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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經濟理論競爭文獻的研究，「競爭」基本上可區分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

與潛在競爭等三種層次。欲達成市場競爭的效果，市場上必須擁有充分的廠商數，以

及每家廠商的決策必須是獨立的。產業競爭的達成條件則必須市場的進出，沒有法律

等政府公權力的干預障礙，以及排除廠商主觀的人為所創造的是進入障礙，例如限制

價格的施行、沉入成本、過多產能、產品增殖的策略、以及關鍵原料的控制。

根據上述競爭理論為基礎，探究我國長期以來有線電視的競爭政策發展，研究的

結果發現：就市場競爭內涵而言，過去政策上似乎忽略了有線電視最適規模特殊屬性

的考量，使得市場的劃分並不適當。其他產業競爭引進，直播衛星電視可能由於法制

時程的延宕、設備價格太高、欠缺夠吸引消費者的節目、控制於相同的業者手上等原

因，最後僅成為偏遠地區民眾的收視工具。

由電信產業跨業經營的中華電信公司的MOD服務，則由於法制上未能配合，致
使在實際經營的過程當中引發許多的爭議，耗損相當的社會資源成本，與直播衛星一

樣，由於欠缺殺手級的節目頻道，在消費者市場上一直無法有太大的突破。同樣的理

由，最近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其他網路電視，若不能在頻道的取得上有所突破，前景

似乎也不甚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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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就市場競爭問題的解決，本研究建議政府政策上應當重新劃分有線電視經

營區。對於產業競爭的部份，建議未來政策上對業者上下游的垂直整合似乎應當予以

更高的關注，若政策上允許任何業者垂直整合，則在附帶的配套措施中，應使其他的

平台業者有公平購買關鍵頻道的機會，免得因此形成「人為」的市場進入障礙，造成

產業競爭效果的無法發揮。

關鍵字：產業競爭、市場競爭、潛在競爭、有效競爭、內部競爭、外部競爭。

壹、緒論

經由長期的研究與觀察，學界或一般社會大眾均體認到獨占市場的運作，對社會

福利會有不利之結果，然而文獻上對此問題的解決策略，在政策上卻常衍生兩種截然

不同的政策建議。一是主張採用競爭法為規範手段，促進市場的競爭，以消彌市場的

壟斷程度；二是由政府給予廠商特許獨占（franchised monopoly），然後再對該獨占
廠商進行直接的管制（direct regulation）1。前者即為一般所稱的「競爭政策」，後者

則將其歸類為「產業政策」。

然而，主管機關對於特定產業決定到底要適用那一種政策時，則需事先瞭解該特

定產業的生產技術條件，以做為決策的基礎。若該產業的技術條件允許競爭性市場的

存在時，則主管機關可採行以競爭法為手段的競爭政策；反之，若產業生產技術條件

不適合競爭性市場時，主管機關所應採行之政策則為直接管制的產業政策，先允許廠

商特許獨占，然後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規範，以確保交易相對人–消費者的權益。
決策者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取捨準則，是先對該產業的客觀條件 – 生產

技術的屬性進行充分的理解，然後在該技術狀況前提之下，正確地決定採行那一種適

當之政策。如果決策者未能清楚體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施行立基的分野，貿然採行

不適當的政策，則錯誤的決策，很可能造成社會更大的損失，最後的結果一方面不利

於該產業的正常發展，二方面則不利於消費者利益的保障。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自民國82年合法化以來，主管機關新聞局一開始即將全國規劃
為51個專屬經營區，每個經營區並限定至多允許5家廠商經營。前項之專屬區域之劃
分，以及限制經營者事先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以取得經營許可的制度設計，即屬於

前述之主管機關直接管制之「產業政策」，但每個經營區至多只允許5家廠商申請經

1 Blair and Kaserman（198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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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執照，主管機關之立意似乎又想藉由市場存在較多廠商的條件，維持廠商間彼此的

競爭，以達成社會福利最大之目的，則屬於「競爭政策」的思維。

然而，該雙元制度施行的結果，最後似乎並未達成原有制度設計的目標。有線電

視產業結構發展的情形，與主管機關或社會之期待，甚至存有相當之落差。在存在有

線電視廠商的47個經營區當中，有32個區已由原有寡佔的市場結構逐漸演化為獨占市
場結構，剩下的15個區亦由原有的寡佔市場結構慢慢收歛為偶佔市場結構2。主管機

關欲藉由多數廠商的存在而發揮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之效果，以達成消費
者更多保障之目的，看來是已如「明日黃花」。

緣於前述目標的落空，主管機關乃積極思慮藉由既有有線電視之外的平台，

發展所謂的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簡稱DBS），企圖以引進產業競爭
（industrial competition）為手段，達成促進競爭之目的。惟可惜的，衛星電視在國內
的發展結果並不理想，截至目前為止，其所吸納的消費者尚不及2萬戶3，與有線電視

市場目前約496萬戶4的規模比較，根本無法撼動有線電視之市場，形成市場有效競爭

之效果。

在企圖引進直播衛星提高競爭的政策失敗後，主管機關則進一步推動跨業經營

之手段，由電信市場的大型中古廠商（established firms）—中華電信，引進所謂的
「多媒體隨選視訊」（Multimedia On Demand，簡稱MOD）參與有線電視市場的競
爭。但是限於法令制度的不完備，以及中華電信在市場上無法取得關鍵性的節目內容

（content），到民國96年第一季為止也只能在市場上爭取到28萬個客戶5，對既有有

線電視市場的競爭，初步看來效果似乎也不大。

此外，隨着科技之進步，在視訊市場上，因為電腦的普及，以及傳播通路平台的

多元化，有所謂的網路電視（IPTV）的發展與出現，正逐步形成另一個消費市場，
可望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力競爭者。惟如同直播衛星與隨選視訊的發展一樣，其成功與

否仍須經由長期之觀察才能知道其結果。

本文研究之目的，係由競爭政策的觀點出發，探討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政

策，應由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中的那一個政策主導較為適當，並由各類型的競爭引進

2 依據新聞局的研究，此15區市場實質上只有2個區為真正的偶占，而其他的13區的市場
名目上為偶占，但均屬於同一個老闆為實質上的獨占。因此有線電視市場之結構47區當
中，已有45區屬於獨占之結構。

3 見柯舜智（2004）的研究報告。
4 截至民國96年6月份資料。
5 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資料。http：//www.NCC.tw/Chinese/News_detai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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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討論競爭機制引進失敗的原因，然後提出解決之政策建議。期冀此研究結果能

提供政府機關的參考，一方面有助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能夠從此步入正軌；二

方面可將此研究心得提供政府部門其它相關管制產業的借鏡。

本文研究結構的安排，除本章為緒論之外，第貳章依據產業經濟文獻建立競爭模

型架構，先將競爭區分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與「潛在競爭」三種層次，然

後詳細說明不同競爭模型下，為達競爭目標所需具備的客觀條件。第參章則回顧我國

有線電視十幾年來的發展軌跡，並以競爭理論與衍生之政策結果，檢討其利弊得失。

第肆章則以直播衛星電視的引入為核心，先介紹直播衛星電視的發展沿革，然後分析

該政策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以及背後的政策涵義。第伍章則以中華電信MOD的引進
為研究對象，先討論有線電視與電信產業互跨的法制爭議問題，然後分析MOD收視
戶成長不易的原因，並對其產生的問題提出解決對策。第六章則以網路電視引進產生

之競爭效果為核心，探討未來可能產生之效果，以及其對競爭政策的意義。最後一章

則為本文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貳、競爭政策的競爭內涵

自由經濟體制下「競爭制度」的可貴與重要性，在於藉由市場上每個經濟人私利

的追求，最終使整體社會獲得公益最大的結果。所以從整體社會公共利益角度觀之，

「市場競爭狀態」的維持，不可避免的是政府機關競爭政策落實的必要手段之一。然

而緊接的問題是「市場競爭狀態的維持」要如何達成？不過在回答上述問題前，首先

要解決的更重要問題可能是「競爭」本身定義為何？基本上它包含幾個層次？各層次

的滿足條件為何？以下即按經濟文獻的分類，將「競爭內涵」分為三種層次分別加以

說明。

一、市場競爭6

「競爭概念是由一般的知識躍入經濟學領域變成專有名詞，長久以來，人們一

直以為競爭就是獨立的二人或多人的相互敵對。亞當斯密當初試圖解釋『供給減少會

導致價格上漲』的現象時，便曾提及『競爭會立刻開始於眾買者之間。』相反的，當

供給過多時，價格也會下跌，至於價格下跌的幅度，就得視賣方的競爭程度，以及商

6 這裡接受Stigler（1957）的分類，將競爭的層次先區分為「市場競爭」與「產業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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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要立即脫手的程度而異，競爭愈激烈及愈需要及時脫手者，其價格下跌幅度也愈

大。」7由以上學者史蒂格勒（Stigler）詮釋亞當斯密的競爭概念裏，可以發覺競爭顯
然是市場的一種動態的過程，經濟人競爭的主要目的在於爭取有限的供給（有超額需

求時），或者為避免自己成為過多的供給者（有超額供給時）。

（一）市場要有充分的參與者

在上述市場競爭過程的描述，可以進一步引申說明。基本上「市場競爭」的獲

得有兩項條件必須滿足：第一，市場上參與競爭的事業主體，必須要有相當的人數。

第二，每家廠商的決策過程必需是獨立的。處於超額需求時，買方市場要有足夠的買

者人數，競爭的效果才會顯現。反之，存在超額供給時，賣方市場也要有夠多的供應

商，競爭之效果才會產生。換言之，「市場競爭」的形成的第一要件是市場內供需雙

方必須要有充分的廠商人數參加。

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巨著裡，曾兩度提到有關市場參與人數與市場競爭的關

係。第一次提到參與人數時，他說：「由少數人運作的交易，勾結起來的可能性很

大。」8由此看，亞當斯密的心中深刻暸解，市場交易人數不足時，參與者很可能形

成勾結的結果，使市場「競爭」的機制無從產生。第二次提到市場參與人數時，他說

到：「如果把足以在一鎮交易的資本分由兩家雜貨食品店持有，則競爭的結果，將驅

使二者的價格，比資本由一家持有的情況便宜；如果把它分成二十家商店持有，則他

們的競爭將趨於更為激烈，因而使他們勾結起來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9可見市場

有充分的參與廠商，是「市場競爭」產生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瞭解充分的參與者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必要條件之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

市場存在的廠商數，到底要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充分」才會產生競爭效果呢？

在文獻上經濟學者的研究並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不過基本上它的探究可以由

兩方面來瞭解：第一，是由怎樣的市場結構最容易產生勾結的情形，由負面的角度

出發，找出市場競爭的所必需的廠商數。第二，是由正面的角度出發，從有效競爭

（effective competition）觀點，探求市場至少要有多少家廠商，才能產生「競爭」之
效果。

怎樣的市場結構最容易產生勾結結果的負面研究，可以由反托拉斯共謀個案中

的統計資料加以探求，觀察市場門檻廠商數與勾結發生的關係。文獻上Hay與Kelly

7 見Stigler（1957），p.1
8 見Smith（1937）p.126
9 見Smith（1937）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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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的共謀研究，以美國司法部1963至1972年間62個共謀個案為研究對象，勾
結發生個案的廠商平均數為7.25家，顯現市場上廠商數較少時，確實比較容易產生市
場競爭機制受阻的情形。Fraas與Greer（1977）的研究相同的以美國司法部共謀個案
為研究對象，不同的是他們的研究時間拉長為62年（1910－1972），在606個個案當
中，參與共謀個案的廠商平均數為16.7家，廠商數比前者的結果多，不過若觀察指
標改為中位數則廠商數降為8家，若觀察指標改為眾數時則市場廠商數再降為更少的
4家。如果區分不同產業加以觀察，其中位數分別為天然資源業13家、製造業7家、
配銷業11家、建築業15家、金融業4家、運輸業4家、服務業8家，顯現廠商數的確較
少，不同產業亦有不同之結果。

國內公平法聯合行為的統計分析，學者莊春發（2005）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在非公
會介入的46個個案中，平均廠商數為8.13家10，若剔除樣本中的極值市場平均廠商數

則降為7.06家，該數據和國外的研究結果頗為類似，即發生勾結行為的市場，廠商數
一般均呈現較少的傾向。不過這種廠商數較少的粗略印象，只能獲得市場競爭必須有

充分廠商數的間接支持。

至於正面研究市場競爭需要多少廠商數才能形成「有效競爭」，相對於勾結負

面的研究結果則要明確得多。文獻上這種研究大部分發生於近年美國有線電視改革的

費率議題上。Dertouzos與Wildman（1990）的研究發現，電視市場上至少必須存在五
個非重覆視訊，才能形成市場有效競爭，超過第五個之後的非重覆視訊，對當地有線

電視費率並不產生降價的效果。Bykowsky和Sloon（1990）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
論，電視市場必需存在六個非重覆視訊的電視台，有線電視的費率，才會產生有效競

爭的效果。Grandall（1990）的研究也發覺相同的情況，非重覆視訊由一家逐次增加
到五家時，每增一家對有線電視的費率均有降價的效果，不過其影響力則呈遞減之現

象，如果非重覆視訊的家數到達五家時，則再增加一家非重覆視訊，對有線電視的費

率則不產生降價影響。11

國內學者莊春發（2000）研究國內有線電視的費率，也發現類似的現象，當區域
內的有線電視家數，由一家增加為二家，或由二家增加為三家時，以半年費率或年費

費率所顯示的數據均有顯著之差異。若區域內市場廠商家數由三家提高為四家，或四

家提高為五家，或三家提高為五家時，市場費率並沒有顯著的差異12。進一步採用迴

10 見莊春發（2005）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一公平會處分案的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
第13卷第4期 頁1—31。

11 見Robinovitz（1993），P.4
12 見莊春發（2000），有效競爭與市場廠商數－台灣有線電視的研究。中央大學產業經濟
研究所 第三界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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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分析法，也發現市場廠商數三家為一關鍵值，表示台灣地區同一地區有線電視市場

