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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早在十九世紀以來，無線電頻譜因其需求性及技術的發展，使如何分配頻譜以

發揮最大效益的議題，一直是經濟學者及通訊科技專家所關注的焦點，也因理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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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實務操作的差異，各國政府於如何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頻譜管制模式亦有不同的操

作方式，在美國主要由政府以授權方式進行，後因技術發展，美國在1938年開始創先
以無須授權方式管制頻譜以來，已發展出一套無須執照政策的特殊方式來適應實際

的考慮。經濟學家Ronald Coase在1959年發表一篇有關頻譜經濟學的論文，以類似財
產權的觀點，在無線電頻譜分配及執照發放的議題上，以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
ket）之概念，認定其為頻譜分配最佳、最好的使用方法，雖然許多評論家擴張其理
論，但如何去定義使用頻譜的權利仍是有其困難性。頻譜管理應建立一個最有效率的

頻譜使用架構，且廣為各方接受，但因頻譜具有數種獨特性質使這項任務更加複雜，

適當的頻譜政策必須用以確保頻譜的有效使用，而最適的頻譜政策可能視科技狀況而

定，但頻譜使用範圍隨著時間改變，故有效率的制度必須與時調整以反應科技進展與

市場條件的改變，而頻譜管理制度透過進入成本、市場結構及私有利益等變數影響通

訊產業的演化，但即使大力推行頻譜資源市場化，頻譜管理模式仍有不同的作業型

態，這些不同的型態有不同的定義方式去選用不同的管制模式，其訂價、投資與創新

過程也不相同，由於不同方法都具有無可取代之利弊，且無單一方式能夠優於全體，

故本文希望藉由不同類型的頻譜管理模式，提供電信產業關鍵意涵的比較分析，而作

出一妥適建議。

關鍵詞：無線電頻譜、頻譜經濟學、頻譜財產權、次級市場、頻譜公共性

壹、前言

從1927年開始，無線電頻譜已開始在美國由聯邦政府作分配使用，主要是以授
權方式進行，包括電台廣播、微波通信系統、電視廣播、衛星、警用和國防需要及其

他使用者等利用頻譜資源，而被授權者擁有執照，在某一特定頻率、特定功率準位及

某一方位下，進行電信服務，比如說計程車派遣工作；大部份執照都是有時效性的，

但可以展延；而領有執照的人只能在某種特定目的才可使用頻譜，但不能出賣或轉租

予其他人。後因技術發展，美國在1938年開始創先以無須授權方式管制頻譜以來，已
發展出一套無須執照政策的特殊方式來適應實際的考慮。在學術界，經濟學家Ronald 
Coase在1959年發表一篇有關頻譜經濟學的論文，以類似財產權的觀點，在無線電電
頻譜分配及執照發放的議題上，以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之概念，認定其為
頻譜分配最佳、最好的使用方法，當其達到經濟化及效率化，則消費者及業者也因而

獲利。自Ronald Coase以後的經濟學家，成功地說服了大眾，由政府管制分配稀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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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資源，並不太有效率；故應建立一個頻譜次級市場，讓擁有者可以買賣、細分和

整合這些頻譜，使這些稀有資源在利用上更有效率。

 美國在此基礎下，自從1993年以來，利用拍賣方式給予更多新的頻譜使用
者，以利分配更多頻譜及更有彈性地使用頻譜，但這些市場化的頻譜分配方式，僅佔

大部分有用頻譜大約10%的量而已，故經濟學家持續地要求市場化更多有用的頻譜資
源，使之更有效率。雖然許多評論家擴張Coase的理論且將之視為促進頻譜資源市場
化的最佳路徑，但如何去定義使用頻譜的權利是有困難性的，像地理區域劃分和鄰近

頻道外溢的問題，使定義頻譜財產權利及如何評量違規使用的決定顯得更加困難；不

像大部份的實體財產權，可以用二項或三項特性來評斷財產權之範圍及定義，目前通

訊科技專家以技術認定衡量無線電頻率包含數種特性，而最佳評量此特性的方式卻尚

未確定，其問題包括是否使用無線電波傳導的統計模式，干擾的實際量測，或混合兩

者以決定頻譜權利範圍等議題。近來無線電頻譜利用技術有實質進展，包括如超寬頻
1、靈敏無線電2（Agile Radio）、和網狀網路3（Mesh Network），藉由這些技術的開
發，使現有政府頻譜管制方式之排他特性逐漸消除，故將頻譜使用權利公共化，使其

消除原有之排他性，可能使頻譜之使用會更有效率。

從通訊科技發展及現實管制經驗狀況顯示，以實務經驗為主的通訊科技專家與

固守於理論的經濟學者對頻譜之經濟特性有不同的認知。基本上，他們皆同意現有的

頻譜分配方式是無效率及浪費有限資源，且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需求，但在需要用何

種方式取代現有管制方式，則有不同的看法。經濟學家認為應將頻譜資源市場化，使

1 超寬頻（Ultra-wideband，簡稱UWB）是一種具備低耗電與高速傳輸的無線個人區
域網路通訊技術，適合需要高品質服務的無線通訊應用，可以用在無線個人區域網
路（WPAN）、家庭網路連接和短距離雷達等領域。它不採用連續的正弦波（sine 
waves），而是利用脈衝訊號來傳送，並加上時間調變技術，這令其傳送速度可以大大提
高，而且耗電量相對地低，並有較前精確的定位能力。超寬頻的傳輸距離都是在十公尺
之內，它的傳輸速率高達480Mbps，是藍芽的159倍，是Wi-Fi標準的18.5倍，非常適合多
媒體資訊的大量傳輸。它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直到2002年美國聯邦傳播理事會（FCC）
才發布商用化規範。摩托羅拉2005年7月8日已經在台灣成立亞洲第一座超寬頻無線通訊
研發中心。其優點有: 低耗電、高速傳輸、高安全性（脈衝短，難以被偵測）、低干擾
性、低成本、使用零件較少。

2 A software-defined radio (SDR) system為一種傳輸方式，SDR can tune to any frequency 
band and receive any modulation across a large frequency spectrum by means of programmable 
hardware which is controlled by software.

3 Mesh Network是一種點對點的無線網路架構，透過此架構可節省實體網路至AP端的成
本，透過這種新架構，Mesh Network為無線網路服務供應商減少70%-75%的營運、安裝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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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有效率；通訊科技專家則認為應使之公共化，方可促進頻譜使用之有效率結果。

由於部份經濟學家對新的無線電通訊技術產生誤解，部份通訊科技專家對真正市場化

和財產權制度的疑問，所造成的二分法可能無法完全解決現實的問題。由於無線電頻

譜管理左右著通訊傳播產業之發展，相關電信政策討論，有以市場導向方式進行分析

者，有以公共財方式所為之分析，市場分析方式配合財產權理論以執照授權制為管制

模式，公共財方式分析則以無須執照授權為模式，由於行動服務需求成長導致全世界

重新審視已建立之頻譜管理方式，而目前潛在的缺點包括行政死板、長期延遲，以及

頻段的分配不足或是過度分配。目前的一般趨勢傾向一個較以市場導向為主的方式，

而也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採用市場化之頻譜競標方式而不再使用行政授權的程序，但僅

純粹討論卻沒有系統性的研究對選擇妥適的頻譜管理方式也是有風險的。由回顧過去

頻譜管制方法，並討論由不同的頻譜管制方式所建構的財產權制度，本文希望藉由頻

譜對通訊產業演化的影響，及不同類型頻譜管理的模式對提供電信產業關鍵意涵的比

較分析，而得出一較完善的結論。

貳、頻譜資源之特性

一、無線電波的物理特性

十九世紀後，科學家發現無線電波的物理特性並開始加以利用4，且以電子裝置

之調整和改變給定無線電波的頻率，即可在長距離下溝通資訊而不需電線或其他媒介

實體。無線電頻譜之物理特性在於其使用可以在波段、時間和空間上作不同目的地

分享5，特別是某一範圍的頻譜可以被用來做長距離且不需要接線或其他實體媒體為

介質來傳遞資訊6，更顯著的是提供者可使用特別的30kHz頻道不間斷地提供類似行動

4 為了紀念其中一位科學家，Hertz，無線電頻譜的單位，即頻率，就是以Hertz或Hz為代
表。One kHz is one thousand Hz, one MHz is one million Hz, and one GHz is one billion Hz.

5 無線電頻譜在空中旅行的電磁波，其頻率範圍在每秒3,000周到每秒4,000億周。這些「頻
率」，以Hertz 為單位，組成無線通信的基礎。舉行動服務為例，30kHz 的語音頻道可以
提供足夠的頻寬建立可靠的通信連接。

6 KHz, Hz, MHz, GHz 解釋為不同之傳輸單位。One KHz is one thousand Hz, one MHz is 
one million Hz, and one GHz is one billion Hz. Historically, the greater number of frequencies 
used for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s link correlated with greater power levels and increased 
bandwidth.  Accordingly, a transmission for a broadcast television station uses 6 MHz, or 200 
hundred times as much bandwidth as an analog cellular voice channel.  As we discuss below,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egun to undermine these historic patterns of spectrum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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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服務，亦即頻譜資源反覆使用不致耗竭，而可以無限制的更新7，例如在類比無

線電傳輸中，頻率範圍在30kHz寬度下就可以提供足夠的波段寬度建立可靠的通信聯
接，若在一天內已使用30kHz以提供服務後，仍可有相同的頻譜數量供下一個工作天
使用，此乃指頻譜可以無限次更新使用。尤其是透過聰明的「感知無線電」（Cogni-
tive Radio）技術的使用8，可以大大增加頻譜使用的彈性；但即使利用這些技術的優

點，實際成本考量及其複雜性，仍限制了在固定區域範圍及時間內可以服務的使用者

數目；因此，相對而言，無線電頻譜是一種稀少資源，不論其可無限制地更新特性，

頻譜大致有顯著的經濟價值，特別是在強烈需求無線通信的區域上，若二個傳輸體使

用同一頻率、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可能造成干擾另一傳輸體傳送的現象，故基於

其經濟價值及易受干擾的特性，無線電頻譜即需設計適當的制度加以管理。

針對無線電頻譜管理之議題，一般都集中在商業服務的頻段上，因無線電頻譜波

段上有不同技術特性，某些波段對某些特定目的用途較有效率，使用頻率在300MHz
到3 GHz範圍內，因其天線物理特性需求關係，其傳送和接收裝置成本較低，且該波
段較不具物理敏感性，不致為自然界或人為的障礙物阻擋而變弱其傳送9，但現今科

技改變可將自然界及人為的頻譜干擾阻礙減到最小，且使用頻譜範圍也因科技進步而

與時進展。頻譜管理的概念包括分配某些波段給某種用途，如電視廣播、陸上行動電

話系統、或無特別指定用途之無須執照頻譜等，又如指派予授權之自然人或法人以使

用某一特別波段的頻譜，一般通常透過拍賣程序，亦包括制訂相關無線電規則及行政

命令以管制個別頻道或集體頻道，如最大的傳送功率，及加強相關被採用的規則等工

作程序10，但一般所謂頻譜管理，大多集中在前兩項管理活動，即頻譜分配及指派，

7 頻譜資源因可能受不當干擾，亦有“被污染＂的可能。Like air or water, however, the 
radio spectrum resource can be “polluted” by interference generated by natural source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e.g., lightning strokes) or by spurious emissions from radio transmitters 
or other man-made devices (e.g., florescent lights).

8 感知無線電是新興智慧型無線通訊技術，可搜尋及連接附近的開放無線電頻率，為使用
者提供最佳服務。因此，感知無線電應該能由受干擾而斷訊的無線電頻帶跳至可用的
頻帶，以完成傳輸連線，這項功能在緊急時格外重要。Cognitive radio is a paradigm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 which either a network or a wireless node changes its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parameters to communicate efficiently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licensed or unlicensed 
users. This alteration of parameters is based on the active monitoring of several factors i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radio environment, such as radio frequency spectrum, user behaviour and 
network state. 

