻譜、路權等，如此才能加速 Last 

mile 的建置；而寬頻 Last mile 的其他部分，如資本、技術、管理等，可交給 ISP

或其他高科技公司來處理。 

然而悲觀者認為，市場與協商並不會運作地那麼好，最後只會剩下至多兩家

寬頻 Last mile 業者，而他們也會對自己 ISP 提供特殊待遇。因此必須有管理機

構來對這些情況加以管制，而管理機構在制定決策前，必須對有線電視網路的架

構及運作方式徹底加以瞭解，且必須決定在何處必須做到 Unbundling，以讓其他

的 ISP 也能夠透過有線電視網路來提供服務，最後管理機構也必須決定 ISP 要付

給有線電視業者多少接取費用才算合理。 

目前在美國奧勒崗州的兩個地方政府首先做出決策，也就是 Portland 市及

Multnomah 郡，它們認為 AT&T 地區的有線電視系統必須做到 Unbundling，然而

AT&T 不服此決策，所以交由地方法院來裁決，結果 AT&T 敗訴，因此目前上訴

高等法院。 

而 FCC 雖然未對此議題下定論，但有官員認為一個全國統一的決策會比多

個僅有些微差異的地方決策來得好。並且認為管理機構如果要做出正確的決策，

必須要有充分的資訊、良好的判斷，以及不受業界及政治干預的能力。美國在此

領域內的相關政策發展，非常值得我國重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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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ble industry in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its infanc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Cable Broadcast Law", cable system operators are allowed to 

apply a licens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This statute also contains other 

detail prescriptions about cable services and their transaction. New legislation for the 

satellite broadcasting, on the other hand, regulates DBS and audio/ video program 

transmission via Satellites. Thus,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has now a more appropriate 

deleg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branch has encouraged 

private investment in mobile and fixed transmission, and many kinds of value added 

services. A brand new 4C-integrated market structure is emerging. What will then the 

competition rulings look like when the cable industry eventually develops into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 4C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me key issues in this 

field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m in technological, econom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