的廠商數必需超過三家廠商的家數，市場才能達到有效競爭之結果13。

（二）市場參與廠商的決策必需是獨立的

市場競爭的形成除需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供給一方的廠商，必需要有二家以上

的充分廠商人數外，另外形成市場有效競爭的重要條件是，這些參與者的決策必需為

獨立的，以及彼此之間具有敵對性，否則市場參與者人數即使再多，廠商相互競爭之

效果將無從產生。例如過去台灣焦碳產業，市場上的供應廠商有啟業、新竹、興南三

家廠商，依據廠商數條件，似乎在市場應當會有若干競爭效果的產生，可是這三家廠

商卻利用組成一家「礦聯」公司的方式，獨家代銷三家公司產品的策略銷售產品，個

別廠商在市場上不能單獨銷售焦碳。礦聯公司在焦碳市場上儼然為獨占廠商，致使焦

碳的銷售市場根本沒有任何競爭機制的產生，雖然表面上焦碳的生產存在三家廠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預拌混擬土業與紅磚業兩個產業上。民國七十二年北部

地區二十一家預拌混凝土廠商，籌組三家代銷公司共同經營各家廠商預拌混凝土的銷

售業務，並各自劃分經營地區。以劃分市場和代銷方式銷售預拌混凝土的策略，將

二十一家預拌混凝土廠商的市場競爭消彌於無形，原因在於每家廠商在市場的銷售上

並沒有獨立決策的事實。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桃園縣磚瓦業公會，於當年三月成立貨款代收處，並獲桃園縣

政府核準。基本上該組織之成立，亦有藉由代收處的成立與運作，控制桃園地區磚瓦

廠磚瓦量的生產與發貨量的控制14的企圖。造成桃園地區磚瓦市場，名目上雖然有充

分廠商參與競爭的條件，可是事實上由於透過貨款代收處的約制，廠商彼此間並無競

爭可言，市場競爭之效果即無從發揮。

是故，由競爭政策觀點而言，「市場競爭」目標的達成，首要之務必須讓市場存

在相當的競爭者人數。其次，這些競爭者的市場決策，必須為各自獨立，不能有聯合

行為的發生，否則市場競爭效果無法產生。

二、產業競爭

以上所討論的競爭內涵，是屬於市場內部競爭（internal competition）的層次15，

13 目前全省五十一區大都為獨占或寡占，其費率大都以新聞局規定的上限為費率。1998年
高雄市南區與北區的費率，由於市場上存有三家有線電視公司，形成有效競爭，月費費
率則維持在每月新台幣三佰元左右，是當時全省有線電視市場的異數。

14 見莊春發（1994）同業公會與廠商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
15 見Singleton（1986），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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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市場「競爭效果」的產生，寄望於已存在於市場廠商相互的敵對行為。換言之，市

場競爭的討論是建立於廠商市場進出不存在的時空條件。然而，除內部競爭之外，

市場長期若出現超額利潤時16，市場外的其他潛在廠商，則可能因此被誘引進入市場

參與超額利潤的競逐，此種廠商市場進出帶來的競爭效果稱之為外部競爭（external 
competition）。外部競爭的力量，可能比內部競爭的力量更大17。在討論競爭內涵

時，它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根據史蒂格勒（1957）的分類，這種廠商市場進出所帶
來的競爭效果，稱之為「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
（一）產業競爭的內涵

「產業競爭」的內涵，基本上建立於廠商進出市場，以增加市場的廠商數，最

後形成「市場競爭」的效果。所以在前提上必須假定廠商的市場進入很快速，也很容

易，沒有任何障礙，分析的時間則需夠長，這些假定在正常的情況裡大概都沒有問題
18。

因此，由「產業競爭」發生效果的前提裡，可以做兩項引申，第一，廠商市場進

入與退出，必須如預期，具備快速與容易的特性，如此才能因應市場的現況。第二，

廠商市場進入或退出的發生，必須要給予相當足夠的時間。換言之，「產業競爭」的

效果，是在長期才會產生。

（二）產業競爭的法律障礙

藉由廠商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以獲得競爭的效果，在實際社會裡，尤其是政府存

在的社會，可能並不容易。仔細觀察實務的結果，往往可以發現，廠商的市場進入，

擁有強制力的政府部門，經常會經由立法管制對市場進入採取干預的態度。例如民國

八十二年，公平法施行之初，在服務業公佈了十個市場十九個獨占事業，根據當時的

法律規定，可以發覺十個市場的進入，政府都設立法律限制的規定，非經政府的許

可廠商是無法進入該市場從事經營之工作。這些管制法律包括電信法、鐵路法、商港

16 在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內涵的討論當中，均假設市場訊息為完全的，市場內的參與者廠
商與消費者對產品價格、品質、因素來源、產品取得區位均能瞭若指掌。相關詳細說
明，見莊春發（2001）競爭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第二章分析。

17 Baumol, Panzar & Willig（1982）的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最重要的主
張，即強調外部競爭效果功能，在極限時，即使市場只有一家廠商，因為外部競爭效果
的發揮，市場的績效如同完全競爭，廠商只能享有正常利潤，不會擁有超額利潤。

18 古典經濟學派的競爭內涵，基本是這樣主張的，亞當斯密以為資源的所有者，長期間應
該能夠在鄰近地區，完成對各種資源就業情況的瞭解，勞動與資本不同應用的產出總合
有利與不利的相等性，只有發生在普通情況，或者稱之為這些應用的自然狀態。自然狀
態必然是經過長期移動或調整的結果，這些資源的有效應用，也只有在長期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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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航空站地勤管理規則、公路法、保險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廣播電視法19。

公平會公告的另外二十三個製造業市場，二十一個獨占事業當中，有十七個的市場進

入受到法律的限制，有兩個市場則由主管機關授意才能進入，也相當於由政府部門設

立進入障礙。只有對苯二甲酸、大客車、機車、平板類玻璃等四個市場的市場進入，

政府沒有設立市場進入障礙20。綜合觀之，公平會八十二年公告的三十三個市場裡有

二十九個市場，占所有公告市場的88﹪，受限於政府法律或行政命令，使其他潛在競
爭者根本無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因此也就無法發揮「產業競爭」的效果。

這些受到法令管制的市場，其法令管制有些係為規模經濟的理由，例如第一類

電信市場，鐵路客運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均屬於此類型的市場。其他有相當部分

市場的法令管制，則係屬政府部門其他政策的考量而訂定進入障礙。可見市場要獲得

「產業競爭」之效果，並非像古典學派學者所認知的可以很快也可以很輕易的達成。

（三）產業競爭的策略性障礙

「產業競爭」效果的實現，除受阻於以上法律障礙客觀條件的限制外，也可能

因為市場內既有廠商採行各種經營策略的關係，使市場進入不易形成另外的進入障

礙，產生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效果。若廠商採行的障礙策略成功，則市場上產生

「產業競爭」的希望也將隨之破滅。文獻上這類的研究頗多，依廠商採用的手段，

大致可區分為：（1）限制價格（limited pricing）為手段的進入障礙，（2）過剩產能
（excess capacity）為手段的進入障礙，（3）產品增殖（product proliferation）為手段
的進入障礙，（4）沉入成本 （suck cost）為手段的進入障礙，（5）關鍵性原料投入
的控制。以下分別詳細說明如下：

1.限制價格進入障礙

限制價格進入障礙21的理論，係假定新進廠商預期進入市場之後，既有廠商會維

持原有產量水準的前提下，潛在廠商會在事前評估其一旦進入市場，參與生產加入市

場競爭之後，它對市場價格的影響程度如何？然後再估計其是否值得進入該市場。

依據該假說，學者Sylos-Labini（1962）以為既有廠商會以「價格變動」為競爭的手
段，制定一個使潛在廠商認為進入市場後無利可圖，甚至使其產生損失的價格，藉以

獲得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參與競爭的效果。

動態限制價格（dynamic limited pricing）進入障礙理論，則將分析延伸至長期動

19 見莊春發（1993）獨占事業與市場進入障礙－台灣服務業的研究。
20 見林慈柔（2000）獨占事業獨占地位的取得與維持－以公平會公告獨占事業為例。
21 限制價格的貢獻者有Modigliani（1958），Sylos-Labini（1962），Gaskins（1970），前
者兩者屬於靜態限制價格進入障礙，後者則為動態限制價格進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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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考量，主張既有廠商不但會以動態的限制價格做為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手段，

而且會進一步的利用該策略，控制市場上的廠商數，使市場的價格與市場參與廠商數

之間形成一替換關係。在此兩種變數均在控制的條件下，追求個別廠商長期利潤折現

值的最大。換言之，動態限制價格理論的提出者，以為既有廠商不會完全以阻止潛在

廠商進入市場為唯一目的。相反的，他會借力使力的，在各期實現利潤與市場佔有率

減少中做一替換之動作，求取各期最適價格的制定，並在此最適價格的時徑上，達成

長期總現值利潤的最大。

由此觀之，限制價格理論主張「既有廠商」會以價格的調整為手段，進行阻止潛

在廠商進入市場。在價格調整的過程當中，即使潛在廠商未能進入市場，既有廠商與

其他競爭廠商最終仍能在既有市場內達成「市場競爭」的效果。

2.過剩產能的進入障礙

在一成長產業內，既有廠商經常會在需求形成前，事先擴充生產的產能，以使

產品銷售所需的產能與所擁有產能比較，造成過剩產能的現象。過剩產能所宣示的目

的，在於潛在廠商一旦表示有進入市場的企圖時，既有廠商可立即宣告：若潛在廠商

進入市場，既有廠商將充分使用其既有產能大量生產，並發動價格競爭，該策略將使

潛在廠商處於不利的局面。換言之，過剩產能進入障礙理論，係利用事前宣示產生嚇

阻的效果，以達成阻止其他廠商市場進入的目的22。二十世紀東西方冷戰期間，美蘇

雙方均以大量製造核武，以及核武的投射航空器，基本的原理即利用此相互毀滅的宣

示效果，使發動戰爭者（即潛在進入廠商）預期最後結果並不能佔到便宜，最後停止

發動攻擊之企圖。

3.產品增殖進入障礙23

既有廠商比潛在廠商早進入市場，經常具有先進的優勢（ f i r s t  m o v e r 
advantage），有較充裕的時間，採行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的策略，
利用多品牌的創造，使同類產品有各種不同品牌的產品，預先佔據可能的商品空間，

例如同類產品推出高、中、低三種價位的產品，或按顏色、或按口味、或按添加劑，

製造出不同類型的產品，在實務上香煙、肥皂、清潔劑、速食麵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情

況。

既有廠商先占為王策略的目的，在於事先縮小競爭者的商品空間，潛在廠商除非

能夠在進入市場的同時，推出相同多種商品或相同多品牌的商品，與既有廠商的多產

22 詳細分析見Spence（1977）。
23 見Schmalense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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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多品牌抗衡，否則以單一產品或單一品牌產品進入市場，一般在市場並不易站穩

腳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換言之，既有廠商利用產品增殖之方法，藉以提高潛在商

品進入市場的成本支出，從而達成阻卻潛在廠商的進入市場的目的。

4.沉入成本的進入障礙

為使宣示效果更具威脅性與真實性，既有廠商也會像採行如同政治領域一樣的決

策，利用某種手段彰顯其宣示的可信度。在政治領域裏，一國可能大幅降低其傳統武

器的投資，而致力於核武研究的支出，以表明以核武作為報復的決心與可能性。同樣

的，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學者Spence（1983）也提出既有廠商可能從事無法反
轉的投資，購買無法重售的設備，或建築殘值極少的建築物，以宣示其阻礙潛在廠商

進入市場的決心，潛在廠商評估進入市場失敗時，可能必需支付龐大的潛在成本而退

縮，則既有廠商阻卻潛在廠商市場進入的目的就成功了。

大量廣告投入是沉入成本進入障礙最明顯的例子，它逼迫潛在廠商進入市場前，

必須選擇事先支付龐大的廣告費用。此外，購置只能做特定使用的機器設備，也具有

相同之效果。這些商場動作基本上在讓潛在進入者，認知進入市場失敗後支付的成本

將很高，從而產生威嚇與阻卻潛在競者市場進入的效果。

5.關鍵性原料投入的控制

市場上有些產品的生產，是必需投入某特定原料不可，否則無法將該產品無法生

產出來。這種關係出現於甘蔗之於蔗糖的生產，石灰石之於水泥的生產。因此在類似

的產業裏，新廠商或既有廠商一旦無法取得該關鍵性原料時，廠商即無法進入市場或

繼續留存於市場。所以廠商擁有關鍵性原料而又控制在本身手上不外流的策略，也是

阻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的良好對策。以台灣水泥產業為例，西部礦源枯竭政府停止西

部石灰石的開採，而轉進東部開採與生產時，台灣水泥與亞洲水泥兩家公司控制了台

灣地區92％的石灰石礦源24，其他環球、嘉新水泥等公司，即很難在台灣地區從事水

泥之生產，即為關鍵性原料控制的最佳明證。

在西方的美國國內，最大的製鋁公司Alcoa，它擁有美國境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鋁樊土礦石的所有權，其他廠商因為欠缺製鋁所需的鋁樊土礦石，因此很難進入製鋁

市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從法律制度角度與既有廠商採行的競爭策略觀察，「競

爭政策」所想要獲得的「產業競爭」，並非如古典學派所假設的，市場進入可以很快

24 見莊春發（1992）公平交易法與水泥業發展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屆競爭政策學
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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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很容易；相反的，它還相當困難。在制度面上常有政府部門強制力的干預，在主

觀條件上既有廠商則會利用各種經營手段，創造市場進入的障礙，阻止潛在廠商的進

入。不過若時間夠長，上述的障礙，潛在廠商還是可以透過法律的改變、生產技術

的改變、新產品的創造，達成市場進入的目的。所以「產業競爭」的效果，不可廢言

的，它是屬於長期層次的「競爭內涵」。

三、潛在競爭

「產業競爭」的討論，是以事實上廠商極有可能進入市場為前提，討論市場進

入對「競爭」的影響。但有些時候，市場競爭效果的產生，並不一定要有實際市場進

入為前提，只要有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存在時，它對特定市場既有廠商的競爭即有顯