9 Philip J. Weiser, Dale N. Hatfield, “Policing The Spectrum Commons”,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4, No 2, pp 66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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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忽視後兩項，即頻譜監控與執行的活動。雖然政府部門高度集中管制方式可以使

頻譜資源達到更有效的配置，但政府部門幾乎不能正確地預測科技的發展，故政府的

高度集中管制不見得能創造最有利的頻譜資源配置。

二、頻譜生產需求要素與消費評估

在一個普通的競爭市場情況下，任一生產因素的消費有效性及其平衡價格決定於

該因素的需求與供給曲線交叉點，生產因素的需求曲線是一個「衍生的」需求，因為

生產因素的價值僅從其有益於生產最後一個產品時所衍生，就像公部門雇用的勞工及

資本，頻譜使用需求來自納稅人，包括國防、科學研究、和其它保護生命和財產的部

門需求。假使所有的生產因素，除了頻譜外在短期都是固定的，則政府應消費更多的

頻譜，只要政府利用該資源，且頻譜是在效率化市場上交易得來的價格，社會邊際收

入產品所增加的社會效益將大於頻譜的社會機會成本11。然而，在大部分的例子中，

政府在短期內使用的頻譜是固定的，因為頻譜的投資是固定的，但在長期，所有因素

都是可變的，政府可利用不同的通訊技術和政策使輸出標準達到最大。假使某一生產

因素價格上升，此因素的替代效果將導致該因素的需求降低，因為其他相當的因素可

能比這個因素更具吸引性，雖然政策之制定可能參考公部門或私部門的頻譜需要，但

影響價格的因素在市場的收入和預算分配所衍生結果可能有重大的不同，要頻估頻譜

資源多寡，需要知道公部門及私部門共佔用了多少頻譜，或相反地，有多少頻譜可以

讓私部門應用。然而，問題不是那麼直接的；首先，在某些頻譜中大部分波段是政府

與非政府組織共享的，像海上通信及空中交通管制，波段分享明顯是要便利兩部門的

通信作業，電力系統與國內和國際電力系統互相連接，且民間空中巡航對電台與軍事

通信，在其他例子中，像一些衛星應用，政府與非政府使用者透過同樣波段，但不清

楚哪一方使用者使用較多。

三、頻譜價格需求

基本上政府頻譜使用的程序大致為政策或同行評審（peer review）12，當頻譜的

需求增加，政府即須開始行政審查以鼓勵更有效的頻譜政策。大部分的經濟學家認為

10 Fo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se functions, see Jonathan E. Nuechterlein and Philip J.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he Internet Age, pp. 231–39. 
(Cumberland, RI: MIT Press, 2005)

11 For discussion of factor markets see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texts such as Microeconomics, 
by M. Katz and H. Rosen, Irwin , Irw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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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率地方式是讓市場決定頻譜資源的價格，除了價格機制，包括讓頻譜資源利用

更透明化，例如現場稽核是否確實利用已指派之頻譜，以及利用頻譜預算所報告的頻

譜使用統計數字來衡量頻譜價值，因此所有機關可在發展新系統時更仔細分析頻譜需

求，除此之外，以頻譜共享方式如以發展中繼式無線電系統，可以整合不同機關團體

單位之使用。

（一）頻譜短期價格需求彈性

在評估頻譜短期價格的可能價格基礎前，須先考量達成行政機關的期待價格，就

是如何反應頻譜價格的增加或不同種類相對價格的改變。假設每一頻譜指派皆有一個

價格，而該價格依管制機關公布的時程而定，則指派權利的架構和價格間的相互作用

就非常重要。頻譜計費之設計方式是一可將頻譜資源更加效率化的機會，故考量更有

效率之頻譜計費方式，包括高價值頻譜之指派比低價值的頻譜收取較高費用等方式。

由於短期使用者的預算和資本都是固定的，頻譜價格增加，如行政規費的增加，可促

使使用者更謹慎評估其所需頻譜，若因而使頻譜計費與指派架構地正確，高費用將使

使用者利用其所需最少頻譜組合而更謹慎修改其指派需求。更重要地，對行政機關而

言，使用者申請需高度管理注意且需精確地控制頻譜指派，因而對機關而言，最理想

的過剩頻譜指標即是頻譜的價格函數，至少勞力和頻譜的花費是可替代的，而由短期

到中期是降低頻譜費用使其他人可以短暫地分享這些「未充分加以利用的」頻譜。然

而，較高頻譜價格可使管制機關從事較複雜的分享指派工作，指派和價格架構必須允

許管制機關，利用不同權利，如空間、時間、方向、頻率、和電波調變等方式，來降

低其在頻譜上的淨花費，但指派和價格架構必須非常精密，且潛在的行政管理的經濟

效率定價體制應能直接與之交易。

（二）頻譜長期價格需求彈性

在長期情況下，使用者可以調整技術與資本，所以比起短期來說，頻譜需求更

具彈性。若價格設定是有效率的，且採購分析的水平時間是正確的，長期使用者即可

將此價格納入資本投資決策中，且當資本翻轉後，可逐步使頻譜的使用達最大化。長

期的主要政策目標是達到有效價格預期，且在有用的頻譜裝備上將股本轉換達最理想

12 同行評審（Peer review，在某些學術領域亦稱「審查，refereeing」）是一種審查程序，
即一位作者的學術著作或計劃被同一領域的其他專家學者評審。在出版單位主要以同行
評審的方法來選擇與篩選所投送的稿件錄取與否，再而資金提供的單位，也是以同行評
審的方式來決定研究獎助金是否授予。同行評審的程序主要針對的是讓作者的著作使之
符合一般的科學與學科領域的標準。在許多領域著作的出版或者研究獎金的頒發，如果
沒有以同行評審的方式來進行就可能比較會遭人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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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像私部門的投資，而最理想的公部門投資應該能反應長期價格信號，而不是短

期波動，此意味著快速且無法預期的費用轉換將導致反效果；同樣地，假使無線電系

統有較長的生命週期，則最有效的政策可能是可預期隨時間斜線上升的費用，而不是

僅大幅上升一次。長期價格可將更有效的信號與頻譜消費無線電系統和有線通信做更

好的轉換，如有線服務比無線服務的資本需求較高，且當頻譜的機會成本納入計算的

話，在成本上考量將可能更有效率，同樣地，軍方採購決策通常其增加以使用周期為

基礎反射出頻譜成本，因此真實地預估價格效率是有必要的。而在長期，特別因素能

讓頻譜需求價格彈性更高，如物理學的基本原理決定某些頻率對科學是有用的，特別

是對用來作為無線電天文學和遙測耗用的波段；又如國際頻譜的協定和規則，像是空

中和海上通信，可能需要保留頻率予該類特殊用途作使用；而某些頻率可能有特別情

報和安全上的應用，例如雷達或衛星通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共安全部門間亦需

保留部份頻譜，以為公共安全相關使用。而行政定價的長期效應大部分由價格信號持

續多久而定，假使每一管制機關自動接受預算授權去抵償頻譜使用費，則沒有新的有

效性動機，更重要的是部份機關使用的大部份頻譜與其預算有相對應的義務要執行，

因此可能大部分就無視行政定價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假使僅將機關預算縮減來減少

頻譜成本，則其誘因將漸漸地受到損害。

四、頻譜之經濟效率與技術效率

經濟學在定義「有效率」的分配時，是指當資源分配後，該資源達到的淨社會

利益為最大時即可13。頻譜不像土地等實體財產權一樣，頻譜財產權可能需建立起比

其他實體財產權更複雜的體制，如何界定其與實體財產權之不同，如何設立一定義清

楚、具區別性的財產權制度，就有其重要性。而許多政府活動的效益，例如國防軍

事、科技發展需求、環境保護和空中飛航安全等目的，都很難將之量化，更難將之以

金錢表示其價值，基於追求經濟效益，政府應將佔用有價值的頻段，卻未產出相同比

例社會效益的部分，轉換到更高或更好效用之上。故政府的頻譜政策關係頻譜資源之

最佳經濟配置，因現代社會及產業持續利用無線電通信和寬頻網際網路接取傳輸資

料；再者，無線電頻譜在國防，國土安全和其他重要服務，像衛星輔助氣象預告等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無線通信的例子上，能有更確定的頻譜接取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無線電頻譜是所有此類通信的必要條件，而頻譜政策也會影響寬頻網際網路的接

13 Adele Morris, “Getting the best out of public sector spectrum,” presented at the 33rd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ep. 24, 2005,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in Arlington,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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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故成為寬頻網路消費者在數位用戶迴路14和電線電纜服務選擇之因素；但對那些

無任何有線寬頻服務和其他寬頻選擇的偏遠地區，頻譜政策改造可以使無線寬頻業者

成為另一個網際網路接取的主要來源。頻譜政策改造對不同的人意義不同，一方面其

意味著舊有的頻譜控制使用的限制結束，但另一方面，則意指須朝向頻譜公共性或發

展一套類似財產權制度來對頻譜資源進行有效管理15。

部份學者主張讓頻譜更有效率的方式是利用特別的技術，像窄頻技術16。的確，

許多技術可用少量的頻譜來提供無線電通信服務，稱為「技術性效率」。成本效率

技術可降低頻譜使用，且可讓頻譜更有效率地被應用，此種新技術可以改善經濟效

率。然而，開發新技術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貴，或其他如輕便、可靠、持久、安全、功

率需求、維修成本的特徵，都影響技術的有用性。頻譜使用的經濟效率必須考量所有

成本跟效益因素，包括任何使用新技術所新增的成本。當在改善技術效率的同時，可

能在某些例子上，有其他更有經濟效率的方法，且某些時候，應用更好的技術效率可

能使收入越來越少，最後反而變得經濟上更不效率。在經濟學術語上，當降低頻譜使

用的機會成本大於讓頻譜在下一個更有效使用的邊際效益的點，即上述所謂的經濟不

效率。經濟效率可能產生某部份頻譜不被使用的可能性選擇價值，而該選擇價值可從

轉移波段的使用者到其他波段中衍生出來，但仍有其不確定性，而在較彈性且已改善

14 數位用戶迴路（Digital Subscriber Line或簡稱DSL），是通過銅線或者本地電話網提供數
位連接的一種技術。它的歷史要追溯到1988年，貝爾實驗室一位工程師設計了一種方法
可以讓數位信號載入到電話線路未使用頻段，這就實現了不影響話音服務的前提下在普
通電話線上提供數據通信。但是貝爾的管理層對這個並不熱心, 因為如果用戶安裝兩條線
路會帶來更多的利潤。這一狀況直到1990年代晚期有線電視公司開始推銷寬頻網際網路
訪問時才得到改善。當意識到大多數用戶絕對會放棄安裝兩條電話線訪問網際網路，貝
爾公司才搬出他們已經討論了10年的DSL技術，來爭奪有線電視網路公司的寬頻市場佔
有率。到2005年, DSL技術是線纜數據機向歐洲和北美的家庭用戶的提供寬頻接入主要競
爭對手。

15 Technically, the Communications Act does not allow any individual or firm to possess a 
property right in radio spectrum. See 47 U.S.C. § 301; Nonetheless, the FCC, with the support 
of Congress, has moved toward a “property rights-like” treatment of spectrum licensees. 
Consequently, we will often use the phrase “property-like” rights, but we will also use the less 
precise (and often used) terms of “property rights,”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or “property 
rights” model.

16 Narrowband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radio communications where the bandwidth of the messag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exceed the channel›s coherence bandwidth. It i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narrowband refers to a channel which occupie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space on the radio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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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裝備可利用情形下，讓頻譜資源在不確定期間中不被使用似乎不應是一個理想的決

定。因此管制機關可採取公佈頻譜價值或收取頻譜的行政管理費用，而該費用訂價方

式能儘可能觀察市場價格而定。其次，保證預算做成程序允許使用者可從頻譜經濟中

獲取利益的誘因，進而減輕軟預算問題，並建立較一般性規則，使頻譜使用可透過租

賃或交易方式超越公私部門的界限，最後並要執行週期性的頻譜使用稽核。

五、頻譜管理之發展及其重要性

無線電一開始主要是運用在航海通信上，使海上航行船隻可利用摩爾電報碼與

陸地間互通信息17；1912年Titanic海難的呼救訊息失敗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忽視海軍無
線電通信益處等因素，導致美國海軍在1919到1921年間，決定加強海軍無線電通信的
改善方案，並組成一個卡特爾企業聯盟組織18。廣播無線電亦在同時興起，第一家廣

播電台在美國New York和Pittsburg間利用「礦石收音機」19傳播給數以千計的聽眾；

由於廣播聽眾人口快速地成長，緊接廣播相關產業幾乎立刻跟著興盛起來；但廣播的

興盛也造成干擾的問題，尤其是兩個或多個使用者在同一城市，且用同樣或很靠近的

頻率傳送時，皆會干擾其他人的信號，而導致雙方於傳遞時皆不順利。故從1926年開
始，美國商業部及部份地方法院已開始認可一種「優先使用」的事實上財產權，即認

可第一位使用者「擁有」該頻率，而下一位使用者只能在別處使用20。1926年，因兩
個法院的判決反對此種「優先使用」的作法，故美國商業部秘書長據此乃禁止支持此

優先分配的方式，但卻造成當時市場混亂，而在主要的無線廣播電台傳輸無法令規

範下，新設電台紛紛搶佔主要的廣播頻道，因而彼此間之干擾變得習以為常。因其

造成收訊品質低落，國會乃在1927年通過廣播電台法案，設立聯邦廣播官署（Federal 
Radio Agency，FRA），專責管理全國頻譜分配及授予單一頻道廣播獨家播送權，隨
後其他國家亦仿照美國以設立國家管理機關的方式來分配頻譜的使用。

在歷史上，在1910及1920年代的無線電科技發展下，確立了專有權執照制度，

17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presented here is drawn from Hazlett (1998), to whom the authors are 
indebted for his work in spectrum economics spanning over a decade, and from Benkler (1997), 
who presents a somewhat different view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radio.

18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19 礦石收音機第一次由Greenleaf Whittier Pickard在約1900年時製造，並使用條形晶體礦石
來探測無線電信號。

20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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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頻譜管理工作依照國家的行政程序而完成頻譜的使用控制及分配。但隨著管制及行

政遲延等缺點，使該管制模式因缺乏經濟誘因愈來愈沒效率，故許多國家在核照上

便採取更具彈性的方式，如競價拍賣及開放部份頻帶等作法，以創造更廣泛的頻譜

所有權或具公共性的頻譜管理制度。其後美國在1934年，通過聯邦傳播法案（1934 
Federal Communication Law），並設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賦予FCC原屬FRA之頻譜分配的權利，並廢止FRA21。之後

FCC即相當廣泛地擴張其「國家頻譜管理者」的職權及角色。「頻譜管理」的概念一
般與監管執照經營廣播電台等同，但目前無線電技術使用頻譜的重要性和FCC管制體
制已大幅超過1934年的傳播法，故當FCC仍使用舊有的命令和管制模式來管理頻譜時
即發生許多問題。由於使用者持續進入頻譜市場並提供新的服務，故原來的命令與管

制模式一直受到質疑，傳統上來說，FCC利用重新分配頻譜道方式讓頻譜可達最佳利
用狀態，並遵循「有能力為公眾做最好的決定」的標準22，如FCC長期以來，在行動
通訊業務需求更多頻譜情形，仍保留一大部分的頻譜給廣播業者，包括大部份沒被利

用的UHF頻率，故FCC在重新分配已被指派的頻譜鮮少成功的原因，乃在於極少既有
執照持有人會放棄已有的執照，即既有執照持有人與潛在使用者間的競爭，是一種競

租的方式，為管制決定頻譜執照帶來壓力，而使「經濟租」提高23。領有執照的人並

不擁有任何頻譜的財產權利，權利人不能使用該頻譜執照進行未認許的服務。若因執

照被其他人購買或因購併其他公司而有執照移轉則必須經過FCC的認許。目前稀有頻
譜的執照持有人多年前從政府手中獲取時，無需取得成本且預期該頻譜將永遠為其所

屬，此類執照持有人包括電視廣播業者、微波轉播系統電話公司、警察和消防隊、國

防部、計程車分派及傳呼公司。而當零成本轉換對許多執照持有人代表意外收益時，

對大多數其他人而言，這是一種公眾服務義務，非其不得提供的。

FCC早期的命令與控制模式的缺陷長期以來為許多經濟學者詬病，Coase在1950
年所觀察的FCC 頻譜命令與控制模式不能用所謂「柏拉圖效率」交易方式取代24，尤

21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retained control over all spectrum us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authority is now vested in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gency 
(NTIA) within Commerce.

22 Douglas W. Webbink, Frequency Spectrum Deregulation Alternatives, FCC WORKING PAPER 
10 (October 1980),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Bureaus/OPP/working_papers/oppwp2.pdf.

23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ent-seeking aspects of spectrum regulation, see Thomas W. Hazlett, 
The Wireless Craze, the Unlimited Bandwidth Myth, the Spectrum Auction Faux Pas, and the 
Punchline to Ronald Coase’s “Big Joke”:  An Essay on Airwave Allocation Policy, 14 HARV. J.L. 
& TECH. 33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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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假使FCC允許既有執照持有人，例如UHF廣播業者賣出或出租其頻譜執照，而無
任何使用限制，則可能有較多的具生產力的頻譜使用者，如行動電話業者可買回該

類執照，也進一步強化消費者的福利。的確，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FCC沒有採納
這種財產權利模式，使許多經濟學者嚴厲批評FCC誤導頻譜的管制25，在此情勢下，

FCC不僅開始依此建議採取行動，而且已開始考量修正傳統頻譜管理體制的其他基
礎。經濟學者Coase在1950年代主張的頻譜資源應建立起私有財產權的制度，這個模
式現在已被重視，私有化必須是在一開始就將私有財產權作分配，一般而言是利用市

場機制，像是頻段的競價。對已擁有執照業者，學者建議透過競價的作法將既有的使

用權轉成所有權26；原則上，私有財產化的模式同時解決市場力量趨使的分配27、指

派、動態調整等頻段管理的問題，頻譜資源可達到有效分配的相關內容，包括有關公

眾部門的生命安全任務，非市場因素、資訊不完全、利益衝突、和資金籌措程序，這

些都可能扭曲價格信號和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為了未來良好的運作，無線電頻譜市

場必須是一個非常具有流動性及有輔助的市場，理想的頻段是要付出機會成本28，但

當機會成本及利潤損失的關係是正向的，則面臨競爭的頻段所有人就會使用此頻段。

然而，一個私有化的市場機制會引起相關的財產權的議題，許多這樣的議題可能要再

藉由更適當的相關機制加以設計才能克服，私有化及市場化並不是一種萬靈丹，故如

何兼顧市場化和政府管制之頻譜管理有其重要性。

24 Ronald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 J. Law & Econ. 1 (1959).
25 Ellen P. Goodman, Spectrum Rights in the Telecosm To Come, 41 San Diego L. Rev. 269, 271 n.3 

(2004) (listing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26 Spiller, P. T. and Cardilli, C., “Towards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s 

Spectrum,”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6(1): 53-83, (1999).
27 Forces drive allocation（市場力量趨使的分配）：意思是非政府單方面的指派（分配）譜
段給某特定人，而是經由自由市場的交易機制，而達成的交易。

28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經濟行為裡很關鍵的觀念。簡單說，我們把人力、物力用
在某一件事（例如看電影要花錢買票，還要花時間），就會放棄其他機會（例如時間可
以用來看書、逛街或睡覺，錢可以買其他東西），這些放棄了的機會就是看電影的機會
成本。那到底是「看書」「逛街」還是「睡覺」才是看電影的「時間」機會成本呢？答
案是端視何者較大，例如考試前的時間，看書比睡覺更有價值，那麼看電影的「時間」
機會成本就是看書！「機會成本」就定義為「其他最佳選擇」（the best alternative）的價
值。還有，門票當然也是成本。所以此例中看電影這個「行為」的機會成本，就包括人
力（看書的價值）與物力（入場門價）等各種資源的成本。大紀元時報，台大張清溪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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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頻譜財產權制度

一、頻譜財產權概念和類似財產權制度

FCC多年管制無線電頻譜的經驗最為人詬病之處，是其在無效率的管制模式，除
須向FCC提出煩瑣的申請程序以使用頻譜外29，亦限制其買賣或出租頻譜之權利。而

此模式違反了經濟學家Coase所提出的如何讓有限資源更有效使用之理論，其主張為
在面對低交易成本時，個人應被允許有議價空間，且能與其他人交換，以市場化方式

達成經濟化的使用，此即為結合法律與經濟理論的「Coase定理」30，該理論強調對

政府而言最重要的角色是定義及強化財產權制度，而該種財產權應以合理管控方式，

以考量交易成本的市場運作方式處理。而以Coase定理檢討FCC的管制方式，可發現
FCC既有官僚程序讓使用者尋求最適替代行為產生，即FCC的頻譜管制措施使使用者
要求取得和保護其競爭優勢及相關利潤，即經濟租的發生31，因其管制使競爭受到限

制；其次，FCC為既有使用者之利益，深怕可能的干擾在相鄰兩使用者間產生，因此
制定一系列預防措施，包括使用特殊波段來避免干擾；而在實施時，干擾與尋求最適

替代行為同時出現，因而既有使用者尋求保護加強其既有頻譜的價值，以遭受干擾為

由尋求法律保護來避免其頻譜被新進入者使用。另一方面，FCC禁止頻譜被授權人間
交易，而兩相鄰的財產權擁有人，應共同協議以最大化其財產使用，但FCC無視於此
種雙贏的議價方式，而自行決定最大化的使用和技術要求，因而忽視了兩造可相互達

到最有利雙方條件的可能性。

在1990年代，Coase發表的論文引發廣泛的討論32，這些討論終於引導FCC發表
「頻譜政策工作報告」書，且進行一連串頻譜政策改造的研究發現及建議33。這份報

29 FCC管制 式阻礙在UHF廣播電視電台和其他無線通信操作之被授權人，其申請程序須
持續一冗長段時間，且申請人必須詳細敘述頻譜將如何被使用。

30 如同他在1959 年的論文中所解釋及其最近的文章中，兩相鄰的財產擁有人，牙醫和糖果
糕餅商，應該可以共同協議以最大化其財產使用。例如，對糖果糕餅商而言，可能由他
來安裝隔音設備以避免牙醫遭受糖果糕餅製造時的噪音。然而，FCC無視這種雙贏的議
價方式，FCC自行決定最大化的使用和技術要求。因此，在上述牙醫及糖果糕餅商的假
設若應用在頻譜政策上，FCC將自行決定是否和在何種狀況下，這兩個關係人可以同時
存在。為了可以這樣做，FCC一般都忽視兩造可相互達到最有利雙方條件的可能性

31 R. H.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1959): 17–40.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2

告的結論是頻譜政策的主要失敗不是可用頻譜稀少，而是行政僵化使頻譜資源無法達

到有效利用34。幾乎所有的頻譜政策議題都著重發展一套完善的頻譜範圍定義和可實

施的財產權制度，用以促進經濟化無線電頻譜的使用為核心，若既有財產權人發生有

害其權利行使之行為，使用者通常不可能會作長期投資，以開發頻譜使用創新及高科

技品質的產品及服務，由於頻譜權利無法清楚被定義，且頻譜特性也與實質財產權不

同，故設計一個正確的頻譜財產權制度，以更詳細的分析頻譜權利的使用是必須的。

財產權制度設計的本質即在排除他人使用，而達到專屬且獨佔使用的權利，在Coase
主張中，已有許多評論家尋求發展如何「財產化」無線電頻譜；Arthur Devany在1960
年代後期曾提案發展頻譜財產權利35，其後不少評論家將頻譜財產權之爭議擴大並加

強其論述，但亦產生忽略、輕視或延緩處理實際無線電頻譜的傳輸問題，及如何定義

頻譜財產權範圍及與實施產生關聯的弊病。頻譜財產權之性質並不像土地等實質財產

權，也不像發明或創新作品等之智慧財產權一般，在現有法律中，FCC僅讓被授權人
有使用頻譜的權利，而不是獨佔的擁有某一段頻譜。儘管如此，FCC已承認某部份的
頻譜被授權人之權利和義務，包括不同程度的排他使用或干擾之防止等。然而，該制

度尚未表現出承認這種執照為類似財產權之制度，但是否該允許擁有頻譜之類似財產

權制度則仍在持續爭論中，1997年美國國會強調其承諾新的頻譜執照採許可拍賣方式
進行36，但2003年美國最高法院申明此一政策已限制FCC授權執照之管制權力37，因

而其後FCC 決定以類似財產權之制度提供被授權人的彈性運用空間，即允許被授權
人更大的頻譜交易權利，尤其是其在次級市場上之買賣及出租行為38，可見FCC在某
種程度下已實施頻譜財產權方案。首先，FCC解除既有的頻譜使用權利之限制，允許

32 For a listing of som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hip in  the  wake  of  Coase’s  critique,  see  Ellen  
P. Goodman, “Spectrum Rights in the Telecosm to Come,” San Diego Law Review 41 (2004): 
271, n.3.

33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November 2002,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 achmatch/DOC-228542A1.pdf.

34 Ibid., pp. 14–15.
35 Arthur S. DeVany et al., “A Property System for Market Alloc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A Legal-Economic-Engineering Study,” Stanford Law Review 21 (1969): 1499.
36 “Implementation of Sections 309(j) and 337 of the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as Amend- ed,” 

FCC Record 15 (2000): 709.
37 FCC v. NextWave, 537 U.S. 293 (2003).
38 See “Promoting Efficient Use of Spectrum through Elimination of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FCC Record 18 (2003):604; see also FCC Secondary Markets Initiative 
Web page, http://wireless.fcc.gov/licensing/secondary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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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的頻譜執行特定形式的服務規則，即原本之特定頻率可朝更高價值的方式作

使用；其二，FCC允許被授權人能更具彈性地使用頻譜，而不再具體要求特定技術的
使用。

另一方面，Arthur DeVany在其1969年的論文中，承認建立明確和可實行的頻譜
權利的重要性，DeVany提出以時間、地理區域、和頻譜波段等特性的權利，排除在
某一段時間（Time）、在某一段部份區域（Area）、及某範圍的頻率（Spectrum）
產生電磁波的權利39，主張允許被授權人自由交易其使用執照，及選擇其使用頻譜的

方式，藉以讓頻譜使用達成Coase所主張之有效率的使用。但DeVany也承認以在原
有的基礎外使用頻譜權利，將帶來顯著的技術因難，DeVany認為使用無線電波訊號
不需考慮時間、地點及頻譜界線，特別是要讓無線電波訊號之特性以實質財產權制

度來作規範將更困難。而Robert Matheson所發表的論文，則主張建立完整的頻譜財
產權模式，並在針對實施此模式時管理所受到的挑戰和限制作出最完全的討論40。

除了DeVany以時間、地理、空間、和頻率來界定頻譜財產權，Matheson另外提出
一以七項特性來界定財產權之模式，包括頻率、經度、緯度、高度、時間、方位角

及高度角之方式以降低「頻譜」範圍之不確定性，此一模式即所謂的「電子空間」

（Electrospace）模式41，Matheson強調頻譜財產權的技術彈性化及自由交易特性，特
別是主張頻譜財產權之擁有者可自由地分割或結合在任意電子空間特性上之頻譜，但

Matheson加入的彈性做法也產生了新難題，就像在同一方向設立天線以聚焦所有傳送
能量，和製造傳送器將所有傳送能量侷限在一個頻率範圍或頻道上一樣不切實際，是

否必須指定最大功率來避免鄰近頻道干擾問題時，Matheson發現功率侵害接收系統是
重要的議題，因此必須管制在地面上或某個地點接收到的真實功率42，Matheson解釋

39 The terms frequency and spectrum are some- 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Here “S” refers to the 
frequency  dimension  of  the  spectrum  resource, not the resource more generally.

40 Robert J. Matheson, “Flexible Spectrum Use Rights  Tutori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dvanced Radio Technology, 2005, http://www. its.bldrdoc.gov/pub/ntia-rpt/05-418/05-418_ 
matheson.pdf.