著之影響。例如進口品進入國內時，與國內廠商生產產品相互競爭，其它尚未進入國

內的外國產品，不一定要進入國內市場，但它的存在對國內市場仍會產生一定的影

響，這種有可能進入市場實際上又不一定發生進入市場的影響，即稱為「潛在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效果。它是競爭政策追求的第三層次的競爭內涵。
「潛在競爭」的效果，係以未實際發生的經濟行為影響為前提，既未發生其市場

影響效果多大，一般不易加以量化，也不易說服人，如同法律的施行，它的確產生無

限的威嚇效果。這種潛在的效果在實務上是很難估計，不過它的確是存在。它也像總

體經濟所討論的預期效果一樣，經濟活動在市場尚未出現，不過大部份的人對該活動

有相同方向的預測，必然的，它對人們的經濟行為會產生相當的影響，例如股票市場

裏，中央銀行因為經濟不景氣而有降息的可能，雖然央行還未正式發佈消息，但在股

票市場上該消息即有激勵市場行情的效果，立即會反應於股票市場的買賣雙方的交易

效果上。

大家也許能夠接受潛在競爭影響的存在性，但是它對市場影響程度有多大，也

許是「競爭政策」決策者更想知道的內容。換言之，潛在競爭研究的議題，所有的人

也許相信它存在，以及它的影響方向（direct），但是大家更想知道該影響的幅度或
程度（degree），這才是潛在競爭研究最困難之處。例如油品未開放進口前，大家都
清楚開放油品直接進口，想必然油品進口之後，國內的油價會朝向較低的方向移動，

但是決策者更想知道的是，它可能變動多少比例是大還是小？更重要的是，目前若油

品進口，表示外國油品已突破國內的法律障礙和貿易障礙，在國內可以與國內自製的

油品競爭，其他尚未進入國內市場的油品，只要願意理論上應當也像已進入國內的油

品一樣，隨時可以進入國內市場參與競爭，它對國內油品市場的可能影響，才是潛在

「競爭內涵」所關注的內容。因此，實務上要評估此「潛在競爭」對市場的影響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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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可以確認的，它的確存在，而且對市場的競爭顯然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

四、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大致上可以瞭解「競爭政策」所追求的市場競爭維持，依據時間

長短，與是否允許有新廠商進入或退出市場，可以將競爭內涵區分為「市場競爭」層

次與「產業競爭」層次，進一步將市場未實際發生但有明顯的影響效果納入分析，則

可將競爭內涵再增加「潛在競爭」的層次。是故，粗略的劃分，就競爭政策的目標而

言，其所追求的競爭內涵，應包含為「市場競爭」、「產業競爭」與「潛在競爭」等

三種層次。

「市場競爭」層次的競爭內涵，為達成有效的市場競爭，市場內存在充分的廠商

人數，與每家廠商獨立決策的條件是不可避免。而所謂的充分廠商數，依據有效競爭

概念的進一步引申，隨著不同產業狀況，產業所處發展期間，產業成本結構，應會呈

現不同的廠商數。由勾結發生的負面觀察或由既有實際研究有效競爭的結果，發現市

場僅需少數廠商數，即可獲得相當的競爭程度。至於廠商獨立決策部分，由實務觀察

可發現廠商為規避競爭帶來的不安全性與風險，仍會藉助於各種制度的建立形成共同

決策，無法滿足廠商獨立決策的條件。

「產業競爭」內涵的分析，所獲得的初步看法是，市場的進出條件可能與古典

經濟學派所認知的：可以很快速與也很容易，有相當的落差。實際市場的進入事實上

是充滿許多障礙，最嚴重的是擁有強制力的政府，可能因為自然獨占、外部性、公

共財、公用事業等理由，制定法律管制市場進入，形成絕對封鎖式的障礙。由公平會

八十二年公告的獨占事業市場研究，即可驗證上述事實。三十三個市場中有二十九個

市場存在法律上的市場進入障礙。主觀上既有廠商也可能利用限制訂價，剩餘產能、

產品增殖、沉入成本、關鍵原料投入的控制等策略，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不過即使如

此，若分析時間夠長，潛在廠商仍可藉由法律的修訂、生產技術的改變、新產品的發

現等方式，突破市場進入障礙，以獲得「產業競爭」的效果。

「潛在競爭」是競爭政策第三個「競爭內涵」的層次，它們探討尚未實際發生，

但對市場確實有影響效果的經濟活動。大家大都能夠接受潛在競爭存在的事實，惟欲

如何衡量其對競爭影響的程度，仍有待吾人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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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線電視屬性與市場結構—市場競爭

一、有線電視興起之沿革

台灣有線電視的發展，早期限於欠缺法律的規範，大部份的業者，除社區共同天

線業者由交通部取得合法經營權之外，其他第四台或民主台25，大都屬於違法經營形

態。到了民國82年8月有線電視法公布施行，主管機關新聞局依據自然環境，行政區
域、人文分布及經濟狀況等因素，將全國劃分為51區26，每區至多為5家廠商。鑑於
過去第四台屬於違法經營，新聞局為有效管理，爰依有線電視法第69條，公布「有線
電視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期冀第四台業者循該辦法，取得登記證，正式成為合

法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業。

其後播送系統業依據有線電視法申請籌備許可，經審議委員會之審核，成為正式

合法的有線電視業者。由於第四台業者，規模、素質及經營能力較差，以及慮及合法

經營成本的增加，獲利可能減少，許多業者在管理辦法公布後即紛紛自動退出市場，

或為避免於審核遭到淘汰，而以轉讓經營、入股等方式與其它業者重新整合。

 民國82年12月向新聞局登記的全省有線電視系統家數共計611家27，但經由不斷

整合後到了民國86年，市場上有線電視系統家數只剩下149家28，見表一。83年依法
向新聞局申請籌設有線電視公司之業者共有229家，新聞局最後共核發156張有線電視
籌設許可，爾後又撤銷83張許可執照，市場上僅剩73張許可執照。

25 台灣有線電視的起源大致上區分三類，一是民國58年始於花蓮豐賓地區，以及台中大
甲、清水、南投埔里等地的社區共同天線。二為起源於基隆地區以色情影片、摔角招萊
顧客的第四台，三為發源於台北市中山區的民主台。相關文獻，見張煜麟（1998）台灣
有線電視系統先驅者之研究―社區共同天線系統業者記錄（自1962至1993）。頁10。蔡
念中（1995）中華民國新聞年鑑，頁135~141；江德利（1992）「台灣有線電視過去，現
在與未來」頁27。謝穎青（1996）「有線電視立法總檢討」頁256。

26 見有線電視法第12條規定。 
27 見林靜宜（1996）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垂直整合1992-1994―政策法規之探討。
28 見新聞局，86年，廣播電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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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歷年台灣有線電視及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家數統計

年度 有線電視系統家數 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中華MOD 合計

82 0 611 0 611
83 0 520 0 520
84 0 344 0 344
85 0 195 0 195
86 0 149 0 149
87 0 135 0 135
88 35 98 0 133
89 62 27 0 89
90 62 16 0 78
91 64 6 0 70
92 64 5 0 69
93 63 5 1 69
94 64 4 1 69
95 62 4 1 67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3）：廣播電視白皮書；本研究整理。

有線電視早期的目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基本上認為有線電視與瓦斯、自來水等

公共事業的性質相似，在布線、電纜、設備等需支出高比例的固定成本，屬於自然獨

占的產業29。因此 原始設計上即以一區一家為政策，其理由為若一區同時存兩家，可
能產生互相剪線、削價競爭或其他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一區一家之後可避免頭端、

網路重覆投資，造成社會成本的浪費。因此，各區有多家系統經營，新聞局則鼓勵它

們相互合併，變成一區一家的理想境界30。

然而，該一區一家之政策並未獲得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支持。

理論上新聞局的主張，必需建立於實證上證明有線電視確實為自然獨占（nature 

29 見85年4月12日公平會「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整合與市場競爭座談會」新聞局代表發言。以
及民國86年1月20日，中華民國有線傳播發展協會，有線電視與公平交易法適用問題探討
協調會，新聞局代表發言。民生報 86年1月9日 「電視系統合法，需先申請許可。」

30 新聞局支持一區一家的另一項理由，是參酌美國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發現一區一家的
情況，占美國系統的極大部份。依據學者江耀國的研究，美國1991年共有10704個系統，
其中只有53個區域同時存在二家有線電視業者，因此獨家經營的情形為99.5％，見江耀
國（1998），「美國有線電視的特許，整合與競爭管制―市場與法律政策的分析」，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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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之產業。然而新聞局在決定政策之前，似乎並未有此嚴謹的分析，其主張
的根據主要為有線電視與瓦斯、自來水有相似的特性，以及參酌美國現有大部分地區

發展的結果，最後均呈現一區一家的情況31，因此所下的結論。相對的，競爭政策的

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新聞局推動的一區一家政策並不認同，建議一區應

維持二家以上為原則。希望在此種市場結構下，一方面可以維持市場的適度競爭，二

方面可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機會32。

然而台灣地區的有線電視市場，最後似乎多數是朝向新聞局的觀點，朝向一區一

家發展；能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建議的，市場起碼維持兩家以上的廠商，以保持市

場的適度競爭，長期下來大約僅存15區的市場區域存有兩家廠商。但在15區兩家經營
的市場中，只有兩個區是真正的偶占區，其他13個市場雖然名目上是偶占，但是實質
上兩家公司均屬於同一各老闆，與獨占無異。所以以實質觀點觀察，台灣地區有電視

51區中49區屬於獨占區，占全部的96％，實質上不屬於獨占的區域僅有區區2區，占
全部的4％。

二、有線電視發展的現況

早期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受限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則因主管

機關未能有統計之概念，所以台灣有線電視的收視戶統計資料要到民國88年才有比較
完整的統計數據，如表二。以有線電視家數而言33，由民國88年開始算起，家數由96
家逐年下降，至95年時市場即使加入中華電信的MOD，也只有67家，幾乎少掉三分
之一的家數，可見有線電視市場的巨幅變化。表二第三欄的有線電視總收視戶數據，

由民國88年的306萬戶增至民國95年的480萬戶，增加約57％，增加幅度相當驚人。
平均每家有線電視公司的收視戶則由31902戶，增加為71752戶，增加的幅度為原有
戶數的2.24倍，以每百戶家庭訂定有線電視的普及率觀察，8年來則由46.87％，增為
65％，增加的幅度也讓人印象深刻。

31 以1998年為例，美國有線電視全國系統數為10719家，1998年6月只有在149個有線電視分
區中為重疊經營（一區兩家系統），其他區域均為一區一家，占所有區域的98.6%。見江
耀國（1999）年，頁5。

32 見經濟日報86年1月21日的報導。86年1月20日，中華民國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有線電
視與公平交易法適用問題探討協調會，公平會代表發言

33 它包含1、有線電視公司，2、有線電視播送系統，3、MOD三種有線電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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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近年來有線電視廠商家數、收視戶、普及率統計

年度
系統商家數
（家）

收視戶總數（戶）
平均每家業者收
視戶數（戶）

全國總戶口數
（千戶）

普及率
（％）

88 96 3062608 31902 6532 46.87
89 81 3531538 43599 6682 52.84
90 79 3709324 46953 6802 54.52
91 73 3933892 53888 6925 56.79
92 69 4113679 59618 7047 58.36
93 69 4319540 62602 7180 60.15
94 69 4511753 65387 7293 61.85
95 67 4807437 71752 7395 65.00

資料來源：1. 民國88、89兩年電視總收視戶數來自中華民國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

　　　　　2. 民國90—95年資料來自行政院新聞局及N.C.C.統計資料。

說　　明：1. 民國93年中華電信開始進入市場。

　　　　　2. 民國90-95年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家數分別為7、6、5、5、4、4家。

　　　　　3. 上述總收視戶資料均以年終為計算基礎。

再以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變化觀察，如表三數據，可見在民國88年時，一區一家的
市場只有11區，僅占全區的22％比例並不高；一區兩家有21區，占全區41％；其他尚
有一區三家10區、一區四家4區、一區五家2區、一區六家1區、一區八家2區，乍看之
下，當時的有線電視市場並不算太集中。可是第二年的89年，市場的情形即產生了很
大的變化，一區一家的市場躍升為29區，占全區的56.8％屬於最多的市場情況。到了
民國91年全區僅剩下一區4家廠商之市場，其餘均為獨占或偶占之市場。之後的4年，
台灣有線電視市場就僅剩下獨占與偶占兩種結構，而隨時間的過去獨占不斷的增加，

偶占市場則不斷的減少，形成獨占佔多數的局面。如前所述，若進一步考量實質控制

權時，獨占結構事實上是站更多數的49區，而偶占結構僅存2區。

表三：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變化

每區家數

年

一區
一家

一區
二家

一區
三家

一區
四家

一區
五家

一區
六家

一區
七家

一區
八家

合計
（家）

88 11 21 10 4 2 1 0 2 51（96）
89 29 18 3 0 0 0 0 1 51（81）
90 31 17 2 0 0 0 0 1 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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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31 19 0 1 0 0 0 0 51（73）
92 33 18 0 0 0 0 0 0 51（69）
93 34 17 0 0 0 0 0 0 51（69）
94 35 16 0 0 0 0 0 0 51（67）
95 35 16 0 0 0 0 0 0 51（67）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李宛靜，1999：18、本研究整理。

三、有線電視市場的最適規模

有線電視市場是不是具有規模經濟屬性的研究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它關係著市場

制度設計的方向。如果研究結果發現有線電視市場的確具有規模經濟的屬性時，則在

制度上可制定一區一家的政策，讓規模經濟的效果能夠實現，以免形成社會生產資源

的浪費。相反的，若研究的結果呈現市場不存在規模經濟效果時，則市場制度的規劃

即可讓多家廠商一起經營，讓市場的競爭效果得以發揮。可惜的，政府主管機關過去

在規劃此市場制度，並未考量此重要因素，或者曾考量此重要因素，但未曾以實際數

據加以估計，而只是以主觀的態度認定，即倉促對政策下結論，以至於所訂定的政策

並不符合社會福利最大的目標。

蔡金宏（2005）蒐集我國有線電視產業民國90年至92年，64家系統商之財報及
年報資料，共192筆，做為分析之基礎。其中由於若干變數無詳細之資料，以及基於
資料建構的可用性（availability）與可靠性（reliability）的考量，並扣除創業年間之
有線電視系統商資料。最後該研究共獲得之時間序列與橫斷面合併資料（unbalance 
panel data）有61家系統商共164筆。

之後，蔡文選擇超越對數函數（translog function）做為成本函數估計的型
態，成本函數估計出來之後，在計算規模經濟之前，成本函數除須滿足一階齊次

（homogeneous）與對稱條件（sysmmetric）的特性之外，估出之成本函數尚須滿足
1).成本函數必須為要素價格得非遞減函數（nondecreasing function），2).生產函數的
自身價格效果必須為非正的（nonpositive）條件。經估計勞動與節目的要素價格參
數估計值，在1％水準均能通過檢定。至於生產要素勞動與節目的價格彈性參數估計
值，勞動在5％水準下可通過檢定，節目則在10％水準下可通過檢定。因此作者利用
估計出的參數，計算規模經濟與最小有效規模。

作者依Caves et al（1984）定義之規模經濟，分別估計考慮與未考慮網路特性之
規模經濟。未考慮網路效果之規模經濟其定義如（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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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考慮網路特性之規模經濟，則為在要素價格固定下網路（N）與產出（Q）同
時，增加對成本之影響，其定義如（2）式：

 ……………………………………………………… （2）

RTS大於1表示廠商生產存在短期有規模經濟，小於1表示短期有規模不經濟，等
於1則為短期存在固定規模經濟，亦即廠商此階段為最小有效規模。

根據（1）式與（2）式利用成本函數所估計出之參數，可估計出規模經濟結果如
表四所示：

表四：規模經濟之估計值

平均數 標準差

RTS（未考慮密度經濟） 1.0320 0.0394
RTS（考慮密度經濟） 1.0836 0.0281

分別對估計值結果作t檢定t34，發現未考慮密度經濟下，RTS的參數估計值並不顯
著大於1，而在考慮密度經濟下RTS則是顯著大於1的。也就是說有線電視產業生產並
未具有規模經濟，而是具有密度經濟，提升網路水準比增加產出更能使廠商產生節省

成本的效果。

在估計最小有效規模時，同理，可根據實證出之成本函數參數與樣本統計量，代

入（3）式中求得：

 …………………………… （3）

此外，由於有線電視產業各系統商間有城鄉之差距，此結構型態的不同，將造成

系統商間成本結構的不同。故該研究除考量網路變數的影響外，還需思慮地理因素的

影響。不過在計算最小有效規模的結果時，仍以所有系統商之平均最小有效規模產出

為依據。經計算後估得國內有線電視產業之最小有效規模為 186,660戶。
如前所述，最適廠商數受地理區域影響甚大，故在考慮地理因素下，依國內地

理位置劃分為北、中、南三區，估計各區之最適家數。北部區域（台北縣市、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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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總訂戶數為1,950,020戶，可得最適廠商
數約為11家。中部區域（台中縣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總訂戶數為
845,189戶，可得最適廠商數約為5家。南部區域（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
屏東縣、澎湖縣、台東縣）總訂戶數為1,072,899戶，可得最適廠商數約為6家，總計
國內有電視產業最適廠商數應為22家。

四、小結

根據以上的實際市場情況觀察，以及規模經濟與最適規模的分析，可以理解台灣

有線電視市場並不具備規模經濟之屬性，但該市場仍具有密度經濟之效果，是故，就

有線電視市場而言，並不一定要如許多公用事業一般，一市場只能容許一家廠商的存

在。在市場的設計上，可依據廠商最適規模而決定市場數，即區域的劃分可依據最適

規模而決定有多少個市場。此外，依據前面的市場競爭分析結果，為確保市場競爭的

維持，每個市場應維持三家有線電視廠商的存在。

肆、產業競爭的引入—直播衛星

一、直播衛星的定義、特質與崛起

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ing Satellite，DBS）係利用高功率的直播衛星，將地
面電台發射的電視廣播節目訊號，經過衛星轉頻器放大處理，再將訊號直接傳送到家

庭或社區；用戶端只要裝設小型碟型天線及數位解碼盒，即可接收到高品質的視訊影

音節目。這種視訊接收方式，不同於有線電視業者在頭端以大型碟型天線接收衛星訊

號，將衛星訊號轉換處理後，再將節目訊號透過線纜傳送到收視戶家中。因此，直播

衛星又被稱為「直播到家」（Direct to Home，DTH），強調經營者與用戶的直接接
觸性以及對通路的掌控權。

上述提及的DBS或DTH，即是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所指涉的「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服務經營者」（簡稱服務經營者）而非「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前者是指直接

向訂戶收取費用，利用自有或他人設備，提供衛星廣播電服務之事業；後者則是單純

34 ，t1=0.032/0.0394=0.812，t2=0.0836/0.0281=2.975。因此t1不顯著大於1，t2在

1％水準下顯著大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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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內容提供者，利用自有或租賃的衛星轉頻器或頻道，將節目經由衛星傳送給直

播衛星服務經營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或無線廣播電視台。

由於直播衛星可以直接將電視節目傳送到家，因此可取代無線電或線纜（cable）
來傳輸資料與電視節目，根據van der Heyden（1998）的歸納，利用直播衛星來傳輸
電視訊號具有下列特點：1).不受地理位置影響，每位閱聽人皆可享受到最佳品質的電
視節目與音樂。2).無時差地域的限制，全國皆可「同品質、同時間」的收視。3).具
高畫質與CD級音效。4).電視節目選擇多樣化。5).可提供付費電影、計次付費節目、
小眾節目與其他特別節目，服務項目多元化。6).除了影視節目之外，直播衛星還可提
供視訊會議、遠距教學、醫療通信、金融資訊與網際網路擷取等多功能的即時服務。

事實上，衛星傳播因具有幅員遼闊且無須中繼的特點，早已廣受日本、印尼、

菲律賓等群島性國家，以及美國、印度、大陸及歐盟等大陸性國家所採用。在這些國

家中，有些是為了傳遞電視訊號而採用衛星傳播，如東南亞諸國、印度及中國等；有

些國家則是運用衛星傳輸所具有的超頻寬特性，將電子廣播的科技技術層次提昇，使

廣播的影音效果往高傳真、高畫質的方向發展，以提高生活視聽品味，例如日本、美

國等。這二種不同的思維對於直播衛星的定位、節目供應及市場發展策略等，皆有關

鍵性的影響。也因此，在東南亞、印度及中國大陸等地區，直播衛星被定位於「功能

性」角色，用於取代收視不良的無線電視及線纜鋪設未及的有線電視區；但在日本與

美國等地區，直播衛星所被賦予的角色，就不僅僅是「傳遞」視聽訊號的載具，更重

要的是提昇視聽訊號的品質以及提供更豐富、更多元的節目內容（柯舜智，2004）。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地區直播衛星的崛起，與日本、美國或印尼、印度等國家

不同，既不是用於取代收視不良的無線電視及線纜鋪設未及的有線電視，也不是為

了熱切的追求高視聽品質以及更豐富多元的節目內容。台灣地區的直播衛星起源於

1980年代接收日本溢波的節目開始（李宗勵，1985），也就是「免付費」的誘因以
及對外來節目的「好奇」，是吸引民眾採用直播衛星的主要動機。當時極度盛行利

用「小耳朵」（即碟型天線）接收日本溢波的衛星節目，初期是NHK，接著日本的
WOWO台；1988年漢城奧運的直播節目，將台灣架構小耳朵的風潮推到最高峰。據
交通部在1988年底所做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的小耳朵數量已超過十萬具（林正
宏，2001）。此外，當時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並不成熟，亦無法令規章的管理，民眾
對多元電視節目的需求僅能從直播衛星電視來獲得，間接助長小耳朵的裝設，一度讓

政府十分憂心直播衛星的外來節目對台灣的通俗文化產生影響（潘家慶、王石番，

1989）。
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都是提供民眾接收電視訊號的方式，雖然兩者的傳輸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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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資成本與視訊品質也有差異，但陳清河（2000）認為兩種媒體可因傳輸與市場
的互補特性，形成兩種通路相互依存又相互抵制的矛盾。McCarthy（1995）的研究結
果顯示，美國有50％的直播衛星電視訂戶是從有線電視系統移轉過來的，顯見直播衛
星對有線電視具有取代性的競爭力。

回顧過去的文獻發現，在衛星廣播電視法正式公告施行前，許多人看好台灣直播

衛星市場。例如1998年由新加坡太空暨電信系統公司在台灣成立「Spacetel Asia」，
宣布要設立一個涵蓋台灣、中國及東南亞的直播衛星公司，同時預估在2009年可在台
灣擁有123萬個訂戶（游醒人，1999）。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是相互競爭的，美國的
直播衛星推出之後，「有線電視市場獨占好景不再」（吳若蘭，1998），直播衛星似
乎是有線電視的「殺手」（游醒人，1997）。至於國內的直播衛星是否與有線電視產
生市場競爭？首先必須瞭解國內直播衛星發展的狀況。

二、台灣直播衛星的發展歷程

透過文獻整理與分析，我們可將台灣直播衛星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1999年衛星廣播電視法公告施行前，對直播衛星的樂觀預估期；（二）衛星廣
播電視法通過之後的市場競爭期；（三）與有線電視競爭之後的式微期。

（一）對直播衛星的樂觀預估期—1999年之前
隨著社會的開放與全球化的潮流，國人對多元節目的需求日趨強烈。因此，1988

年漢城奧運時期，為了接收日本直播衛星電視的溢波，以便收看奧運直播節目，國內

的直播衛星曾創下超過10萬個小耳朵（接收器）的記錄（林正宏，2001）。社會大眾
對多元節目的強烈需求，加上社會開放、經濟成長等因素，國內的電視產業一度成為

熱門的產業，促使有線系統與直播衛星的投入。

由於有線廣播電視法在1994年即通過施行，「合法的」有線電視業者可以理直氣
壯搶食多元節目的市場大餅，「非法的」直播衛星在有線電視的競爭下，原來的用戶

紛紛轉向頻道更多的有線電視。直播衛星的小耳朵，一具具的從屋頂消失，有線電視

的線纜則是一條條的蔓開延伸。

儘管有線電視系統已經大舉入侵電視產業，但是當時有線電視動輒「斷訊」的服

務品質，使許多人士仍對直播衛星寄予厚望。例如1997年舉辦的「第七屆衛星與有線
電視國際研究討會」，直播衛星優越的數位影音品質、廣大的傳輸覆蓋面積、以及可

以容納多元頻道與資訊的超大頻寬、便於發展付費電視的數位科技，不僅引發熱烈討

論，甚至被認為是「新一代的電視」（張成軍，1997）。再加上當時美國、歐洲、日
本等地直播衛星的成功發展經驗，均發現直播衛星是有線電視的強勁對手（游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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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更加樂觀化國內的直播衛星發展前景。
例如1997年CIT Research公司預估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在1998年應有15.5萬戶，

2000年可達36.9萬戶，2006年接近90萬戶（魏金水，1999）；Multichannel News 
International Press（1997） 則預測台灣直播衛星電視的滲透力在2001年時可達24
萬戶，2003年達36萬戶，2005年達60萬戶（游醒人，1999）。甚至到了1999年，
Spacetel Asia公司的董事長Thomas Van der Heyden仍然相當看好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
市場，除了頻頻來台考察之外，公司也預估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市場至少有200萬戶
的潛力，預計該公司推出服務的前6個月即可在台灣爭取到7萬5千個訂戶，到2000年
底訂戶數可達22萬5千戶，2009年的訂戶總數則可達到123萬戶（游醒人，1999）。

在這種樂觀預估的氛圍中，「太空電視」（Space TV）於1997年宣布開播，是國
內第一家正式公開經營直播衛星的公司。但礙於當時衛星電視法尚未通過，太空電視

的初期目標市場是美國地區的華人，提供包含四家無線電視及宗教、財經等十個頻道

（游醒人，1999）。但因「企業體系不健全、海外市場拓展不易，加上華衛直播衛星
的競爭」（王俊雄，2002），太空電視於1998年停播北美市場，由「新媒體集團」接
手經營。

接收太空電視經營權的「新媒體集團」，係由多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共同投資成

立，包括新唐城、信和、西海岸、興雙和、今光、全南投、紅樹林等7家，由CASA
頻道總經理唐 明擔任總經理，並將太空電視的經營重心轉移到大陸與東南亞地區

（衛星與有線電視，1998）。
繼太空電視之後，「華衛直播衛星系統」（C-Sky-Net）於1998年7月成立，以

「台灣小耳朵」的名稱推出直播衛星電視服務，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為主要市

場，提供5家無線電視台、東森系統頻道以及華人音樂、華人商業台等約20餘個頻道
（游醒人，1999）。由於1999年國內第一家合法的直播衛星「太平洋衛視」正式開
播，華衛開始面臨強大市場競爭壓力，也開啟國內直播衛星發展的第二階段 – 市場競
爭期。

（二）直播衛星市場競爭期—衛星廣播電視法立法至2002年
1999年2月3日「衛星廣播電視法」正式公布實施，直播衛星進入合法的市場競

爭，同時宣告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爭奪電視產業的肉摶戰開打。林明煌（1999）觀察
當時國內的直播衛星，認為市場上不僅是「煙硝瀰漫戰況慘烈」，根本是「自相殘

殺」。

當時除了太空電視、華衛直播衛星之外，1999年第一家真正合法經營的直播
衛星「太平洋世代直播公司」（俗稱太平洋衛視），也正式開播加入戰場。林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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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發現這三家直播衛星因為同質性太高、市場定位不明、節目頻道不足，加上
旗下的經銷商相互詆毀漫罵，台灣的直播衛星幾乎看不到未來。