41 因為Matheson認為一個頻譜執照擁有者可能選擇賣出或出租地面基地系統上空的「空氣
權」，因此增加第三度空間「高度」的特性。就到達的方向而言，Matheson 將之射程一
個特性是因為一個接收器可以分出從不同方向來的無線電波。特別是，利用定向天線，
接收器可以收集大量從同一方向傳來的能量，且可減少或排除不同方向送來的信號。

42 Matheson改造Kwerel和Williams的方案，他發現功率侵害接收系統是重要的議題，因此必
須好好管制在地面上或某個地點接收到的真實功率。這樣的方案將管制結果而不是執行
及活動，因此讓頻譜執照被授權人有更大的彈性去符合相關限制，當仍然提供在干擾危
險可能下對接收器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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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財產權如何被正確指定是有極大困難的，特別是設定每一頻譜的外溢限制和最大

功率準位，如在鄰近區域的嚴苛限制外溢效果，將迫使權利擁有人降低功率，因而造

成邊界附近產生「漏洞」，或迫使權利擁有人選擇一個蜂巢架構，有許多低功率低天

線高度場地，以便於控制外溢結果，並提供需要的覆蓋範圍。相反地，一般化的限制

鄰近地區之外溢結果，將強加越過邊界使用者的成本，使之採取更耗費的干擾減輕技

術，雖然上述學者積極以各種理論及方式界定頻譜財產權之權利範圍，但Matheson等
學者卻忽略了無線電傳播的本質上應用在建立類似財產權利模式的許多不同定義困難

之處43。

二、無線電波傳播及其在頻譜財產權制度之效果

無線電波隨其由傳送器向外行走，其信號變弱，在自由的空間中，無線電波其

信號變弱的方式是均勻且可預測的，其比率隨頻率變化44，特別是當頻率越高，信號

變弱的越快。在實際的世界中，情形更為複雜，無線電波連接會被地球本身周轉、大

氣、地形及人造物件的影響，而影響的大小有很大的比例係相關頻率所造成的；而

不論其需要更穩定的特性，無線電頻譜受制於許多不可捉摸的行為，使信號強度變化

態樣十分廣泛，信號受制於包括大氣的折射、障礙物的邊緣所產生的繞射、自然和人

為障礙物產生的反射45。因無線電傳送有許多不同的路徑，需要的信號強度和干擾信

號常是獨立變化的，而所謂干擾可能出現一下，而下一秒又不見了，這種變化意味著

需要的信號和干擾信號的強度，在某一特別的地點經過統計分析後可以被預測，但部

份評論家依然掩飾這個重點，咸認信號強度在邊緣部份是可靠且穩定的，可以像處理

土地侵權行為一樣管理無線電議題，例如調幅（AM）無線電台是第一個受到商業、
立法機構及管制者注意的無線電頻譜範圍，由於調幅無線電在傳輸狀況下有極廣的態

樣，結果呈現以財產權定義其頻譜範圍產生一些困難46，更重要的是其證明為何財產

權制度無法正確處理這個議題的核心問題所在。

43 Hatfield, Dale N. and Weiser, Phil, “Toward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The Difficult Policy 
Choices Ahead”

44 Free space is a theoretical concept of unlimited space devoid of all matter. Here the 
term implies remoteness from material objects that could influ- ence the propag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See the definition of free space in Federal Standard 1037C, Glossa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Terms, http://www.its.bldrdoc.gov/fs-1037/.

45 Gerald R. Faulhaber and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ons.”

46 Carol M. Rose, “Crystals and Mud in Property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40 (1986):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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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和實施財產權之使用性能預測

頻譜財產權不能與實質財產權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同，除了頻譜有其複雜性外，

其權利制度與其要處理的場域因素亦有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因相關資訊無法詳細取

得，使工程人員大都倚賴「一般場域」模式，但一般場域模式可能會產生預期信號

強度沿著傳送器地點輻射出去，而隨著場域往外遞減，而信號強度隨著距離增加而下

降。實際上，真實的地形建築物所在及其他市區雜亂之物都可能影響信號強度，造

成在某些地區有「陰影」產生，即訊號接收不良。在其他空曠的區域，如山頂傳送器

的地點或較佳視線的路徑上，可能比一般簡單的模式所預期的信號有顯著地增加，故

簡單地以一般場域模式定義頻譜使用性能描述，及設立和實施財產權制度可能不夠明

確。以往使用的管制模式係以命令控制的模式，且控制干擾的技術規則反應出可能的

干擾將危害到有價值服務的實行可行性，因此應該不計成本禁止它，這種事前管制模

式常在避免造成即使可能性極微小的干擾上，其造成的錯誤使此模式具有弱點，因其

視新進入者對現有執照者產生威脅多大而定，或迫使現有執照者要求其出租原頻譜，

而此頻譜管理方式以財產權模式運作，Coase理論中之頻譜財產權議價制度，在該理
論下操作真實的頻譜外溢將形成界限爭議基礎，故其地理邊界仍不是那麼可預期及可

控制的，如在AM波段和其他較不穩定的波段，若僅是處理外溢效果本身，則事後實
行將對設立類似財產權制度有因難。

（二）財產權益使用預測性模式

建立如電視廣播等無線電傳輸服務，可能發展出一套以預測信號強度為基礎的頻

譜使用系統，地理上界限可被建立，而擁有頻譜的人有權利將其使用的某一限度外溢

到鄰近區域，超過其限度則視為影響鄰近使用者的財產權利，故與其在界限標示信號

倒不如將外溢量之等級準位利用傳播模式加以計算。此一理論之管制系統可能因要建

立其界限準位及接收器天線高度以預測傳送器的真實準位而有困難，在設計一個合適

的頻譜使用權利制度可能需要將預測模式納入相關權利的定義。再者，是否讓預測模

式可以提高交易成本，並超過可接受的管理要求，是有商議空間的，姑且不論相關的

問題，採用使用預測性模式而非在地理界限上量測有兩個優點，其一此為一相當簡單

的方式，即管制者可能提供鄰近使用者比相對實際干擾更大複雜程度之準位；其二此

方案的成本花費較低，因為其使用預測的電腦計算模型而非昂貴的場地測量，如在廣

播電視和行動無線電服務的例子中，此模式已在使用且運作的相當好。由於此制度非

常重視事前預測及事後發現實際干擾，故在預測系統提供管制機構自由裁量權時，其

決定的特殊預測模式將造成現有既得利益者的求取租賃之收益行為。被授權人將不能

從預估的模式得到所要的確定性，因而可能要求採取額外的測量方式，當預測值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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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界限所得測量準位有矛盾時，將無法解決以預測為基礎的系統及如何實施財產權制

度。為了更確定其準位，除非預測值相當接近真實值外，應允許其實施安全性測量。

干擾問題與頻譜財產權制度建立十分有關，主要集中在鄰近地理區域之頻率外

溢問題、傳送器的雜散放射問題、傳送器和接收器相互協調問題、及接收器因為強波

外信號而降低其敏感度等問題，這些議題都須在建立起頻譜財產權制度時被確定及

解決。相關限制信號強度的問題時，也強調真實信號強度在地理界限之顯著性，特別

是接收器天線高度和相近區域接收器的變化都造成不同的結果，在AM無線電中，信
號強度因天數、季節、日光、和路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故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地

理界限因信號強度隨傳播效應影響而變化，使許多使用者很難同意接受管制機關所謂

合理的安排來避免干擾，因其反而可能成為管制的高信號準位，或其信號越過地理界

限，都可能成為使用者爭執頻譜財產權範圍的申訴理由。因Coase等經濟學者認為以
市場機制方式仍將繼續主導無線電頻譜之管制模式及未來改革方向，部份評論家亦支

持該主張以授權方式來建構頻譜執照市場，及實施頻譜財產權制度。然而此一模式，

因在定義頻譜的使用權利相對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可能無法達成其目標，故由於在目

前尚無法解決所有在定義頻譜權利的相關議題，因而距離成功建立起頻譜財產權體系

的目標仍有一段差距。

肆、頻譜公共性模式

一、頻譜公共性模式之歷史發展

在Coase提出上述看法之後四十年後，FCC開始修改傳統的頻譜管理制度，且對
發放執照的方式較趨向財產權模式處理，特別是FCC開始留意1990年早期要求修改的
建議，依照本文前述，美國國會的要求進行頻譜執照的拍賣，並投入一系列將頻譜

政策導向財產權模式的工作。此外，FCC在頻譜政策工作報告書中，規劃建立頻譜次
級市場47，但目前市場基準的修改仍面臨一系列的阻礙，許多都是有關如何從命令和

控制模式轉換到市場化的架構，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持續爭論是否允許既有執照持有人

額外的自由買賣，或租賃頻譜予其他較可將該頻譜賦予更高價值者，或避免既有使用

47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ET Docket No. 
02-135 (Nov. 15, 2002), available at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DOC-
228542A1.pdf; Report and Order, Promoting Efficient Use of Spectrum Through Elimination of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Markets, 18 FCC Rcd. 20,60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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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主要使用者維持其在頻譜權利的危險，從額外彈性的附加價值中獲取利潤48。因

應此一制度上之變革，包括網路專家David Reed和法律學者Yochai Benkler和Lawrence 
Lessig開始主張將頻譜視為「公共財」的頻譜管理模式49，此模式擴張了FCC保留給
無需執照使用的頻譜，如2.4GHz 波段，而任何人皆可以接取該頻譜或設定頻道，只
要遵守規則，此即為「頻譜公共性」的理論50，在公共性理論基礎上，許多評論家突

顯數位科技技術，將使頻譜更有效率且可避免早期無線電無法做到的「干擾」問題，

如「展頻頻譜」51和「感知無線電」52兩者可以避免頻譜產生未使用或未被完全利用

的波段，最顯著的是此種無線電可以用軟體定義及控制，與傳統硬體為基礎的無線電

相反53。雖然這些技術通常須忍受品質、設備複雜性、或電池生命週期等不便，但當

4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ransitional challenges in moving toward the property rights model, 
see Digital Crossroads, supra, at __; see also Gerald R. Faulhaber & David Farber, Spectrum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Markets, and The Commons (http://rider.wharton.upenn.
edu/~faulhabe/SPECTRUM_ MANAGEMENTv51.pdf) (“Spectrum Management”); Evan 
Kwerel & John Williams, A Proposal for a Rapid Transition to Market Allocation of Spectrum, 
OPP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8, at iv (FCC 2002)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
attachmatch/DOC-228552A1.pdf).

49 For an early articulation of this position, see Yochai Benkler,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11 HARV. J.L. & TECH. 287 
(1998). For later ones, see David Reed, Why Spectrum is Not Property, The Case for an Entirely 
New Regime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licy (Feb. 27,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reed.
com/dprframeweb/dprframe.asp? section=paper&fn=openspec.html; Lawrence Lessig, The 
Future Of Ideas 222 (2001).

50 有些像牧羊人在共有土地上放牧一樣、或是公園、或是打獵那種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地
方。而且為了推行這種頻譜管理模式，公共性代言人也加入財產權代言人的行列，一起
批判命令與控制模式，但提出不同的藥方來解決該模式的僵硬與無效率。

51 展頻頻譜應用數位技術將信號展開成一個寬波段頻譜，有時候可以使信號避免與某特殊
頻道的頻率相同。將原窄頻的電波訊號，利用不同的調變技術將訊號變成較寬的寬頻訊
號發送出去，這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訊號被竊聽。展頻技術主要可分為直接序列展頻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以及跳頻展頻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The two most common types of spread spectrum,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and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both involve the widening of the basic signal and fall 
within the FCC´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ee 47 C.F.R. § 2.1.

52 感知無線電是一種獨特的創新。而不一定會跟展頻頻譜共同使用。感知無線電可以讓
使用者操縱傳送裝置或那些自動設定好的裝置，以便於可在任何頻率、功率準位、調
變技術、或傳送格式上操作。See generally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acilit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l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pectrum Use Employing Cognitive Radio 
Technologies, 18 FCC Rcd 26,85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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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隨著功率持續下降後，這些技術可能變得更加重要。然而，公共性頻譜使用者無

法確信不被其他人干擾；再者，公共性接取頻譜必須服從特定的技術標準，如最大功

率限制和符合特殊的要求，如偵測某頻道被使用時，不能在該頻道頻率上傳送信號，

這些要求制定在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則第十五章（FCC Rule Part 15）中，此規則一
般是透過認證方式執行，廠商必須展示其裝置符合規格，而FCC Rule Part 15也要求任
何無需執照裝置若對需執照裝置產生干擾時，應立刻停止操作。

FCC Rule Part 15的頻譜管理模式於無需執照裝置的使用是管制最少的典範，主要
目的是讓無需執照的頻譜使用者可以在不造成需執照頻譜干擾傷害下操作。FCC Rule 
Part 15規定任何授權裝置的功率許可需求，以確保困擾不致發生，而製造商無法遵守
認證要求時須負起責任，這些規則在1980年晚期和1990年早期修訂時，FCC 將功率
準位需求提高以配合展頻技術在某些無需執照波段的應用，且增加波段給無需執照者

使用54。而FCC Rule Part 15的管理模式除了帶動更多新技術的無線電話發展外，也讓
下一階段的WiFi系統快速成長。也因WiFi的成功使公共性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使用公
共性接取頻譜的的技術，可以更快速地激勵創新。的確，像目前最受歡迎的應用，如

E-mail、網際網路、即時訊息、和檔案分享等的進展就是如此55，而透過分享新技術

可加速頻譜使用的效率，且更大的服務發展如內容創造、分派、和消費決定等控制權

也擴展到一般大眾手裡。當FCC保留2.4GHz給無需執照使用時，根本沒有料想到WiFi
此種無線寬頻技術的產生，但在最近的頻譜政策討論中，與會者已有廣泛的認知FCC
將決定提供更多公共性頻譜給使用者，以激勵增加寬頻的連接。FCC並已開始認知可
能需要為公共性頻譜修改其管制規則，以保護公共性接取使用者干擾其他頻譜使用

者，若在沒有額外的監控情形下，公共性頻譜的擴張將使所謂的「公共財悲劇」可能

性升高56；當個別使用者增加其資源消費時，不去確保其是否過度使用該資源時，公

53 The FCC recognized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defined radios and set forth a certification 
policy for them in Report and Order, Authorization and Use of Software Defined Radios, 16 
FCC RCD 17373 (2001).

54 See, e.g., First Report and Order,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Rule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Radio Frequency Devices Without an Individual License, 4 FCC RCD 3494 130 (1989).

55 As Andrew Odlyzko has observed, “[i]n spite of many attempts, the established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ir suppliers have an abysmal record in innovation in user services. The real 
‘killer apps,’ such as email, the Web, browsers, search engines, IM, and Napster, have all come 
from users.”  Andrew Odlyzko, Telecom Dogma and Spectrum Allocations 7 (June 20, 2004) 
(http://wirelessunleashed.com/ papers/TelecomDogmas.pdf).

56 Stuart Benjamin, Spectrum Abundance and the Choic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Control, 78 
N.Y.U. L. REV. 2007, 203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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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頻譜的使用將易於受到破壞57。為避免引起更多干擾的花費及降低通信連結的效

能，行政管制機關應先尋求避免此種惡性循環的產生後，才可採用完全公共性頻譜管

理的模式。避免公共財悲劇產生解決方式端賴不同形式的規範，包括可限制某種形式

的社會規範、可創造動機執行或反對某些行為的市場秩序、限制可能行為範疇的技術

架構、處罰某種行為的傳統法律的加強58。

二、公共管制和超越傳統頻譜管制模式

在特別的技術架構下，增加軟體定義的使用和較有彈性的無線電定義方式將促

成規避管制協議之結果，使監督個別使用者變得非常重要，而不是僅注意裝備製造

商，即公共性模式要成功須仰賴管制公共財悲劇的功能，及注意公共性頻譜使用的反

效果。一些不同於法律管制的強制力在處理公共財悲劇議題上不太可能完全有效，此

非意味社會規範和技術架構及市場反應的角色不重要，反而僅是建議其本身若無法律

強制執行力為後盾，將無法有效地處理相似議題；因此即使沒有法律上強制執行的幫

助，公共性頻譜也可能使用地很有效率。在管制頻譜時，FCC集中在加強認證需求，
限制功率準位使其不致對有執照者產生干擾，當頻譜經濟效率重要性增加時，且當

被用來提供加強電信業者的服務時，FCC即面臨評估限制頻譜競爭使用者間干擾的壓
力。FCC Rule Part 15的認證體制，有兩個重要的前置需求，即頻譜規則的限制負擔和
資料庫註冊需求，而FCC傳統執行頻譜的努力與確保遵從FCC Rule Part 15認證需求的
角色有關59，有許多種可能的情況，從不匹配的裝備到故意的干擾，都會危害到公共

性頻譜的使用，即使認證過的裝備都很容易擾亂鄰近頻譜的使用，結果所面臨的問題

是FCC是否可以承擔並解決干擾申訴的仲裁角色，但公共性頻譜使用者的裝置基本上
與被授權頻譜的裝置不同，讓FCC執行評價的努力變得十分困難。首先，真正裝置數
目和分散式本質的網路使管制機關很難完成須執行的活動60，處理資料網路上的干擾

可能本身很明顯或呈現較不規則的形式，常使干擾來源不容易去確定，而辨別被侵入

或惡意干擾不是那麼容易，更遑論證明其遭受干擾61，故確認干擾及進行干擾申訴不

如想像中容易。

57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 SCI. 1243 (1968).
58 See Lawrence Lessig, The New Chicago School, 27 J. LEGAL STUD. 661 (1998).
59 See, e.g., Date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c., 19 FCC Rcd. 17 (2004) (fining Date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10,000 for importing equipment that radiated emissions beyond that authorized 
by the Part 15 rules).

60 See, e.g., Verizon v. RIAA Internet Services, 351 F.3d 1229 (D.C.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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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堅守前置需求與監管惡意使用的公共性頻譜，FCC已強化其公共性頻譜的執
行能力和加強與其他監管團體的執行62，特別是標準設定團體、頻率協調和自願協調

等所提供給FCC在公共頻譜使用的所有模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FCC 限制公共性接
取頻譜的實施策略都集中在裝備認證需求、特殊的操作規則、和處罰非法使用頻譜，

但當使用者不容易確認時，這樣的施行方式應該有所改變，增加公共性接取頻譜的提

議者，尚未發展出確保公共性接取頻譜提供商業服務，而不致造成公共財悲劇的解決

方案63。而建立社會共同規範，以合作發展相關規定，透過制定標準的機關，像電氣

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64或FCC，
以目前的技術認證體制FCC Rule Part 15可以避免這樣的問題產生65，但對防護管制此

類損害可能性較留意的人則建議由普通法法院的侵權行為判決來取締公共接取頻譜的

干擾使用66，但其他建議尚有由授權於當地頻譜財產權擁有者，依其本身所制訂或以

61 This challenge relates more generally to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defining “harmful 
interference.” See R. Paul Margie, Can You Hear Me Now?:  Getter Better Reception From The 
FCC’s Spectrum Policy, 2003 Stan. Tech. L. Rev. 5.

62 Stuart Buck argues for a spectrum commons with rules enforced by loc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See Buck, supra note __, at para 76.  While we believe that such an approach must 
be coupled with other measures as well, both his argument and our endorsement of such a point 
appreciate that there are considerable benefits to relying on subsidiary entities to enforce basic 
standards announced by the FCC. See Philip J. Weiser, Federal Common Law, Cooperative 
Federalism, an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Telecom Act, 76 N.Y.U. L. Rev. 1692, 1698-1703 (2001).

63 Yochai Benkler, a leading advocate of a spectrum commons approach, readily acknowledges 
that he has not addressed such issues and that they are “an important area of study.”  Yochai 
Benkler,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11 Harv. J.L. & Tech. 287, 361 (1998); see also Stuart Buck, Replacing Spectrum 
Auctions With A Spectrum Commons, 2002 Stan. Tech. L. Rev. 2, 39 (noting that Benkler´s 
advocacy of a spectrum commons is not coupled with a description “in any great detail” of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ke it work).

64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EEE is the world›s lead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IEEE name was originally an acronym for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 Today, the organization›s scope of interest has 
expanded into so many related fields. The IEEE was created in 1963 with the merger of its two 
predecessor societies, the AIEE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formed in 1884) 
and the IRE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 formed in 1912).

65 See, e.g., Stuart Buck, Replacing Spectrum Auctions With A Spectrum Commons, 2002 Stan. 
Tech. L. Rev. 2.

66 See, e.g., Kevin Werbach, Supercommon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82 Tex. L. Rev. 86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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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所設立的標準來管理公共性接取頻譜，以避免未來公共財危機等議題67。在持續

變動的科技環境下，公共性頻譜的的前途是一不可預期的發展，FCC必須仔細考慮採
取何種測量方式來管制公共財悲劇，且發展出一套可以信賴的有效模式，故FCC應繼
續執行不同的前置和反應評價，使其提供使用者確信重要的公共性頻譜不致有干擾、

擁擠及無效率情形68。

許多網際網路時代的問題，像垃圾信件，評論家認為自由市場的方式可以解決且

排除公眾管制的需求69，但亦有評論家認為有競爭性的私人機構提供發展一種可降低

達到通信、協調、和同意支援在網路交易的成本70，以市場為基礎限制在使用公共性

接取頻譜間的干擾是不需要公眾管制的，市場化理論的支持者必須證明市場化對處理

垃圾郵件上更有效率；若此技術可以達到相當大量的採用，甚至在本地區域，可大概

最小化接受鄰近使用公共性接取頻譜的交易成本，而此技術可以確保不同信號不會重

疊且產生互相干擾。本質上，市場機制處理使用公共性頻譜干擾的挑戰是，是否可以

克服數量龐大的距離問題，以更有效處理這些議題，市場發展者可能加強參與者的能

力，使其容易接觸另外一個參與者，以找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協議71。

三、公共性與無須執照的管制模式

（一）無須執照管制模式之歷史發展

67 We note that there are two other forms of spectrum commons that we will not address explicitly 
in this paper, although those contexts raise some related issues to the ones we address here.  In 
particular, the FCC has begun to consider whether to make available “spectrum underlays” 
within licensed bands (such as those made available for ultrawideband technology) and whether 
to authorize opportunistic uses of otherwise licensed spectrum when not being used by the 
licensee.  See First Report and Order,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17 FCC Rcd. 10505 (2002) (authorizing underlays 
for ultrawideband);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acilit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l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pectrum Use Employing Cognitive Radio Technologies, 18 FCC Rcd 
26,859, 36 (2003) (inquiring into possible uses of cognitive radios to facilitate opportunistic 
uses of licensed spectrum).  Similarly, we do not discuss the issues raised by “private commons” 
that are managed by a firm with a spectrum license.

68 Philip J. Weiser, Dale N. Hatfield, “Policing The Spectrum Commons,”
69 See David Post, What Larry Doesn’t Get: Code, Law, and Liberty in Cyberspace, 52 Stan. L. 

Rev. 1439, 1440-42 (2000) (arguing for market responses to spam).
70 Gillian K. Hadfield, Privatizing Commercial Law:  Lessons From ICANN, 6 J. Small & 

Emerging Bus. L. 257, 287 (2002).
71 See supra note Philip J. We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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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首先在1938年發展出無須執照裝置的行政規則，以處理1934年通信法在對低
功率電磁發射特性中的失敗管制，此規則並非基於任何經濟理論基礎，而僅是反應製

造業者和使用者的異議72。美國國會決定所有頻譜本質是州際的而且應該受到聯邦政

府的管轄，但將像電子開關的許多裝置，在最低度的電源發出電磁波的裝置排除在管

制範疇內，因為製造業者也開始製作許多通信裝置，特別是在非常短距離發射能源的

醫學裝置，結果，FCC決定必須發展規定處理這些裝置，因此無須執照的規則因此產
生。在1979年制定無須執照的規則時，FCC採用必須控制可能來自電腦裝置干擾的最
小管制原則，因FCC考慮工業使用者的範圍，故藉由允許高功率裝置在產業應用時，
無須執照的方式來達成這些原則。FCC在1990年代中期將900百萬赫茲頻帶所發展之
產業納入無須執照使用規則中，戶內的裝置如無線電話和嬰兒監視器，皆無須執照許

可，但戶外用的裝置，如監聽汽車、卡車和其他的車輛的裝置則必須執照授權73。第

一位呈現FCC Rule Part 15規則有財產權假設的是一位工程師Mike Chartier，在 2001
年注意到公共性理論的要求和FCC Rule Part 15規則的真實應用之間的差異，Chartier
承認無須執照的低功率裝置無法覆蓋寬的區域，而且無法替代須執照的高功率裝置，

因此Chartier保持FCC規則中對無須執照的低功率裝置的概念74。不管FCC在2000年代
早期對財產權和公共性的比較，FCC仍舊保持其傳統上對無須執照財產權的概念，僅
限於低功率裝置，如授權新的超寬頻（UWB）無須執照服務75，該寬頻的信號可比

72 The author interviewed long-time FCC Part 15 engineers Art Wall on August 22, 2006 and John 
Reed on August 24, 2006 to confirm this hypothesis.

73 E.g.， see generally In the Matter of Amendments of the Commission’s Part 90 Rules in the 
904-909.75 and 919.75-928 MHz Bands， WT Docket No. 06-49.

74 Mike Chartier: “Enclosing the Commons: A Real Estate Approach to Spectrum Righ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the 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 Conference “Practical 
Steps to Spectrum Markets,” November 9, 2001. Chartier later developed aspects of this 
idea more fully in “Local Spectrum Sovereignty: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lloc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Radio Systems, March 2-4 2004, 
Boulder Colorado: ISART 2004, pp. 29-36.

75 超寬頻（Ultra-wideband，簡稱UWB）是一種具備低耗電與高速傳輸的無線個人區
域網路通訊技術，適合需要高品質服務的無線通訊應用，可以用在無線個人區域網
路（WPAN）、家庭網路連接和短距離雷達等領域。它不採用連續的正弦波（sine 
waves），而是利用脈衝訊號來傳送，並加上時間調變技術，這令其傳送速度可以大大提
高，而且耗電量相對地低，並有較前精確的定位能力。超寬頻的傳輸距離都是在十公尺
之內，它的傳輸速率高達480Mbps，是藍芽的159倍，是Wi-Fi標準的18.5倍，非常適合多
媒體資訊的大量傳輸。它原本用於軍事用途，直到2002年美國聯邦傳播理事會（FCC）
才發布商用化規範。摩托羅拉2005年7月8日已經在台灣成立亞洲第一座超寬頻無線通訊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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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Hz大部份須執照的頻譜可以傳佈的範圍還要大，但因它是在低功率下操作，因此
信號不會對超過30呎之遠須執照的裝置產生干擾76，且該信號也被限制在戶內使用，

UWB可以提供500 Mbps77的速度主要是用來替換連接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線束，

故UWB裝置造成戶外實體財產擁有者須執照服務損害性干擾的風險相當的低。其
後，FCC頻譜政策工作小組（FCC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在2002年11月發表在
頻譜管理模式上有影響力報告，採用強勢行政權力和公共性理論來解釋其授權政策方

式，財產權模式與有彈性的授權使用方式、而公共性理論與無須執照的使用方式相提

並論78。

（二）無須執照管制模式與頻譜財產權的批評

經濟學者Ronald Coase在1959年中提出無線電頻譜應該像其他稀少自然資源被對
待，而且應經由市場機制加以分配，而政府的角色應被限制在定義及執行頻譜財產權

的地位79。Coase理論主要乃針對像收音機和電視廣播高功率且涵蓋巨大的區域的通信
而言，因此聯邦政府擁有頻譜管制權力絕大部分乃基於頻譜資源的本質是州際間的假

設80。但Coase沒有考慮到未來科技的發展，即主要低功率通信裝置的發明，Coase也
沒有考慮到在實體財產權上附加頻譜財產權，其交易費用可能會更低，而且假若頻譜

財產權的占有從實體財產權的占有被分離出來，賣予獨立實體使用將使頻譜更有效率

地被利用。有關此概念上錯誤的例子是「進步與自由基金會」81在2006年3月發行的
「新頻譜政策工作小組的報告」，這份報告由許多目前著名經濟學者及頻譜財產權理

論家並同聯名發行，在報告中，並不區分公共性和無須執照模式，而視其為一整體，

76 First Report and Order In the Matter of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 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ET Docket 98-153, April 22, 2002.