事實上，雖已開播但尚未取得合法執照的華衛直播衛星，即因市場競爭激烈，不

敵太平洋衛視的積極搶佔市場，於2000年由東森媒體科技集團併購華衛51％股權，再
結合三立、木喬、非凡、國興、JET、好萊塢及華衛等衛星電視頻道業者，共組「東
豐衛星網路公司」，以直播衛星、衛星頻道訊號上鏈以及數位有線電視為主要業務

（張婉珍，2000）。
開播時期雄心萬丈的太平洋衛視，採取不同於太空電視以北美及東南亞等海外華

人為目標市場的經營策略，直接以台灣地區為主要的經營目標，推出基本頻道、精選

頻道、成人付費頻道及遠距教學等節目，企圖區隔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市場。但是當

時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的普及率已高達60％，國內民眾對於衛星電視提供的節目內容、
品質與收費價格的接受度不如預期，太平洋衛視大手筆的投資僅吸引2萬多名客戶，
距離5萬至6萬的目標用戶尚有一段距離。隨後太電集團發生財務危機，2000年11月由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掌控的「東豐衛星網路公司」與太平洋衛視策結盟合組「卜樂視公

司」（柯舜智，2004）。
接手太平洋衛視的卜樂視公司，股權結構複雜，除了經營有線電視系統的東森

媒體科技集團，以及原本經營直播衛星的太電集團之外，尚有台亞衛星通訊公司、士

林電機公司及三立、非凡與華衛等十幾個衛星頻道業者。由於股權結構中與有線電視

業者的關係太過密切，成為卜樂視無法全力衝刺直播衛星市場的重要主因（柯舜智，

2004）；同時由於這些股東的利益無法一致，2004年1月該公司改組，董事長兼總經
理由年代電視董事長練台生擔任，公司易名為「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經營節目頻道的聯意製作公司（TVBS集團），鑑於每年與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換約、洽談授權費與頻道位置等事宜，受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諸多箝制，於是

有了規劃直播衛星的動機，企圖尋求另一個節目頻道播出的通路；此外該公司更對直

播衛星的功能寄予厚望，期待直播衛星電視可以補強有線電視的不足，提供更多個人

化的服務（柯舜智，2004）。聯意公司於1997年開始籌備，1999正式以「星際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名義提出申請，2000年2月取得合法執照。惟該公司取得執照之後，因
為無法得到大部分節目頻道業者的支持（即缺乏節目內容），以及衛星受到微波干擾

的情況未解決等因素，星際公司並未正式對外營運，僅接受TVBS頻道或年代公司的
委託而播出節目，並免費提供全國麥當勞餐廳播放TVBS的節目。

經過短短三年的市場競爭，直播衛星經過內部市場競爭，以及外部與有線電視

產業競爭的結果，事實上僅餘太空電視與弘開數位科技提供國內少數民眾直播衛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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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披露直播衛星市場急速衰落的式微現象。

（三）與有線電視競爭後的式微期—2003至今
2004年新聞局進行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的營運狀況調查，發現當時全國的訂戶

收僅一萬餘戶，且超過60％的訂戶是因為「居住地區沒有有線電視的服務」以及「地
處偏僻收視不佳」而選擇直播衛星；這些訂戶在將來有機會重新選擇收視系統時，有

80％的訂戶會轉向有線電視（柯舜智，2004）。這充分說明，大多數的用戶是在別於
選擇的無奈狀態下，成為直播衛星訂戶，也證明直播衛星是有線電視替代品的輔助性

角色。兩者果然存在著「相互依存又相互抵制的矛盾」（陳清河，2000）。
不過，直播衛星若是與有線電視清楚區隔，各自提供具差異化的服務產品，也許

是另一種發展途徑。國內第4家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的「國際先進音樂股份
有限公司」，於2002年獲得新聞局許可，2003年12月正式開播，以提供公共場所（如
銀行、餐廳、百貨公司、理容院…）「音樂節目」為主要業務。由於該公司的市場定

位清楚，所提供的服務與有線電視或其他直播衛星以影像為主的視訊服務有明顯區

隔，反倒找到市場的利基。

2003年第5家取得直播衛星執照的侑瑋公司，開始經營直播衛星業務。初期以衛
星節目中繼業務為主，直至2005年才正式推出直播衛星電視的服務，目前該公司提供
約30個基本頻道，包含新聞、綜合、戲劇、兒童、宗教、購物、港片與日片等類型頻
道，以及4個成人付費頻道；唯國內用戶仍然稀少，海外的華人與台商反倒是直播衛
星的主要客戶群。

國內的直播衛星自1980年代發展至今，由初期蓬勃發展到目前幾乎全面退出電視
產業的窘境，與有線電視的競爭及政府的政策有密切關連。

三、直播衛星產業的發展現況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年4月30日公布的資料顯示，目前國內合法的直播
衛星服務經營者計有五家，各家的發展現況如表五。

太空電視兼具「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與「衛星電視節目供應者」的雙重身分，

後者是製作或代理電視節目，供應直播衛星或有線電視系統播放。該公司的直播衛星

市場以東南亞及大陸為主，國內訂戶十分稀少。

星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自取得執照開始，並未曾真正經營過直播衛星，僅免費授

權麥當勞公司進行公開播放，沒有家庭或個人收視戶。2003年因長期經營虧損，資本
額由新台幣11億5千萬元大幅減資為3億9千3百萬元，編制人員則自92年10月之後，僅
編列2名員工負責行政業務（柯舜智，2004），幾乎呈半歇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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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目前國內訂戶數最多的弘開數位科技公司，約提供18個基本頻道與3個成人
付費頻道戶，雖有1萬餘收視戶，但主要營收來源是衛星節目中繼業傳輸服務（即代
衛星頻道業者上鏈）（柯舜智，2004）。2006年2月，公平會通過台亞衛星公司取得
弘開數位科技公司92.88％股份的併購案，台亞即超越中華電信，成為全國衛星節目
中繼業務傳輸服務業的最大廠商，市場占有率約63％（公平交易委員會，2006），對
閱聽眾提供直播衛星電視訊號的服務，成為該公司「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僅提供音樂服務的國際先進音樂公司，亦擁有「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與「衛星

電視節目供應者」的雙重身分，由於該公司不提供影視節目，與有線電視以影視節目

為主的市場有明顯區隔，用戶群亦以銀行、餐廳、飯店等公共場所為主，反倒開拓直

播衛星另類市場。目前該公司以販售器材、收取訂戶費用為主要營收來源。

第5家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的侑瑋公司，早在2000年即取得交通部核發
的衛星節目中繼業務執照，以提供衛星電視節目訊號上鏈服務為主要業務。之後於

2003年取得直播衛星服務經營者執照，2005年開始提供直播衛星服務，提供中天新
聞、TVBS及東森購物等約30個頻道，主要訂戶仍是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台商及華人
為主，國內訂戶數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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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國內直播衛星業者概況表

太空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星際傳播
股份有限
公司

弘開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國際先進音
樂股份有限
公司

侑瑋衛星通訊股份有
限公司

正式開
播時間

1999.11 2000.9 2001.3 2003.12 2005.5

基本
頻道

約12個

中 視 、 華
視、民視、
民視新聞、
公 視 、 慈
濟大愛、生
命電視台、
SAVOIR、
中 天 國 際
台 、 三 立
國 際 台 、
M E G A 電
影、情人頻
道（成人）

3個

TVBS、
TVBS-N、
TVBS-G

約18個

台 視 、 中
視、華視、
民 視 、 公
視、非凡新
聞、亞洲旅
遊、華人商
業、華人戲
劇、中華企
業、國會衛
星、恆生財
經、運通財
經 、 迪 士
尼、好萊塢
電 影 、 東
森 新 聞 、
人間衛視、
法 界 衛 星

40個

國語流行／
懷 念 老 歌
／ 精 選 排
行、台語流
行／老歌、
日本／西洋
排行榜、日
本流行偶像
／搖滾／強
打／紅白對
抗…古典、
爵 士 、 歌
劇 、 輕 音
樂、搖滾、
抒情、交響
樂 、 室 內
樂、童謠…

約30個

T V B S、 T V B S - G 
TVBS-N 、中天新
聞、中天綜合、中天
娛樂、東森新聞台、
東森新聞S台、 東森
綜合、東森戲劇、東
森幼幼、東森電影、
超視、國興衛視、龍
祥電影台、民視、公
視、三立國際台、慈
濟大愛、好消息電
視台、  東森購物一
台、東森購物三台、
東森購物五台、衛
視體育台、ESPN、
A X N、高點育樂
台、高點綜合台、
TVB-8、TVB 、星河
頻道、World Fashion

付費
頻道

無 無

HOT
（成人）
快樂頻道
（成人）
玩家頻道
（成人）

另有加值型
80個頻道、
120個頻道

彩虹頻道（成人）  
彩虹E台（成人） 
彩虹M台（成人） 
彩虹LOOK台
（成人）

基本收
費情形

月繳420元， 
年繳4800元 
器材與裝機
費另計

無
月繳550元
器材與裝機
費另計

商業客戶每
月1000元，
個人訂戶每
月800元，器
材與裝機費
另計

月繳500元
年費6000元

器材與裝機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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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
情形

以中國大陸
與東南亞台
商、華人為
主，國內訂
戶數極少。

僅提供麥
當勞免費
播放，無
個人訂
戶。

國內訂戶數
約有一萬
戶。

以公司企業
為主訂戶，
個人訂戶持
續成長。

以中國大陸與海外台
商/華人為主要訂戶，
國內收視戶極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的產業競爭分析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的資料顯示，有線電視的訂戶數呈現逐年增加趨

勢，截至2007年6月底止，總訂戶數為496萬餘戶，接近500萬戶；然而直播衛星的用
戶在2004年的調查則不超過2萬戶（柯舜智，2004），兩種產業規模呈現極大的強弱
差異，未能達到促進電視產業競爭的目的。至於直播衛星無法實現與有線電視達成產

業競爭的原因，可以歸納下列四點：

（一）政府法令的不對稱發展，造成直播衛星的進入障礙。

在整體社會對多元節目有強烈需求之際，有線電視與直播衛星皆能提供大量且多

元的節目，直播衛星更因技術先進之利，能提供更高影音品質的節目。然而當年政府

將產業發展重心置於有線電視，於1994年通過有線電視法，讓業者有規範可遵循，也
讓政府可以依法扶植產業發展。但是衛星廣播電視法則遲至1999年方公布施行，5年
時光的延宕，造成直播衛星錯失進入市場的黃金時期。

（二）無法獲得節目供應者的支持，形成產能不足的進入障礙。

由於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雖具有相互取代的特性，有線電視業者在面對直播衛星

進入市場之際，即採取圍堵封殺的政策，讓直播衛星無法取得節目來源。由於頻道內

容是決定直播衛星是否能順利進入消費市場的關鍵，在消費大眾已習慣付出五、六百

元即能看到100個頻道的有線電視服務，除非直播衛星能提供吸引觀眾的節目，否則
根本無法與有線電視競爭（吳美璋，1998）。不幸的是，國內的有線電視勢力龐大，
再加上直播衛星業者的重要股東皆與有線電視有不同程度的重疊，致使頻道節目供應

者不敢提供直播衛星節目，深怕遭到有線電視的反彈與抵制，或者形成「自己打自

己」的窘境（即直播衛星VS.有線電視）。在缺乏內容的情況下，直播衛星只能提供
免費的無線電視台、宗教頻道、財經頻道、購物頻道或自家代理的頻道，乏善可陳的

「內容」成為直播衛星進入電視產業的一大障礙。

（三）直播衛星的高價格與低品質產生的進入障礙

節目來源不足，致使直播衛星難以落實分級收費、付費電視與計次付費電視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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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價格策略，每家業者所能提供的頻道不超出30個，欠缺大多數民眾喜愛的HBO、
STAR集團、三立家族等頻道，無法與有線電視動輒90個、100個頻道的品質相比較。
再加上民眾使用直播衛星的成本較高，除了每個月與有線電視相當的收視費之外，尚

需要一萬元左右的硬體設備費與裝機費，價格更難與有線電視競爭，造成直播衛星

「價格居高不下但品質無法提升」的困境，形成直播衛星進入電視市場的另一個障

礙。

（四）有線電視業者也投資直播衛星，形成直播衛星的進入與發展障礙

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除了具有高度的相互替代性之外，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亦有

相互輔助的功能，在有線電視線纜難以到達的偏遠地區或崎嶇地形，便可使用不受地

形限制的直播衛星，所以美國的有線電視業者看到直播衛星的發展潛能之後，「乾脆

加入直播衛星一起發展」（吳若蘭，1998）。國內的情況亦同，有線電視業者站在同
食市場大餅的心態下，「今天你不做，別人就做了！所以我們只好做，因為我們已經

投資這麼多在有線電視，所以我們一定要做直播衛星，以防客戶流失，就只有這個理

由。」（陳光毅，1997）。也因此種搶佔市場的情結，目前國內的5家直播衛星皆與
有線電視業者難分難解，造成直播衛星的發展處處受限於有線電視，兩者難以形成有

效競爭。

四、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台灣直播衛星電視的經營之所以不成功，基本上受到

下列幾項因素的顯著影響，第一，在合法的時程上，因為落後有線電視若干時日，在

市場上有線電視先搶得先機，後進的直播衛星電視失去「先進先贏」的契機。第二，

直播衛星電視業者在市場與有線電視競爭失敗之後，紛紛退出市場時，大多由有線電

視業者接手。就市場經營策略的觀點而言，廠商如果同時擁有兩種產品出售，而此

兩種產品又具有密切的替代性時，以廠商節省成本的立場，最終他將技術性的讓直播

衛星衛電視的業務萎縮，將電視的經營集中於有線電視產業，而放棄直播衛星電視的

經營。第三，直播衛星電視的接收機具－小耳多並不便宜，和有線電視的裝機成本比

較相對的貴很多，一般消費者不容易接受，更何況直播衛星電視的節目品質又沒有比

較好。第四，即使直播衛星電視由非有電視業者經營，不致有前述第二點的問題，但

目前國內在市場上具有吸引力的頻道，絕大部分都控制在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直播

衛星電視業者即使有意積極經營擴大市場範圍，但限於沒有具有吸引消費者的節目內

容，在市場上很難與有線電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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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產業競爭的再引入－隨選視訊

政府主管機關欲藉由直播衛星電視的建立，企圖引進產業競爭的力量，以提升電

視市場的競爭策略失敗之後，似乎感受到欲藉由市場的「新廠商」介入市場，以增加

市場上的競爭程度可能並不可靠，畢竟電視產業的投資龐大，所要求的技術水準相當

高，社會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易勝任，因此在策略上轉而向相關產業的「中古廠商」

動腦筋。在技術上具有一定水準的電信廠商－中華電信，一方面由於其財力足以負擔

龐大的投資，二方面則因為技術匯流的關係，電信公司已經建立的網路立即可做為傳

輸的設備，三方面則因電信公司藉此業務的拓展，可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提供的收

入。在各方面均能配合之下，即由政府主管機關允許中華電信公司進入電視市場，以

多媒體隨選視訊（Multimedia On Demand，簡稱MOD）方式進入市場。

一、中華電信MOD進入市場的問題

（一）產業身分的認定與適用規範法律的爭議

依據電信法第二條，電信的定義為：「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

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

息」，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則將有線電視定義為：「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

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由於電信定義中有「發送」、「接收」等動詞，

而有線電視定義中僅有「傳播」之動詞，故中華電信認為電信公司所提供的電視服務

為雙向服務，而有線電視所提供者為單向服務。又依行政院於民國89年9月6日臺89交
字第26333號修正發布之「第一類電信業務項目及範圍」，其服務包括語音、數據、
文字、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因此，中華電信認為MOD服務屬於第一類電信業者現
行電信法規下得經營之營業項目內容，無須另外取得有線電視營運執照35。

對於上述主張，有線電視業者深表不滿，相關之協會組織－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

會即主張，MOD服務係透過不同科技提供相同於有線電視之內容予閱聽大眾，但對
消費者而言，相同的服務背後之技術差別並無意義。在相關法規未修正前，中華電信

如欲經營MOD業務，應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執照36。

另一個有線電視協會團體－台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則認為不論從文

35 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頁305.
36 同上註，頁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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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性解釋、比較法解釋，中華電信提供的MOD服務應受有線
廣播電視法的規範。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的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經營

「電信」業務，應依據電信法相關規定辦理。然而電信法對於電信業者跨越經營電視

業務，應如何處理，並無明確之規定。MOD服務為利用纜線電話線路傳播影像、聲
音公眾直接視聽，同時符合電信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定義。因此，MOD服務適用
之法律規範涉及規範競合之情形。同一行為，同時有兩個以上的法律規範，將導致不

同的法律效果。由於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屬於同一法律位階，並無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的關係，因此二法應同時適用37。

新聞局法規委員會於2002年7月9日，就電信業者經營MOD業務是否取得新聞局
的許可証做成決議。該決議之內容為，電信業者經營MOD業務，如符合以有線傳輸
網路提供節目、廣告服務，即應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的規範。因此，電信業者如欲經

營此項目時，應先取得新聞局的營運許可證始得營業。如有違反者，新聞局可依據有

線廣播電視法加以處罰38。

為此議題，新聞局與交通部則在2002年9月以開會協調的方式，嘗試以變通的方
式讓中華電信MOD服務能夠推出。該決議內容為：MOD服務中的線上遊戲、卡拉
OK、商務資訊等部份，中華電信可立即開辦。但是計次付費的電影播出以及即時的
電視頻道服務，則將以實驗性質方式在管理辦法訂定後，才能開始提供服務39。

對於MOD服務的提出，主管機關新聞局最終仍於民國93年2月4日、民國94年3月
21日、民國94年7月19日，分別給予中華電信「固定通信綜合網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
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的北中南三張執照，同意MOD服務的經營。
（二）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困境

中華電信在目的主管機關新聞局的堅持下，不得不向其申請營運許可，並取得

「固定通信綜合網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的執照，可以在合

法的條件下經營MOD的服務。但是，民國92年廣電三法修法後，將黨政軍退出媒體
的規範列入正式的條款，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政府、政黨、其捐

助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第五款「本法修正施行

前，政府、政黨、其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不服前項所定情形者，應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

37 同上註，頁306.
38 同上註，頁307.
39 同上註，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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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的政府股權雖然因為釋股之關係，政府的股權已由民國95年的41.37％
減為96年的35.48％，但是仍然有相當的政府股權在內。即使中華電信公司在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前，已由行政院新聞局手中取得營運執照，仍然會因為政府股權存

在的關係，而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長期而言，中華電信公司

亦不可能因為為提供MOD服務而將政府股權全部出售，所以中華電信MOD服務的提
供在新法制的條件下，處於兩難的困境。為解決此困境，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必須另謀他策。

（三）平台開放與營運模式改造，讓MOD在技術上變身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方面希望維持MOD繼續存在於電視市場，以促進市場之

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則為規避MOD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黨政軍退
出媒體之規定，要求中華電信之MOD服務於系統頭端與用戶端開放，則在行政的權
限上認定MOD服務屬於開放之平臺，不再是屬於有線電視業者，其服務僅為「傳輸
平台服務」，從而規避黨政軍退出媒體之限制。對於營運模式之改造則以「固定通信

業務管理規則」修正加以處理。換言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係以技術與營運查核的

方式，讓中華電信的MOD不再是被認定為傳統的有線電視業，而跳脫了黨政軍退出
媒體的金箍咒。

二、MOD的經營現況

中華電信自民國93年3月開播以來，用戶數並不多，民國93年底僅開拓了4萬戶
用戶數，民國94則成長為12萬戶，民國95年底則進一步提升為25萬戶，民國96年藉由
ADSL的促銷，截至今年3月底用戶數累積為28萬戶，與有線電視相同時間的用戶數
480萬戶相比較，顯得微不足道。

表六是95年度中華電信MOD費率申報與核定表，其基本頻道費率大都介於100-
200元之間，最便宜者為台南市的75元，費率最高者為新竹市的250元，此外，裝機
移機的核定費率除高雄縣及高雄市外，11個縣市的費率為：裝機費800元、復機費200
元、宅外移機300元、宅內移機200元；高雄縣的裝機費核定為500元，其他與11縣市
相同，高雄市的裝機費最便宜為300元，其他費率與11縣市亦相同。

以表六的資料觀察，表面上看起來MOD的基本頻道費率似乎相當便宜，應當對
一般消費者會有吸引力，而且頻道數共有33個頻道，應當能夠滿足一般家庭之需求，
但是MOD的收視戶卻相對偏低，其理由可能要觀察MOD所提供的33個基本頻道的內
容才能見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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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OD的內容無法吸引消費者

表七是中華電信公司互動電視處MOD服務所提供的基本頻道，檢視其內容基本
上為無線電視頻道，以及原住民頻道、客家頻道等頻道所組成，由消費者的觀點而

言，這些頻道內容似乎很難具有吸引力。

表六：95年度中華電信MOD費率申報與核定表

縣市別 申報日期
基本頻
道數

核定日期
基本頻道 
核定費率

裝移機 
核定費率

備註

台北市 94/8/30 33個 94/11/24 160元 裝　機：8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台北縣 94/8/30 33個 94/11/30 150元 如上

基隆市 94/8/30 33個 94/12/9 150元 如上

宜蘭縣 94/8/30 33個 94/11/30 200元 如上

桃園縣 94/8/30 33個 94/12/5 150元 如上

新竹市 94/8/30 33個 94/12/13 250元 如上

新竹縣 94/8/30 33個 94/12/12 150元 如上

台中市 94/8/30 33個 94/11/28 135元 如上

台中縣 94/8/30 33個 94/11/25 150元 如上

台南市 94/8/30 33個 94/11/30 75元 如上

台南縣 94/8/30 33個 94/11/16 220元 如上 新聞局代審

高雄縣 94/8/30 33個 94/12/26 120元 裝　機：5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高雄市 94/8/30 33個 94/11/30 100元 裝　機：300元
復　機：200元
宅外移：300元
宅內移：200元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公司互動電視處

之所以形成欠缺吸引消費者的頻道，基本上是吸引消費者的頻道均掌握在有線

電視電視系統業者所投資的頻道商手上，有線電視為阻止MOD服務形成有利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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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用拒絕出售之手段，讓MOD業者無法取得該吸引一般家庭的頻道，如HBO、
ESPN、Star Movie、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三立家族、TVBS家族
等頻道。

表七：MOD基本頻道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頻道
號碼

頻道名稱

2 節目總表專用頻道 16 原住民語頻道 50 中視新聞台

3 公用頻道 17 客家電視 55 iN News
6 民視 25 靖天卡通臺 76 Australia Network
7 人間 26 i NTV 77 法國TV5
8 台視 27 Sound Track CH 78 CNBC
9 大愛 30 靖天資訊臺 79 Bloomberg TV

10 中視 32 台視家庭臺 91 佛衛慈悲臺

11 華視教育頻道 33 中視生活臺 92 華藏衛視

12 華視 34 知性臺 97 MOD英語使用說明
13 公視 40 靖天戲劇臺 98 歡唱98
15 好消息 45 靖天日本臺 99 MOD國語使用說明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小結

從以上之分析，很清楚的可以觀察到政府主管機關，在引進MOD服務產業競爭
的過程中，面臨許多的問題：第一，由於法制未同時配合，以至於造成業者間嚴重的

爭議，有線廣播電視法要求系統業者如欲經營電信業，必須依據電信法向電信主管機

關申請營業許可，相對的，電信業者如欲跨越經營電視業，電信法卻欠缺明文向有線

電視主管機關申請營業許可之規定，形成管制上的不對稱性。第二，給予電信業者

跨越經營電視業之後，在法制上卻又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之條款，造成MOD業者違
反新訂之黨政軍退出條款，使得新成立的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面臨左右為

難的困境，最後則以行政權要求MOD業者開放網路的頭端與用戶端的方式，以及營
運模式改造，宣稱MOD不再具有媒體之身分，從而避開黨政軍退出媒體之規範。第
三，由於具有吸引消費者的頻道控制在有線電視上游的頻道商手上，MOD業者即使
有意從事有線電視的經營，參與市場的競爭，但限於無法取得具有吸引力的頻道內

容，因此其競爭成效並未顯著，由中華電信MOD目前僅擁有區區的31萬戶40收視戶觀

察，即可看出其中端倪。第四，政府部門在引進產業競爭的過程裡，似乎必須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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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先予以改革，其次在市場關鍵性投入的管制也必須予以考量，產業競爭的引進才可

望達成其效果。否則以MOD服務跨越經營有線電視的例子，整體社會未蒙其利，卻
造成更多的紛擾與爭議，政府草率的決策，絕非社會之福。

陸、潛在競爭的引入—IPTV

當社會邁入網路時代之後，許多應用都有了網路版的解決方案，即使如看電視這

種日常活動，也因為寬頻網路的普及以及電視數位化技術的日趨成熟，而有了網路電

視，目前廣被討論的「IPTV」即是典型代表。

一、IPTV的定義與特質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簡言之，是指一種經由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Network Infrastructure）與利用「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向使用者提
供的「電視內容」的服務（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在這個定義的基礎上，可以延
伸三個重要的關鍵概念，藉由這三個概念的探討以釐清IPTV的指涉意義。

上述定義中所宣稱的「網路基礎建設」，並不特別指明是何種傳輸網路，只要

能提供寬頻連結的傳輸網路皆可提供IPTV服務。目前IPTV寬頻網路雖以xDSL（即
ADSL、VDSL）與光纖（optical fiber）有線連結的傳輸網路為主，但隨著技術的發
展，如WiMax無線寬頻傳輸網路、3G與4G行動網路、行動電視網路或衛星通訊網
路等，均可提供IPTV寬路連結。至於「網際網路協定」的意涵，是指IPTV的服務基
本上是以IP封包（IP packet）來傳遞，但是依據不同的服務需求，如即時實況廣播
（real-time broadcast）、資訊下載、互動廣告購物等，在Internet上所可能使用到的通
訊協定在IPTV也會用到，如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等。至於IPTV提供的
電視內容的服務，仍是以影音多媒體（Audiovisual Multimedia）為主，如電視廣播節
目服務、互動電視服務、隨選多媒體服務（on-demand multimedia services）等；但是
有些IPTV的業者另外提供通訊服務，如視訊會議與網路電話、網際網路資訊瀏覽與
下載等服務。

綜合言之，IPTV即是經由寬頻網路連結（Broadband Connection），以「電視機
＋機上盒」為主要終端設備，為使用者提供包括電視節目在內的互動式多媒體服務的

寬頻增值業務，包括點播、廣播、直播、視訊通信、簡訊、資訊與遊戲等服務（林宗

40 此為民國96年6月NCC所公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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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2007），是融合電信產業技術（IP）與廣電產業（TV）的科技產物。
值得觀察的是，由於產業陣營利益的不同，營運商對IPTV的定義存在「選擇

性」的解讀。在電信產業，IPTV普遍被理解為寬頻增值業務，即IP所承載的的寬頻
業務是電視節目（TV over IP）；強調的是IP承載，IPTV是電信產業利用電視節目與
電視終端機擴大寬頻用戶的一種方式。但在廣播電視的領域，則普遍認為TV才是主
體，IPTV是另一種傳輸電視內容的方式。

不論IPTV的定義該如何歸屬，科技匯流的全球趨勢，使得產業界線的分野越來
越模糊，使得寬頻網路、電信與多媒體產業逐漸整合為數據、語音與視訊等三合一

（triple play）經營者的服務快速成長，IPTV即是這個整合趨勢的應用產物。
此外，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以及閱聽人多元的要求，傳播市場的概念已由