77 Mbps:Mega Bits per Second，每秒傳輸速率達百萬位元組。
78 See generally “Spectrum Policy Task Force Report,” ET Docket No. 02-135. (Washington, D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ovember 2002)
79 R.H. Coase: “The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 32.
80 Second Report and Order and Second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In the Matter of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ET Docket 98-153, Dec. 16, 2004.

81 The Progress & Freedom Foundation, a major Washinton, DC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think 
tank, is a market-oriented think tank that studie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ts mission is to educate policymakers,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public about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based on a philosophy of limited government, free 
markets and individual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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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否認無須執照模式包括財產權和公共性模式，而端賴是否無須執照使用者，可用權

利遭受侵害之法律理論來主張其占有使用。從財產權模式而言，權利的確定是透過限

制其他無線電的使用來直接執行，或間接透過權利侵害的法規範來確保，但報告對於

頻譜管理在哪一範圍下，無須執照財產權模式或是須執照財產權模式是比較有效率的

模式，是否財產權利先分配給上述任一種財產權利模式，在哪一種範圍下，將有差異

性，報告中並無評述。該報告支持Coase的理論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將會使財產權的
最初配置變的非常重要，但Coase本身並沒有嚴肅地調查不同財產權模式的意涵。然
而，此份報告認可公共性模式似乎在低功率裝置情形下顯得較具公平性，頻譜使用費

用應該要能反應邊際阻塞成本，要是某一頻譜的範圍已經被分配至某一使用群組時，

邊際成本可能是零，而此種情形在非常低功率使用時十分明顯，如車庫開關器在低功

率波段所產生的逐漸增加的邊際阻塞成本為零82，但本文認為此報告仍陷入一基本謬

誤，即無須執照的裝置並非不能在不產生公共財悲劇的情況下，提供寬廣區域服務的

的假設。因為低功率裝置個別地只涵蓋一小區域，不可能被集合起來形成一個涵蓋更

寬區域的網路，只有當無須執照的裝置傳送遍及寬廣區域時，才有公共財悲劇的適用
83。

伍、經濟及技術效率上之批評

一、經濟效率上的批評

經濟學者Ronald Coase在1959年，就過去FCC頻譜資源分配政策提出的主要批評
在於FCC之管制模式乃利用蘇聯計劃經濟理論來支配管理稀有資源84，而以Coase為首
的經濟學者主張市場化是一個較行政管制及官僚體系更能有力且有效的分配資源方

式，因為其高度資訊分散的關係，有效的市場化更可顯示其有效分配的力量。市場價

格經由買賣雙方在市場的互動，確保需求與供給是相當的，市場價格平衡所有需求

82 “Repor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on New Spectrum Policy” (Washington, DC: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Mar. 2006) pp. 6-7.

83 Jesse Drucker et al.: “Google’s Wireless Plan Underscores Threat to Telecom;” Wall Street 
Journal, 3 Oct. 2005, p. A1.

84 Coase 在1991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他諾貝爾自傳上寫著以下有關一段話:「我做了
一項有關FCC 在美國管制廣播產業的研究，包括無線電頻率頻譜的分配。我在1959 年發
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探討委員會的程序，然後建議最好依價格系統決定頻譜使用，且讓
最高價投標者得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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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給的資訊能力，故遠比中央集權規劃的方式，不論其規劃及分配的設計多麼精密

複雜，都要來得有效率。在美國，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仰賴市場化方式以分配其資

源，且市場操作地相當完美無瑕，故為什麼要在頻譜分配上要利用無效率、蘇聯式的

政府許可制呢？Coase的理論是設計完善的頻譜財產權制度，由政府將頻譜資源賣予
私人，使頻譜資源可以自由地買賣和出租，即建立起法律上所謂的「絕對所有權」

（fee simple）制度85。在此制度下，頻譜資源可以因市場消費者的需要任意整合或分

割，因而所有的頻率將往最高使用價值方向作利用86，如閒置的超高頻（UHF）頻率
所有權人可將此一頻率賣出或出租予行動電話業務使用者，該轉換價格將依照頻譜需

求與供給決定；因為某些頻譜對某些急需的使用者非常有用，因此，此類頻率在市場

上相對其他頻率有較高的評價87。

有效的市場原理基礎是資源或財貨「不足」，假如資源並非不足，則消費者可

85 Fee simple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ownership (usually applied to real estate, more generally 
any ownership) that allows the owner to have unlimited control over a property.  Black›s Law 
Dictionary (6th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at p. 615, 1990) defines fee simple as 
follows: “A fee simple estate is one in which the owner is entitled to the entire property, with 
unconditional power of disposition during one›s life, and descending to one›s heirs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s upon one›s death intestate.  Such estate is unlimited as to duration, disposition, 
and descendibility.”

86 Ownership generally confers two social benefits: (i) the owner has an incentive to deploy his 
or her assets in a way that maximizes the value of that asset, including selling or leasing it, 
which ensures that the asset is employed in its most valued use; (ii) the owner has a stewardship 
incentive to improve the asset (or not let it depreciate) if that increases its net value, such 
as improving land (in some cases, net value may be increased by permitting the property to 
depreciate).  Spectrum ownership would satisfy the first but not the second condition, as it is 
neither improvable nor depreciable.  While ownership permits spectrum assets to move to their 
highest valued use, the lack o f a stewardship function may lead spectrum owners to be viewed 
as mere rentiers or “middlemen,” an economic function historically held in low regard by the 
general public.

87 In some cases, a use may be highly valued publicly but not be amenable to private production.  
For example, PBS is a public broadcasting network that produces TV shows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produced but have some public benefit and so receives both governmental and charitable 
support.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examples of worthy endeavors that require governmental 
or charitable support, such as live opera. In a market model, PBS (or a similar service) would 
buy its spectrum with government/charitable funds if the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believed this 
to be the best use of their fu nds for the public benefit. If they believed some other use superior, 
then PBS may not survive. But this is a decision best taken by this venture’s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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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意使用資源或財貨，而不致使資源或財貨耗盡，故假若有無限的頻寬，則根本就

不需要市場，因為市場建立需要組織、管理和維持等成本的支出。但隨著人口擴張，

之前資源或財貨的不虞匱乏變成不足，故須設法分配這些不足的資源，例如海洋資源

的變遷，漁業在早期如同國際的公共財，而現在各國近海或遠洋魚貨量必須籍由國際

協商來作分配，故在資源稀少狀態下，市場化是最有效的分配資源機制，而由政府集

中管制經濟資源分配的結局都不盡樂觀。當資源擁有者希望透過用新科技使其財產更

有價值時，市場化對技術創新者來說相當有利的，若由政府管制領有執照的人只能在

指定的工作目的下使用頻率，則新技術的優先性並不明顯，但若新技術可以增加頻率

的容量，因此服務更多人群時，則其創新動機就特別明顯，例如現有衛星波段執照擁

有者就有動機將波段轉成地面數位行動（Terrestrial Digital Cellular）使頻譜使用較有
效。但並非所有市場都是完美的，有許多學說理論探討所謂「市場失敗」的議題，其

中因財產權常被探討的市場失敗問題即為「過剩」（Spillover）的問題，即在於財產
權的擁有者將為他人帶來耗費成本或額外利益的結果88，對頻譜而言，過剩的問題是

以波段外功率形式存在，其對相鄰的頻率是非常重要的，若謹慎地定義財產權範圍，

一般來說都是可被控制的。在現今的體制下，頻譜必須在功率、發射的地方、發射方

向、發射時間等一系列技術限制下操作，在財產權體制下，這些限制將被整理成一套

技術規則，使所有頻譜財產權擁有者都應遵循之規範，若有違反，則將面臨民事處罰

或行政制裁。頻譜使用權利的限制通常被定義在目前執照上的技術限制，包括使用限

制和裝備限制，而過剩帶給相鄰波段的干擾問題，可透過正確地限制財產所有人使用

頻率的方式來加以避免。因此，若有人因為違反使用限制造成他人受損害，將會面臨

訴訟求償或行政處罰。

（一）頻譜干擾之問題

從經濟觀點來看，無線電的干擾是政府控制頻譜使用的主要理由，在市場中干擾

就是限制財產權使用的主要原因。當財產權使用都聚焦於傳送器無線電能量，則干擾

的問題在傳送器及接收器上，傳速器的限制包括波段內的功率限制，以防止干擾某距

離內，其他的傳送器和波段外的功率限制，以控制其他人使用的發射頻率，但這些限

制都倚賴相對的接收器能過濾掉不要的雜波，例如早期的電視信號接收器幾乎都無法

過濾相鄰電視廣播頻率的干擾，因而頻譜的「監視波段」就被設計在每一個使用的波

段，以避免波段外滲漏損害及侵犯到相鄰的信號，但「監視波段」的設計實則浪費頻

88 工廠可能製造污染，使他人受害；相對地，蘋果果園的擁有者可能對住在隔壁的蜜蜂園
主人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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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傳輸功能，但以目前的技術而言，影像傳輸裝置安裝過濾波段外漏損的裝備非常便

宜，故雖然只要一個複雜的調頻器及能解決過濾波段外漏損問題的現在，但因成本的

考量，「監視波段」仍然存在運用，而造成繼續浪費頻譜的情形89。目前對干擾的技

術規則可能變成未來頻譜財產權，以傳送器和接收器的技術為基礎，雖然當科技更加

進步，藉由許可制度更改技術規則時，頻譜能更有價值地被利用，但對任何財產權制

度最重要的問題仍是財產權利如何隨著科技發展好好地被利用。

（二）頻譜財產權制度之施行

所有財產權制度都必須去執行，否則就失去意義，通常財產權制度皆賦予權利所

有人對侵犯其權利之人提出異議及排除其侵害之權利90。以目前FCC的程序是領有執
照的人可向管制機關提出異議，管制機關即針對異議進行調查，若屬實則處罰侵犯權

利的人，在所有權制度下，所有權人會對侵害權利人提起訴訟91，在某些例子中，如

專利訴訟，現在由特設的智慧財產法院來審理，因此類案件需要專業知識的判斷。在

美國，FCC為頻譜所有權制度的執行單位，但可納入特殊的「頻譜」法庭或由一般法
庭來議決有爭議案件，因在財產權制度下有許多不同型態的執行模式，審判地點及法

院之適當與否，端賴個案的交易成本多寡決定。一般法院系統有較大及普及的優勢，

然而，假如需要訴求技術複雜的頻譜權利則以特殊的法院，或由FCC等管制單位來作
裁決就可能有此需要性，但假如財產權利內容較簡單及清楚，則以一般法院應為較佳

的審判地點。

（三）絕對所有權之假設

早期廣播使用頻譜執照權利是一種絕對所有權的權利制度，此權利主要表現在高

權及專有頻率上，在相關地理區域，發射是在足夠高的功率下運作，若有超過一個發

射器使用相同或極類似的頻率，則至少會對其中一個發射器造成傷害性的干擾。在許

多案例中，廣播要在任何時地狀況下，都沒有任何干擾頻率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大部

分的廣播都是在某一個頻率下發射或一組限定的頻率，這樣簡單的接收器能夠容易地

將它們定位。在一些假設下，將某些頻率設定給某些所有人或被授權人，對干擾問題

是一個有效率的對策。絕對所有權權利與現在的執照授權制度不同的是，以市場為基

89 In fact, all modern TV sets have digital filter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now cheaper and produce 
a better picture quality than the older filters.

90 如打一通電話通知警察，有人闖入他的土地且不願意離去；或是項專利權人可以起訴他
人侵犯了他的專利。

91 Public enforcement, such as the police, is usually only available if there is an immediate threat 
to life or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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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制度是一個使頻譜資源的配置較有效率的一種機制，因其為所有權人本身利益的

管制方式，而非依賴官僚程序的高權管制，但新技術快速的發展，已開始動搖原有高

權與專有頻率的絕對所有權假設。

二、技術效率上的批評

從1938年開始，FCC通過規則FCC Rule Part 15允許未授權者使用某類型發射器，
像車庫門開關器和無線電話92，但此類發射器被限制在僅能使用某些頻率波段且在相

當低的功率下操作，這些限制主要需要廠商配合其所製造的產品係符合FCC所限制的
頻率和功率上，但製造商必須將產品送交FCC或FCC認可的實驗室去測試，進口商品
和國內製造的電子商品一樣都需要通過認證。而調查數據也顯示93，FCC Rule Part 15
此種認證制度進行頗為順利，其在控制干擾及廠商在設計控制干擾裝置上相當成功。

FCC Rule Part 15的開放使得在頻譜使用方面促進創新發展，工程師與科學家已開發多
種新的頻譜技術，如無線電話、無線寬頻網路、短距離無線區域網路94（LANs）網路
和無線家庭網路95（WiFi）。而目前最成功的寬頻技術應用是將頻譜擴展，應用在許
多無線電話上。靈敏無線電則利用機動分配頻譜創造效率，而非如同目前執照體制或

財產權體制下靜態分配的方式。在許多目的下，靜態分配是一種有效率的解決方式，

如AM-FM和電視廣播將持續性內容傳送到大基地且相當簡單的接收器，仍將是一個
重要的頻譜業務，但某些動態配置可大幅改善頻譜配置效率，比起現有執照體制的無

92 Part 15 rules were originally adopted to cover “wireless phonograph,” a device whose time has 
not yet arrived. It was later used to govern “unintentional emitters,” such as television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whose operation caused the emission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The 
rules limited both the power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emissions of such devices.