早期一對多的「廣播」（broadcasting），逐漸演變為重視分眾需求的「窄播」
（narrowcasting），到現今尊重每位閱聽人不同需求的「微播」（microcasting）時
代。IPTV同時擁有電視的功能、電信的服務與量身打造的個人化服務等多重特質，
格外具有市場競爭潛力。再加上IPTV主要是以電視為終端接收器，並使用大多數
民眾熟悉的遙控器來操作，讓一般閱聽眾可以輕鬆自在的享受數位多媒體生活，使

IPTV成為2007年德國漢諾威電腦展的重頭戲之一（林育立，2007），也使傳統有線
電視與衛星電視面臨強大的挑戰與競爭（李至勤，2007a）。

二、IPTV服務內容與產業鏈

目前IPTV所提供的產品服務項目，不外乎四種類型。第一類是視訊節目，即電
視、電影、運動、音樂等影音節目頻道；第二類是高速上網服務；第三類是VoIP，即
網路電話；第四類則是互動式遊戲。這些服務項目充分突顯IPTV獨具的高度互動性
與自主性，以及網際網路提供語音與資訊傳輸的特質，創造1＋1（電信＋電視）大於
2的產業價值。
進一步分析目前各家IPTV提供的服務項目，可以發現視訊節目中的即時電視與

隨選視訊是首選業務，接著是公共資訊的提供、電視商務與網際網路與電信服務（國

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2005）。而這些服務項目
通常以捆綁服務（bundle service）的模式，為用戶提供語音、數據與視訊的三合一服
務，而這種產品服務模式可以組構成各式各樣的付費組合方案，包含不同的網路頻

寬、各種網路服務、基本頻道、付費頻道與隨選視訊節目等，如美國的U-verse、德
國的T-Home、日本的FLAT’S、英國的BT Vision等IPTV業者，皆提供不同價格的套裝
服務，滿足各種消費族群的不同需求，讓原有電信網路用戶能夠保持使用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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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提高營業者的每戶收入（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
而這些套裝組合的服務價格大部分會參考當地有線電視或直播衛星電視的服務價

格，因為IPTV的主要競爭者還是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李至勤，2007a、2007b）。
當年香港電訊盈科推出「NOW Broadband TV」時，即因為收費較有線電視便宜，
成功吸引數十萬網路客戶變成首批的IPTV用戶（王曼娜，2007）。可見定價策略是
IPTV進入電視產業的重要考量點之一。

瞭解IPTV的產品服務內容，便可釐清IPTV的基本架構與產業鏈，圖一可看出
IPTV的基本架構。

由圖一可得知IPTV包含了內容提供者（contents provider）、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網路提供者（network provider）與消費者（customer）等四大面向。

圖一：IPTV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13）

（一）內容提供者，負責節目內容的製作與供應，包含電視、電影、音樂、遊

戲、資訊、購物、遠距教學、保全監控等；國際知名的HBO、Discovery、國家地理
頻道、CNN，本土的華視、民視、緯來體育台、東森電影台、三立電視台、八大電視
台等均歸屬此類。

（二）服務提供者，主要負責內容與服務的整合工作，因此又稱為內容整合業者

（content aggregator）；即將數位內容進行後製加工與影像壓縮，並增加額外資訊與
加值服務。或者與不同的內容提供者進行頻道與節目播放的簽約、協商及管理，建立

整合標準界的IPTV平台，並進行廣告插入、計費、服務認證、內容壓縮儲存、網路
傳輸與監控管理等，如中華電信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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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提供者，即提供有線或無線，實體寬頻網路連接的業者，各國的電信

業者是主要的供應者，如中華電信、台灣固網ADSL等。（四）消費者，即IPTV使用
者，使用者必須具備寬頻接取數據機、IPTV機上盒及數據語音分歧器等設備，即可
經由電視、電腦或電話等終端接收器享用IPTV經營者所提供的服務。也因為IPTV不
僅整合了傳統電視產業價值鏈中上游的「內容產製」、中游的「內容匯集」及下游的

「播放平台」，更涵蓋網路傳輸業者與電信服務者，使得IPTV被視為「具有拉高影
視相關產業營業額的潛力」（陳常鵬，2005）。

三、IPTV經營者類型及台灣現況

IPTV由於具有電視與電信產業的雙重背景，給予電信業務經營者提供網際網
路服務的業者跨足電視產業的機會。例如美國的SBC公司於2005年購併AT&T（美
國電報與電話公司），成為全美國最大的電信服務公司；並於2007年推出網路電視
「U-verse」的服務，提供超過300個包括數位音樂、地方電視、電影、運動等類型的
頻道，以及25個高畫質電視頻道、超過1萬2千小時的隨選視訊節目（VOD），預期
在2008年底前達到1900萬個訂戶（李至勤，2007a）。

又如目前擁有全球最大IPTV市場的香港電訊盈科公司（PCCW），該公司的前身
是香港電話公司，2003年開始推出「NOW Broadband TV」，讓已是該公司寬頻網路
的客戶免費試看一個月的電視節目，之後再以優惠價格讓這些用戶正式訂購IPTV電
視頻道。目前該公司擁有15個純音樂頻道、6個自選影像服務頻道、20個無線收費電
視頻道、以及包含Discovery、HBO、國家地理雜誌等國際知名的136個頻道，至2007
年第一季已有超過87萬個訂戶（佔香港總家戶數的34％），收益達7億3千9百多萬港
元（約合台幣32億5千多萬元）（王曼娜，2007）。香港電訊盈科的經營模式亦是由
電信業跨入電視產業的例子。

其他如英國的IPTV「BT Vision」，是由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e）於2006
年宣布啟動，將電視業務與寬頻相互結合，提供民眾個人化的電視節目服務。德國

則是由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於2006年推出結合網路電話、寬頻漫遊與網
路電視的「T-Home」，全面進攻IPTV市場（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其他的歐洲
國家如比利時電信、法國電信、義大利電信、西班牙電信、瑞士電信，以及亞洲的

日本電信、中華電信等公司，均跨足經營IPTV，積極搶攻電視產業市場（李至勤，
2007b）。 

此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公司，也紛紛涉入IPTV產業。例如日本Yahoo BB
公司於2003年即推出「BBTV」的網路電視；又如Skype創辦人Janus Friis與Nick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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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nstrom亦創辦了「Joost」網路電視，提供網路電視服務（余懷雋，2007）；微軟
公司亦於2007年宣布將在近期內投入大筆資金在IPTV的中介軟體，希望能隨著IPTV
的一躍沖天獲得更大利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

業資訊室，2007）。
不只是電信公司與網路公司投入IPTV，電視產業原有的有線電視或直播衛星電

視經營者，為因應三合一（triple play）跨業經營時代的到來，亦加入IPTV的競爭市
場，以穩固原有用戶並開拓加值服務的機會。這類型的經營者如台灣東森集團的「數

位電視」與年代電視公司的「I’m TV」（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兩者原本都是電
視產業的經營者，東森集團應用光纖同軸網路（Hybrid fiber coaxial, HFC）提供消費
者多頻道節目收視與寬頻上網服務；年代電視則是以衛星來傳送影音資料，免費讓會

員利用網路連線來使用IPTV的影音視訊服務。
目前台灣共有7家業者提供IPTV的服務，主要經營者有隸屬電信領域的中華電

信、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有歸屬於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產業的東森媒體集團
與年代電視公司，也有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銀河網路集團、蕃薯藤、澤峰科技等業

者。此外影視相關產業的唱片公司、影片公司與通路公司（如百視達）亦加入IPTV
的經營。各家業者的狀況如表八。

上述這七家IPTV經營者仍是以個人化的隨選影音節目服務為最主要業務，費用
的收取分為「按片計次」與「每月收費」等兩者方式；前者由每片30元、50元至百元
皆有，每月收費的金額則由80元、150元、199元至799元或上千元皆有，端視消費者
的個人需求而定。

表八：國內IPTV經營者概況

IPTV業者 主要經營者 服務內容特色 目前用戶數

中華電信MOD
（multimedia on demand，
多媒體隨選視訊）

中華電信

提供有線電視服務內容、
可自行組合有線電視頻
道、隨選視訊、雙向互動
功能、彈性收費方式

285,111141

41 資料來源：NCC96年3月底統計資料，參考網址 :  http:/ /www.ncc.gov.tw/chinese/
files/07052/557_1808_070525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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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家庭中心」（DFC, 
Digital Family Center）

銀河互動網路集
團、互動王視訊
科技等

提供有線電視頻道、隨選
視訊影音服務、股市財經
與生活資訊服務、家庭電
視相簿、數位通訊等

2006年突破
5000戶42

「Seednet.TV」 數位聯合電信
（Seednet）等

主要提供影音節目隨選視
訊服務

NA

「yam天空」 天空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43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提供用戶個人部落格、相
簿與視訊空間等

超過820萬名
註冊會員及
8 0萬名付費
收視戶

44

「數位電視」 東森媒體集團 影音節目隨選視訊服務 約10萬戶45

「I’m TV」 年代電視公司
隨選視訊、新聞資料、個
人影音部落格等

NA

「@TV互動電視」 澤峰科技公司
提供教育／購物 /生活資
訊／音樂／電影等各種頻
道、隨選視訊等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IPTV跨入電視產業的障礙

由於IPTV的建置是應用既有的網路骨幹來提供電視功能的加值服務，與有線或
無線電視相較，進入門檻相對較低（電子技術雜誌編輯部，2006），但是IPTV由電
信產業跨入電視產業的進入障礙仍然存在。

IPTV跨入電視產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網路頻寬（林宗輝，2007）。弔詭的
是，IPTV的問市與發展是因為寬頻網路的普及與技術的純熟，但IPTV是否能成功進
入電視產業的第一個障礙仍是網路頻寬問題。 根據林宗輝（2007）、與陳暉仁（電
子技術雜誌編輯部，2006）的觀察，影視節目的品質與網路頻寬有密切關聯。以目前
新一代的編碼格式對電視節目進行編碼時，雖然可以將頻寬效率提高2至3倍，即傳送
一般的標準畫質節目（SDTV）只需要1.5至2Mbps的頻寬，高畫質節目（HDTV）的
傳送也只需要8Mbps即可。問題在於目前的寬頻用戶以2Mbps為主流，如果一個家庭

42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1。
43 由網路數碼公司（webs-tv.net）、蕃薯藤入口網站（yam.com）、Giga ADSL寬頻上網服
務、台灣百視達影視連鎖店等公司合組而成。

44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4。
45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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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只有一台電視，那麼即使全面使用目前高頻寬的8Mbps，頻寬仍顯不足。此外，
IPTV提供的服務不只限於影視節目的觀賞，尚有語音、數據資料與互動遊戲等項
目，就使用者的觀點而言，許多活動是同時進行且不能相互干擾的，此時2Mbps的頻
寬將發生捉襟見肘的窘境。因此日本、韓國與歐美等國家，早已進行寬頻的佈建，將

網路頻寬提昇至20Mbps，以因應三網合一（網路、電信與多媒體）時代的來臨（郭
更生，2006）。

而解決上述技術性進入障礙的方法，即是電信業者必須投入資金改善網路頻寬。

例如法國的Neuf電信提供8Mbps的寬頻網路以及多元方案的促銷方式，短短一年即有
40萬個IPTV用戶（劉家瑜，2007）。德國的德意志電信瞭解網路電視的服務品質植
基於「夠大」的頻寬，因此德意志電信在推廣IPTV之前，已投入資金建置綿密的超
頻寬網路（VDSL，20Mbps），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超高頻網路來觀賞影視節目，果然
成功開拓市場，預估IPTV用戶到2007年底可達100萬個（林育立，2007）。但是改善
網路頻寬的龐大資金成本，恐將成為電信或網路產業跨業經營IPTV的經濟性障礙之
一。

由電信產業跨入電視產業的另一個障礙是影視節目內容的取得問題。2004年中華
電信推出MOD，用戶數始終難以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即是缺乏廣電節目內容，無法
吸引消費者訂閱（何旭如，2007）。郭更生（2006）的研究也指出，IPTV成功的關
鍵因素之一是必須「突破有線電視業者的包圍」，提供「多樣且豐富的服務內容」。

以香港電訊盈科成功經營「NOW Broadband TV」為例，該公司因為有營運衛星電視
的背景，本身不受節目內容制約，可以取得包括Discovery、HBO、國家地理頻道等
國際知名影視頻道的節目內容，以及本地頻道與其他電視台的支持，才能推出多樣化

與高品質的電視節目組合（王曼娜，2007）。
此外，節目內容若是匱乏不足時，也不易彰顯IPTV可以量身訂作的個人化服務

功能。當今是重視個別民眾不同需求的「微播」（microcasting）時代，IPTV高度互
動與隨選的特性，可以提供不同用戶的個別需求，當節目內容多元且充分時，用戶便

容易由中挑選可以滿足個人需求的節目，體現IPTV客製化與多樣化的服務功能，這
也是IPTV與有線電視服務產品差異化的具體呈現。此外，當個人化內容出現之後，
「分眾行銷」的廣告便可針對個人特質進行有效的行銷，達成廣告主與消費者雙贏的

局面（郭更生，2006）。
另一個與IPTV服務內容連環緊扣的是訂價策略。價格競爭是進入新產業的重

要干預策略，價格亦是取決業者是否能夠生存的重要因素。例如香港電訊盈科公司

（PCCW）當初推出IPTV「NOW Broadband TV」，實行彈性收費方式，除免費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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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採取逐台收費模式，每個頻道的月費由幾元至幾十元港幣不等，讓閱聽眾自由

選擇或更新自己所喜愛的頻道，結果大受消費者歡迎，因為一般閱聽眾經常收視的頻

道大約二十個，可大幅節省每月收視費（王曼娜，2007）。可見訂價策略是IPTV進
入電視產業的另一個經濟性障礙。

五、IPTV與有線電視的競爭

方興未艾的IPTV除了被各國電信業者視為極具成長潛力的新興網路服務模
式，紛紛挹注資金之外；原本的網路經營者，如Skype創辦人Janus Friis與Nicklas 
Zennstrom亦創辦了「Joost」網路電視，提供網路電視服務（余懷雋，2007）。許
多研究機構更是預測IPTV的全球產值呈倍數成長、營業額與使用人口都會快速攀升
（李至勤，2006）。那麼IPTV的引入是否對傳統有線電視產業產生衝擊？或者IPTV
是開發另一種消費型式，無法取代有線電視原有功能與角色？