93 John Reed, Senior Engineer Technical Rules Branch, FCC, personal conversation 4/10/02.
94 區域網路（LANs: Local Area Networks），區域網路指覆蓋局部區域（如辦公室或樓層）
的電腦網路。早期的區域網路網路技術都是各不同廠家所專有，互不相容。後來，IEEE
（國際電子電力工程師協會）推動了區域網路技術的標準化，由此產生了IEEE 802系列
標準。這使得在建設區域網路時可以選用不同廠家的設備，並能保證其相容性。這一系
列標準覆蓋了雙絞線、同軸電纜、光纖和無線等多種傳輸媒介和組網方式，並包括網路
測試和管理的內容。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這一系列標準仍在不斷的更新變化之中。

95 Wi-Fi全名Wireless fidelity，是IEEE定義的一個無線網路通信的工業標準（IEEE 
802.11）。IEEE802.11沒有具體定義分配系統，只是定義了分配系統應該提供的服
務（Service）。整個無線區域網定義了9種服務，5種服務屬於分配系統的任務，分
別為，聯接（Association），結束聯接（Diassociation），分配（Distribution），集
成（Integration），再聯接（Reassociation）。4種服務屬於站點的任務，分別為鑒權
（Authentication），結束鑒權（Deauthentication），隱私（Privacy），MAC 數據傳輸
（MSDU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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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這種方式將是一種很重要的改善。此外，FCC Rule Part 15建構起公共性的財
產權制度，視頻譜資源為一可供所有人使用的資產，且其管制對一般人一視同仁96，

但許多學者批評既然該制度有助技術創新，卻限制該制度之適用範圍是令人失望的政

策。

（一）新技術和財產權制度

當新技術對有效使用頻譜創造機會時，使用任一種新技術似乎會對現有執照的權

利人造成侵權行為，且似乎也與現行市場機制的頻譜管制體制不相容。但支持者主張

以公共性模式來執行，讓所有人隨時都可依需要使用頻譜，但遵守不干擾原有的頻譜

使用者即可，可見此類新技術的發展者，想將此創新技術實施在快速和有效的公共性

體制的企圖心。畢竟，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FCC Rule Part 15無需執照的公共性頻譜管
制體系下進行；再者，此類新技術顯然並不容易與高功率廣播之商業模式方式互相調

和，因此，新技術的創新與公共性的管制模式是緊密結合的97。在市場化或公共性間

做選擇的核心是「稀有」及「交易成本」，假使一稀有資源有極高需求性時，在公共

性體制下會產生「公共財悲劇」，因為稀有資源將被過度使用，從技術層面來說即產

生所謂的「干擾」。故在面對稀有問題上，財產權制度利用配給方式分配稀有資源，

資源有其價格而可依市場機制解決。然而，若資源不是稀少的，則公共性體制運作將

非常順利，不會招致提高財產權制度的成本，而在財產權制度下，當資源非稀少的，

則資源的邊際成本就會降到零98。故交易成本的結構及高低決定有效體制間的界線，

假使財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則公共財悲劇的成本也會相當高，因此需要利用

市場機制來合理化該成本；假使財產權的成本相對地較低，則市場機制也可能比公共

性體制更有效率，故可就財產權及公共性兩個體制在釋放市場和新的分享技術的力

量，來改善頻譜使用的效率。

1.絕對財產所有權

在不受干擾的絕對財產所有權體制下99，使用者可以買賣和出租特定頻率，依照

功率和其他技術限制，擁有隨時不受干擾的發射權利。其它發射人只有在不干擾原所

96 We oversimplify; restricted sharing is permitted in certain other bands, in which low power 
devices are permitted to emit radiation in licensed bands.

97 A number of technical and legal scholars have made this argument persuasively, including 
Lessig (2001), Benkler (1997), Jackson (1999), Ikeda (2002), and Reed (2002).

98 In the case of a property rights regime for spectrum,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ll spectrum would 
carry a zero price; there may be legacy uses of certain frequencies in certain locations that 
would continue to carry a high price.  But it does mean that should spectrum not be scarce, then 
some spectrum would be available at a near-zero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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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頻譜下，也可使用該頻譜100。在這種體制下，頻譜是可以被擁有的，只要其他

使用者不會有意干擾所有者的頻譜使用權利，則就不會被排除其使用，而結果就將所

有頻率轉換為具有公共性頻譜，且在所有地點形成一特殊的型態，即不被干擾的使用

型態。

2.單純財產所有權

在這種體制下，使用者可以買賣和出租特定頻率，依照功率和其他技術限制，

且排他使用的權利，其它發射者只能在付費給所有權人後，才得以使用該頻譜，分享

費用可能涵蓋不同的選擇方式，如從整個波段的長期租約給靈敏無線電不會干擾的情

況下使用，費用將隨租約安排而定，靈敏無線電使用者可以協調長期租用一個波段101

或協調現在使用的波段102，而這兩種市場的價格是不同的。在頻譜的現貨市場下，交

易成本將相當重要，因為代表著所有權人必須監控所有使用者，而不只是干擾者而已
103。如同靈敏無線電傳送器需廣播一個獨特的代碼，所有權人也需廣播使用的價格，

如此靈敏無線電傳送人可以「購買」最便宜的頻率104。這種體制一般來說較上述權利

有較高的直接交易成本，而可能對一些不產生干擾的使用者無鼓勵作用，非直接的交

易成本大小也不清楚；而因使用權利所產生的訴訟成本可能很費時又花錢。

這兩種財產權體制將重心擺在發射的無線電能量，新技術在某一波段使用必須使

用特別接收器且在新技術下的波段才可運作無虞，因此也需要升級成本。例如接收器

的調諧器僅能在相鄰波段辨識發射波，當接收器升級到能濾掉這些發射波時，則利用

99 We use the term “easement” somewhat freely, to indicate a restriction on ownership that 
specified others may use the property for specified purposes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100 因此，UWB 發射者保持功率水準在雜訊門檻下，則不會成為干擾者。靈敏無線電發射者
可以在一微秒的時間，立即騰出所有者的廣播頻率，因此也不會成為干擾者。相反地，
若UWB 發射超過它的功率範圍或靈敏無線電騰出頻率的時間過久時，則將成為干擾者必
須受到處罰。

101 長期租用的方式如同一種期貨契約一樣。
102 租用現在需要的波段如同現貨市場買賣一樣。
103 Obviously, such measuring and metering devices do not exist today, as there is no use for them 

in the current licensing regime. The technology to create such devices is well within today’s 
state of the art; if produced in volume are likely to be low cost. However, they do represent a 
transaction cost to operating a market system.

104 This plan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suggested by Eli Noam, “Spectrum Auctions: Yesterday’s 
Heresy, Today’s Orthodoxy, Tomorrow’s Anachronism,” J. Law & Econ, XLI (Spring), 765. 
Noam’s plan involved a government-operated central monitor and market-making computer to 
clear all transactions. We envision each owner implementing such a system (if economically 
feasible).  See also a critique of this plan by Thomas Hazlett, “Spectrum Flash Dance: Eli 
Noam’s Proposal for ‘Open Access’ to Radio Waves,” J. Law & Econ, XLI, Spring,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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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波段的新技術將不會造成干擾，通常在升級議題方面，許多所有權人不願升級其接

收器。然而，目前的無線電產業已經成功地在製造商方面推動「自動標準設定」，這

主模式的焦點在於製造商的接收器，而非終端使用者的接收器，特別是在接收器及發

射器都使用該製造商的晶片，假若產業界同意靈敏無線電的引入，在接收器上增加過

濾能力的成本，將帶給所有參與者更多的商機，製造商可能會同意立即為新的接收器

設立新的強化標準，假使這種裝上強化標準接收器的平均使用週期是三年，則靈敏無

線電服務提供者可使用這樣的新技術兩倍於上述的平均使用週期，而當電腦傳輸系統

有新的匯流排架構，軟體廠商及電腦週邊設備廠商將依新標準製造產品，但仍然保有

可與舊標準相容一段時間，最後，當與舊有規格相容的產品都停止時，新技術產品繼

續下去，目前這種模式的發展應該也會不斷地推展。

三、財產權與公共性之關係

財產權制度之建立並不是即代表公共性的消滅105，公共性即頻譜分享可以存在所

有權體制下，而不受干擾的絕對財產所有權可透過地役權建立公共性。若有必要讓公

共性在可能干擾的環境下使用，則政府管制手段可能是開放特定區段頻譜讓所有一般

大眾在FCC Rule Part 15規定下使用該區段的頻率，例如任何地方政府都可設立一個
「公園」讓所有人免費使用，只要使用者遵守公園的管理規則，這與公共用地極為類

似，而私有基金也能建立像這樣的公共用地，但由私人維護，但須付一次費用或會費

來加以使用。在頻譜資源上，例如網狀網路的製造者可選擇「緊急紓困方式」106，在

不同地區設立公用頻譜區段來增加裝備的銷售。

（一）稀有、市場和新科技

經濟學家和工程師都同意現有的管制體制造成頻譜資源使用之無效率，若頻譜

地役權的體制可以建立，則「頻譜乾涸」的現象將可能變成「頻譜滿溢」的狀況，大

量使用率低的頻譜將被釋放出來，像超高頻電視（UHF TV）未被善用的頻譜會被釋
出107，滿足立即的需求。短期內除了一些特別有用的頻率波段外，過剩的需求將轉為

過剩的供給，在此情況下，頻譜的邊際成本將可能為零或非常接近零108。這種短期供

給過剩的情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新的無線電頻譜使用需求相當快就會產生，新

105 Benkler, Yochai, 1997, Overcoming Agoraphobia: Building the Commons of the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 , 11 Harv. J. L & Tech. 287, Winter 1997-98；Ikeda, Nobuo, 2002, 
“The Spectrum as Commons: Digital Wireless Technologies and the Radio Policy,”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2-E-002 (March)；Reed, David, 2002, “Comments for FCC Spectrum 
Task Force on Spectrum Policy,” filed July 10 at  http://gullfoss2.fcc.gov/prod/ecfs/retrieve.
cgi?native_or_pdf=pdf&id_document=6513202407

106 “prime the pump”：對不景氣的事業或產業注入資金，以刺激景氣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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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如超高速行動寬頻技術109（UWB）、靈敏無線電和網狀網路將並行出現，且
這些新技術也將造成供給過剩的結果。在長期，新的技術會將這些過剩的頻譜使用殆

盡，需求與供給將達到平衡，而頻譜需求將成長地非常快速，當需求成長到與可用的

供給相近時，新的「無限制的頻寬」將變成有限的110，而頻譜市場本質將改變。在非

人為造成的長期頻譜短缺時，價格將不會是零，但公共性模式無法運作，當空中通信

產生擁擠時，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將頻譜市場化。在長期，公共性的頻譜部分，包括

不被干擾的絕對財產權部分將相當擁擠，使用者將轉移到有財產權的頻譜來確保通信

品質，在一個實際頻譜稀少的狀態，頻譜財產權所有者將投資計量裝置，向使用者收

費，確保頻譜分配妥當、即時且在最高價值使用狀態。

（二）純公共性體制

高功率的頻譜使用對任何系統長期來說可能都是固定的，因為無法保證不致干擾

其他高功率使用者，故在公共性模式下，高功率的使用不是那麼成功。若所有的使用

者都必須升級改裝高成本的靈敏無線電或UWB，則短期內，公共性模式應可運作，
只要稀有的問題沒有產生，然而只要新裝置、新使用者相繼產生，頻譜稀少問題即將

浮現檯面111。在長期，公共性頻譜體制將有限制，市場化的體制會取而代之，當現在

107 At present, UHF stations are broadcasting and virtually no one is watching; the reason is the 
FCC’s “must carry” rule: any local station doing over-the-air broadcasting must be carried by 
local cable television. Therefore, any station broadcasting, even though no one is watching 
the over-the-air broadcast, get carried on cable TV, where lots of households are watching. We 
would propose that the FCC grandfather the “must carry” rule for all currently broadcasting 
st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them to continue this unnecessary activity.

108 Not all spectrum will be priced near zero; for example, FM radio station frequencies and cellular 
wireless frequencies will continue to command a premium. Our assertion is that some spectrum 
will be available at low cost.