就技術層面而言，寬頻技術愈來愈成熟，壓縮編碼技術亦越來越進步，IPTV的
雙向及時互動性與個人化特質，賦權消費者可以選擇自身需求的影音多媒體節目或

資訊，「未來網路電視可能取代有線電視」（郭玫蘭，2007）。再加上寬頻網路的
高覆蓋率，以及整合語音（voice）、數據（data）與影視媒體（video,包含VOD & 
broadcast）等服務的全球發展趨勢，IPTV擁有的科技能力顯然較傳統有線電視具有更
佳的競爭力，IPTV是可以取代有線電視的（林三井，2007）。

再以有線電視與IPTV提供的服務項目進行分析，林三井（ibid）以SWOT模式分
析有線電視業者面對電信業者競爭的優劣勢，發現有線電視業者的最大優力是「熟悉

內容及應用服務」以及「內容議價能力高」，而這兩點相對是IPTV的劣勢。因此，
若是IPTV可以掌握多元與豐富的內容，則可取代有線電視。郭家蓉（2005）也認為
內容差異化是IPTV的服務關鏈與生存發展的重要契機。

雖然目前IPTV的主要經營者大多是電信業者，對於廣電產業的內容並不熟悉，
但電信業者與電視業者結盟之後，正可補強IPTV對內容掌控度的弱勢。例如德意志
電信與德國公視一台和二台達成協議，消費者可利用德意志電信的寬頻網路收看包含

公視十多個頻道及超過100個頻道的網路電視（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而香港的
電訊盈科則因發展出一套多層網路的安全架構，可以完全杜絕翻版複製，「吸引三十

多家著名電視節目供應者爭相提供高素質的節目」，「成功奠下穩固的基礎」（王

曼娜，2007）；中華電信則是「跳過代理商, 直接找國外片商洽談版權」（何旭如，
2007）。顯見IPTV愈來愈擁有掌握節目內容的能力，一旦IPTV掌握內容的程度愈
高，取代有線電視的可能性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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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目前國內各家IPTV所提供的內容仍明顯欠缺許多重要的頻道，在台灣廣
受歡迎的HBO、Discovery、STAR家族頻道、三立、八大、緯來、中天、東森等家族
頻道，IPTV均無法取得播映。各家IPTV業者遂以隨選視訊為主要業務，大量提供MV
影片、電影、動畫、購物、理財等內容供消費者選擇。也因此，IPTV與有線電視的
行銷層面出現明顯的產品差異與市場區隔。

表九「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的用戶數成長表」清楚顯示，中華電信MOD用
戶數逐季增長，2006年第一季的用戶數僅11萬餘戶，一年後增加近17萬戶，成為28萬
餘個用戶；一年之間，中華電信MOD的用戶數即成長了142％。同一時期，全台灣有
線電視的用戶數亦呈現逐季增加的趨勢，2006年第一季為445萬餘戶，2007年第一季
的用戶數成長至459萬餘戶。同樣一年之內，有線電視的用戶數增加了137,788戶，並
未因MOD訂戶數的增加而呈現下降的現象。顯示IPTV在技術層面雖可全面取代有線
電視，但實際情形卻出現兩者的用戶數同步成長，並未出現取代效應。足見國內的有

線電視與IPTV因為提供服務的內容差異， IPTV側重於小眾且異質的選取視訊服務，
有線電視則提供大量且同質的頻道，兩者並未出現正面衝擊的直接競爭關係，反倒成

為功能互補的角色。

表九：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MOD用戶數成長表

時間 有線電視用戶數 中華電信MOD訂戶數
2006年3月底 4,459,084 118,058
2006年6月底 4,489,301 156,870
2006年9月底 4,518,857 205,491

2006年12月底 4,558,234 249,203
2007年3月底 4,596,872 285,111

2006.3 VS. 2007.3
成長率

＋137,788
（3.1％）

＋167,053
（142％）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參考網址：http://www.ncc.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
sn=557&is_history=0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以上有線電視市場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分析，可以獲得以下的結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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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有線電視市場而言，過去的區域劃分的確有所不當，首先是政府決策前並未進

行廠商最適規模的分析，因此將每個市場區域的範圍劃分得太小，無法容納政策上規

定的5家廠商。其次，為考慮有線電視市場的規模經濟或密度經濟的屬性，而在政策
上只是主觀認為在管制政策之外，還想藉由每區5家廠商的政策，達成「市場競爭」
的目的。本研究引用蔡金宏的研究結果，認為目前之有線電視區域應當重新劃分為22
區，為達成密度經濟效果，每區則僅允許1家廠商經營。

第二，就直播衛星電視的「產業競爭」引進而言，本研究則發現政府政策因為法

律制定的延宕，使得直播衛星電視在國內電視產業市場喪失先進先嬴的契機。其次，

在政策上未阻止有線電視業者同時經營兩種產業，致使直播衛星電視的所有權幾乎都

落入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有線電視業者為防止兩種電視服務互相競爭，乃在技術上

讓直撥衛星產業萎縮，以達成市場壟斷之目的。此外，直播衛星電視接收所需要的設

備－小耳朵，價錢遠遠高於有線電視的裝機費，對消費者而言，並不具備競爭力。最

後，即使以上問題均可以解決，但具吸引的電視頻道均控制在有線電視業者的手上，

以至於直播衛星的內容無法與既有的有線電視節目相抗衡。是故，國內衛星電視最後

則淪為偏遠地區收視戶的電視管道。

第三，政府政策想藉由「中古廠商」－中華電信，由電信業跨越經營有線電視，

提供MOD多媒體隨選視訊的服務，以使市場產生「產業競爭」之效果。但限於法治
規範的缺陷，例如有線電視跨越電信業必須依照電信法向目的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

電信業若跨越經營電視產業，在法制上卻闕漏相關的必要規定，形成管制上的不對

稱，造成兩業者跨越的爭議。電視主管機關－新聞局發給中華電信「固定通信綜合網

路經營者跨越經營有線電視業務分期營運許可」執照之後，卻又因為黨政軍退出媒體

條例的修訂，而造成MOD服務經營違法的困擾。以致於法制的訂定未能跟上媒體匯
流的技術趨勢，最後則造成各方業者的爭執，形成社會成本的浪費。

即使上述問題均能解決，但限於具有消費者吸引力的頻道集中控制於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的手上，MOD的服務仍然無法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形成一定的競爭效果。觀
察中華電信MOD服務收視戶總戶數的緩慢發展趨勢，即可看出電視內容對業者經營
的重要性。

第四，網路電視的發展因為媒體多元化平台的建立，似乎是另一個形成有線電

視產業「產業競爭」效果的可能來源，但究其實務觀察，既有市場業者經營的現況而

言，似乎也不甚樂觀，其主要原因仍在於沒有殺手級的頻道吸引消費者青睞。展望未

來，網路電視除在平台上給予消費者更方便的接取方式外，如何找到具有賣點的頻道

以吸引消費者，可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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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就競爭的目的而言，本研究對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有下列之建議：

1.  有線電視市場應當重新劃分，以符合有線電視產業的特有屬性，原則上將台
灣劃分為22個有線電視市場，以滿足最適有效之規模，每區因應密度經濟的
特性，建議讓一家廠商獨占經營，然後政府再利用其他政策配套措施，予以

嚴密之監督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2.  有線電視系統商與頻道商的經營，在政策上除非業者能夠證明上下游的垂直整
合，能夠產生成本節省等經濟效果。否則政策上，應當對系統商經營頻道進行

嚴格之約束，以免造成對其他平台業者取得重要頻道的障礙。即使系統台擁有

關鍵頻道的所有權，主管部門仍應在政策上制定相關規定，讓其他平台業者有

平等購買關鍵頻道的機會，否則「產業競爭」之目標在實務上永遠會落入「緣

木求魚」的境況。

3.  對於電信業跨越電視產業的經營，應比照電視業跨越經營電信業的法律規範，
跨越經營時，應受被跨越產業主管機關的約制，以求取管制上的平衡。

4.  就產業競爭的引進而言，政府主管機關應當協助新進業者，在公平、合理的條
件下，能夠取得必要的資源，進行公平之競爭，如此產業競爭的效果才能發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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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Policy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Chuen-Fa Chuang, Shun-Chih K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comomic theory, the connotations of 
“compet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arket competi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The ways to accomplish market competition are sufficient 
manufacturers and these manufacturers can make decision independently. The conditions 
of succeed in do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re that,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 
removing the entry barriers which include limit pricing, sunk cost, excess capacity, product 
proliferation strategies and essential material dominating. 

This article is base on the above competition theories and examines the competition 
policy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ment policy seems to neglect the most optimal scale of cable 
television market. As for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 because of slowly proclaimed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ct, high price of DBS equipment, lack of attractive programmes and 
the ownership dominated by cable television, finally the DBS is just the broadcasting signal 
receiver for secluded area. 

Due to deficient in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and popular contents, the MOD service 
provided by Chunghwa Telecom has caused of social dispute and expended huge resources 
cost, but which marketing share is still much lower than cable television. The same reas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PTV which is well known as network television will be 
concerned, if IPTV couldn’t able to obtain the major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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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this study emerg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government should re-divide market 
scale of cable television to deal with market competition problems. Second, government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cable television in order to make fair 
industrial competition. Finally, if policy allows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n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complete plan which guarantees all television platforms having same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 major contents to avoid the “artificial＂ entry barriers, thus industrial 
competition can be effective.

Key Words： industrial competition , market competition, potential competition，effective 
competition，internal competition，exter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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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單教授驥（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主席、莊教授、柯教授在座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我想兩位教授論文裡面傳達出來

的訊息，最主要是以前新聞局時代把台灣劃分成這麼小的區，希望有所競爭，當然實

務上並非如此，實務上每一區都是有線電視廠商在裡面形成獨占，那之後我們希望一

些新媒體進來，包括無線電視、IPTV等等，可是在這裡面都碰到很大困難，因此台
灣在目前的有線電視情況是個困局，看起來沒有這麼快解決，那從這樣的發展經驗，

我們看到在政策上面造就奇怪的恐龍，叫做有線電視，面對頻道商，他是頻道商的獨

買者，除了把節目賣給他之外沒有其他辦法，那面對消費者的時候，又變成獨賣者，

因為我們的生活裡面要看有線電視，一定要跟有線電視買，所以奇怪的動物集三千寵

愛於一身，所以在經濟學理面所說的雙邊獨占等等統統可以用上，那現在這個動物扮

演的角色非常多元，他可以涉入無線電視業者，像是衛星電視等等，所以在這面他有

所有的理由可以繼續獨占市場，我就是隨著兩位教授的立論，所以他可以摧毀衛星電

視的機制，也可以摧毀其他可能出現的機制，當然IPTV本身有一點問題，但是中華
電信本身的Mod在這裡是不是有一些問題，這在兩位教授的文章裡都有討論，那難道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嗎？那莊教授與柯教授在文章裡面提出可能的建議，那我也對這些

建議提出一些想法。

那在論文第23頁裡面，作者提出每一家有線電視的最小規模大約是18.6千戶，因
此根據這樣的調查，是不是把台灣重新劃區，一方面有規模經濟，一方面就讓它去

作一個獨占，那這是一種建議，另一種，整個數據算起來大約是北部地區可以容納11
家、中部地區容納5家、南部地區是容納6家，那就像我們選舉大選區的制度一樣，那
如果北部地區是一個市場，那每一家約是18萬戶、將近19萬戶的話，那我就讓北部地
區這11家去作一個彼此的競爭，這是一種用競爭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此我所提出來的
觀念跟兩位稍微有一點不同，也請大家來作思考。

另外，如何處理有線電視的廠商，現在他們站在獨買者及獨賣者的關鍵地位，

有關兩位教授的建議或是類似大選區的方式，那都是解決一部分問題，那對消費者來

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想看的頻道是不是可以取得，那這是最重要的，那中華電信

的Mod裡的頻道，不是對很多消費者的胃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邊就必須去突
破，那公平會以前有這種案例，就是航空燃油的案子，那航空燃油的業者叫做文九

公司，想要進入航空公司加油的市場，就要去跟中油公司買油，但是中油公司拒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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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那拒絕報價的結果讓這一家公司無法進入航空燃油的市場，所以他就跟公平會抱

怨，那公平會就依照違反公平法第10條處分中油公司，因為拒絕報價就是拒絕文九公
司可能進入航空燃油的市場，這是公平會實際處理的案子，那這個案子的情形與我們

現在看到有線電視的情形一樣，那個因為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所以可以拒絕交易？

譬如中華電信我要去買這個節目，就要用你的市場價格來買這個節目，你可不可以拒

絕交易？我覺得這是有意思的問題，同樣的，歐盟也有同樣的案子，就是生產滑雪板

非常有名的廠商，拒絕供貨給某一家業者，後來在歐盟裡面，那歐盟的法律就判這一

家業者沒有理由拒絕供貨給那一家體育用品店，因為無正當理由拒絕供貨的話，我的

顧客一定會認為說你這一家體育用品店是比較低層的，因為這邊應該有的名牌你怎麼

都沒有呢？所以這個案子在歐盟也成立，所以我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現有的

案子也都提供給我們參考，如果是這樣，就可以解決新進業者無法取得節目的問題，

然後進入相關市場，第一個，我們用大選區的方法讓有線電視業者作競爭，加上有線

電視業者可能要跟其他的，像是IPTV、或是衛星作競爭，所以競爭本身可以解決一
大部分的問題，另外，就是要解決智慧財產權或是進入障礙這裡面所要解覺的問題，

當進入障礙的問題以解決，競爭的機制也能夠活化之後，我相信這對我們國內有線電

視的市場是一個新的局面，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