109 UWB係一強調超高傳輸速度的短距無線通訊技術，使用不同於大部份無線電通訊的無
線電波技術來傳輸資料，透過更廣的頻率寄出許多又短又高的資料脈衝（pulse），因此
能夠以相對上較少的電力在短距離內傳送大量的資料。其可提供有如固網的資料傳輸品
質，因此適用於需要更高資料傳輸速率的消費電子裝置。例如，可容納多部MPEG-4電影
的媒體播放機，就需要每秒可傳1Gb的UWB功能，才能在數秒之內傳送完整部電影。

110 The pre -1996 Internet community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unlimited bandwidth” vision 
of the Internet. Everything could be free, it was argued, because the bandwidth of the Internet 
was virtually unlimited. Post-1996,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Internet traffic quickly dispelled 
the notion of unlimi ted bandwidth; new applications engendered new demand that quickly 
exhausted what had appeared to be unlimited supply, and then some. Similarly, we have great 
faith in electronic engineers and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a demand for spectrum that will fill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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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有大量沒有被善加利用的頻譜，而新的科技將增加這些頻譜的使用量，工程師

相信新科技技術可將此頻譜的使用發揮到極致。在長期，使用頻譜使之達到有效利用

狀態的解決方案將發展出來，但到最後頻譜又會呈現稀少狀態112，市場導向且不受干

擾的財產權體制與新技術如UWB、靈敏無線電和網狀網路相容，在不久的將來，這
樣的體制將使許多頻譜釋放出來，而使頻譜資源供給過剩。長期來看，當資源變的較

有效率但漸漸稀少，具有財產權性質的頻譜將變成非常有吸引力，而到時可能須用更

好的稀少資源管理模式。

（三）交易成本和反公共財悲劇

有兩種形式的交易成本應該被考量，包括頻譜買賣雙方的「直接交易成本」和

爭議解決產生的「間接交易成本」。因干擾所產生的爭議在公共性或財產權制度都會

產生，法院可能會被要求解決爭議，也可能會被要求較有效率地去處理財產權利管轄

問題。然而，頻譜財產權之上的地役權在完全建立清楚時，必須經過一長串的訴訟才

可能確定其界限，因而單純所有權有較低的間接成本，無干擾地役權之所有權有次低

的間接成本，而公共性則有較高的間接成本；而直接成本的排行順序與間接成本的排

序剛好相反，公共性制度則幾乎沒有直接成本113，財產權制度在買賣頻譜當中產生正

常交易成本，應該不會太大114，但在較新技術下的所有權人與使用者之間的交易可能

產生較高的直接成本，如果買賣雙方較喜歡現貨市場的話，可在幾微秒中電子化識別

和溝通的裝置中部署，而其間成本及技術就需與高級裝置的成本、技術相當。現貨市

場是否較長期合約需求多，目前尚未明朗，但可知的是現貨市場所需的裝置成本將影

響需求數量，較嚴重的問題是「反公共性悲劇」，是Heller在1998年假設的理論115，

假設一財產權有太多所有權人，而要讓與該財產前須經過全部的所有權人同意，但每

個所有權人都可能試圖阻礙其他所有權人得到更多利益，因此妨礙了財產權的真實價

值。Benkler利用「反公共性悲劇」概念到無線電頻譜上，主張若所有權人堅持其頻
譜財產權利，則財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將高到令新科技者不敢問津，假設頻譜被完全

111 這種現象對受歡迎的頻譜，如行動電話所使用的頻譜，最可能產生。
112 A more subtle point is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we use 

spectrum. But if more spectrum is available at zero cost, then it doesn’t pay to invest in using 
spectrum more efficiently. Only as spectrum becomes scarce (as it is now, artificially, and as it 
will be in the future, for real) does it pay to invest in more efficient use.

113 This may not be true; if the government is the controller of the commons, it may assess a fee to 
all users to cov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cluding dispute resolution costs.

114 Such transactions occur in all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e owner of a factory in New 
Jersey (or of 20 Mhz of spectrum in New York City) may sell this asset to another party as a 
norm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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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則一使用者在某一區域擁有頻率波段，則在UWB傳送情況下，需要數以百計
頻率波段來發射信號，若UWB必須與這些所有人一一協調訂約，取得全部所有者的
同意才能開始廣播服務，則此交易成本勢必非常高而不太可能會成功116，「反公共性

悲劇」確信將使單純所有權體制在UWB上產生相當高的直接成本，因為這個理由，
絕對財產所有權將優於單純財產所有權。

（四）市場機制之轉移

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與公共性體制相比，在經濟層面上將更具有吸引力，尤其

是在買賣及租賃制度下，更可彰顯出其效率及經濟利益，而任何從現行制度轉換到市

場體制，無疑地都會產生輸家和贏家，當然，輸家將反對轉換，贏家較喜歡轉換，

且希望從中獲取更大利益。換句話說，整個轉換過程將會非常政治性且必須確保在轉

換時，大部分相關人士沒有受到傷害117，故一個較有效率且可行的轉換計畫即有其必

要。

1.財產權範圍之定義

欲建立起頻譜財產權制度，則財產權的範圍必須在經濟上可行，以避免產生反

公共財悲劇，但範圍亦不能太大以免造成市場壟斷。DeVany曾在1969年時就這個議
題，發表詳細探討定義財產權的論點118，White同樣也做了相同的回應119，主要建議

為技術、地理區域、功率限制及頻率綜合起來考量以頻譜財產權，因技術、經濟、和

政治上的不同觀點，故決定頻譜財產權之定義有其難處，因而事前的溝通協調有促進

其效率性的功效。現有的執照發放模式是經濟上可行的方式，因執照的技術要求為財

產權利組合的開端，但執照制度也有使用上的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有裝備的限制，而

115 Heller, Michael, 1998,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621, 622-25. Heller和Eisenberg 在1998年將之申請生
物醫學的專利，Heller 在1999年將之形成一個私人財產權界線的一般理論。

116 Note that this problem does not arise at all in the ownership with easement regime.
117 Inevitably, that means perceived inequities that have been built into current system will not be 

“corrected.” Some may view certain current licensees as undeserving of reward, either because 
they received their licenses through questionable political dealings or from corporate power. We 
believe that moving toward a more efficient regime of spectrum alloca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correcting for perceived inequities in the current allocation of licenses.

118 DeVany, Arthur, Ros Eckert, Charles Meyers, Donald O’Hara, and Richard Scott, (1969), “A 
Property System for Market Alloc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A Legal-Economic-
Engineering Study,” 21 Stanford Law Review 1499-1561 (March).

119 White, Lawrence: “‘Propertyzing’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Why It›s Important, and How 
to Begin,” in J.A. Eisenach and R.J. May, eds., Communications Deregulation and FCC Reform: 
Finishing the Job, Kluw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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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限制不應被放在財產權利組合中，在某些情況下，目前的執照必須在特殊狀況下

使用，例如點對點的微波執照有地域性的限制，所以微波的市場大受限制。在成為市

場基礎的體制前，此異常現象必須被改正。

2.市場化

學者Kwerel和Williams曾就市場基礎體制提出轉換計畫構想120，此轉換計畫目

的在於帶動市場基礎且創造技術體制雙贏的開始。此轉換計畫的主要特徵為(1)、由
政府主導分配方式轉向市場基礎體制，(2)、目前執照擁有者部份必須為自願性質，
(3)、讓現有的執照持有人有動機使其財產權自由轉換，(4)、消除所有使用限制且保
持技術限制。轉換程序為頻譜管制機關如FCC，宣布在年終將拍賣所有技術可行的頻
譜，包括所有政府持有的國防、警用、消防、和其他公眾安全使用及未使用的「空

白」頻譜；另一方面，每一個執照持有人亦可選擇將其原有執照拍賣，若不參與拍

賣，則在五年期間內，不能買賣或出租原有頻譜，且僅能在其原有的執照設定範圍

內使用。執照持有人只須通知FCC其拍賣決定，而所有人都可以投標，包括目前已有
授權人的頻譜121，假使現有執照持有人的頻譜得標，則此執照持有人將得到所有的標

金，得標者則取得該執照之地役權，除了技術限制外，可以任意使用得標頻譜，現有

執照持有人仍可不接受得標並拒絕拍賣122，假如現有執照持有人決定保留部分或全部

頻率，則此部份仍為有其財產權利，即除技術限制外，就無使用限制。經過拍賣後，

次級頻譜市場將產生，頻譜財產所有人可自由交易，而此轉換計劃中的一次性拍賣所

有頻譜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流動性，並帶動大型產業的投資及注意力123。

3.政府角色

政府在拍賣上的角色主要為主導拍賣或參與拍賣；在參與拍賣方面，政府可依其

目的如國防等限制部份頻譜使用，或開放所謂公共性頻譜，供所有人使用。拍賣完之

120 Kwerel, Evan R. and John R. Williams: “A Proposal for a Rapid Transition to Market Allocation 
of Radio Spectrum”  presented at “Practical Steps to Spectrum Markets” November 9, 2001,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2001).

121 It would be preferable for bidders to be permitted “combinatorial” bids, in which they may bid 
on combinations of existing licenses. 

 See http://wireless.fcc.gov/auctions/31/releases/milgrom_reply.pdf for a description of 
combinatorial bidding in the context of licens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22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re is no economic reason to hold spectrum back from the auction, as the 
current incumbent always has the right to refuse all bids. This is correct; incumbents are better 
off placing their spectrum into the auction than not. The holdback option gives all incumbents a 
pure “no change” option, and can help focus managers and shareowners on the benefits of using 
the auction process to value their asset and possibly monet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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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也可在次級市場，視其需要，買賣其頻譜，故公共性頻譜可視為政治性考量

的一種財產權124。在拍賣後，原執照持有人可決定將部分或全部的頻譜換取資金，若

最後決定保留，則仍可以使用原來頻譜125。故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財產權，同時對市場

及技術都沒有束縛，且能將頻譜使用依市場需求方式有效率地被利用，而轉換為市場

化財產權的程序，可以得到買賣或租賃雙贏的結果，且政策上也是可行的，而將頻譜

管制模式改成市場化財產權制度可能將頻譜的成本顯著地降低，在許多情況下將變為

零，而實際運作中，公共性模式和市場化模式都可以同時存在。

在頻譜資源管理議題上應採財產權利或公共性模式的爭論已有悠久的歷史126，很

不幸地，當學者將財產權理論及公共性理論應用在 FCC 既有的「須執照」與「無須
執照」的頻譜管理模式時，並無考量到許多重要的轉換中資訊，而使其結論有所偏頗
127。在未針對財產權及公共性建立相關經濟理論時，FCC已經把頻譜管理分為授權即
須執照和無須授權即無須執照的模式，學者則指出須執照的頻譜管制模式應視為財產

權體制的基礎，無須執照的頻譜管制模式則為公共性體制，財產權利和須執照的模式

及公共性和無須執照的模式之間是有關聯，但並非如學者所述般的緊密連結，因發射

器的不同、傳送功率的不同，則其頻譜管制模式即有區別。財產權或公共性模式支持

者都同意在二個模式之間的最初分配有長期的效率意涵，但財產權模式支持者認為頻

譜起始分配的權利在財產權模式中不會有效率配置方面的長期效果，此一論點可能須

仰賴最小的交易成本和沒有特殊化資產來佐證128，但重點是這些學者認為頻譜資源配

123 A similar situation obtain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police chief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put his or her 
excess public safety band in an auction; however, his mayor and city council might consider a 
partial sell-off of police bandwidth a good budgetary tradeoff.

124 Our proposal is perfectly analogous to land use. All land in the US is owned,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 largest owner of land in the country. Some of this land is owned for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much is owned as a public resource. How much land is committed to 
each use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implemented through real property markets.

125 However, the process may result in some parties being made worse off,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regime. For example, if we are correct that the price of spectrum at the margin will decline, then 
parties with large investments in current licenses will see the price of their asset decline.

126 John Locke and Karl Marx were respectively famous progenitor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commons theories. Sophisticated recent theorists include on the property rights side: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Issue 1, March (1973), 16-27; and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on the Commons side: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David Bollier,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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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授權制度為之，可使頻譜資源加速其使用效率或讓與更有效率的使用者，若補充

性的資產最初被分派成獨立性資產，或獨立性資產最初被分派成補充性資產，則其長

期效率的意涵或有疑義129。在頻譜管理中，當長期效率分配的頻譜權利較現有頻譜授

權及使用者佳，此即須執照的財產權利模式，若數以萬計的實質財產擁有者被允許賦

予頻譜權，將會造成現今許多廣播和行動通信業者花費相當高昂的代價去重新獲得頻

譜使用的權利，僅所有談判費用將會是個天文數字，若廣播或行動通信服務區域面對

只有一個頻譜財產權擁有者時，該擁有者可以任意否決廣播或行動通信服務，並以此

吸取壟斷租金。同樣地，若最有效率長期分配的頻譜權利予有形資產是互補性的低功

率使用者較佳，則展現的經濟效益將會被顛倒過來，數以萬計的頻譜權所有者必須從

廣播和行動通信業者手中，獲取本身的頻譜使用權利。因此，假若在無須執照的和須

執照的財產權模式之間，其財產權最初分配在經濟效率方面有重要的長期影響時，則

估計頻譜財產權最有效率長期分配模式將是最重要的。

陸、結論

頻譜管理制度應建立一個最有效率的頻譜使用架構，且廣為各方接受之共識，

但因頻譜具有數種獨特性質使這項任務更加複雜，不同於其他自然的資源有其可更新

性，頻譜信號的覆蓋使得使用者間存在著相互依賴關係，在傳統的無線電通訊架構

下，頻譜的容納量有其限制，故其為稀少的。因而有效率的頻譜管理必須滿足三個相

互關連的問題；首先，各個使用目的及使用層級需要分配足夠的頻段；其次，必須分

配使用權利予某些使用者或某類使用者；第三，科技發展與市場化的逐步形成下，須

127 Earlier versions of many of the ideas in this paper can be found in: J.H. Snider “FCC Lets the 
Telecom Giants Steal from You: Via Eminent Domain, Fat Cat Donors Get Airwaves - Worth 
Billions -- In Our Homes,” Sacramento Bee, April 7, 2002; J.H. Snider: “The Economic Case 
for Re- Allocating the Unlicensed Spectrum (White Space) Between TV Channels 2 and 51 to 
Unlicensed Service;” Issue Brief #18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Foundation, February 
2006).  None of those works was geared to an academic audience.

128 See “Repor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on New Spectrum Policy” (Washington DC: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March 2006) p. 9.

129 舉例來說，假設在聯邦通信委員會允許將頻譜所有權給予獨立個體後，現有廣播和行動
電話使用者，可能向實質財產擁有者收取在自家通信的費用？大多數的人可能將立刻占
有，不但是毫無效率的財產權利分配而且改正它將可能是很昂貴的。通信和管線配置許
可將可以吸取壟斷租金，而且從獲得許可的人到屋主的權利移動的協調可能在時間和錢
方面將非常昂貴。相反地，想像一個屋主擁有天空權，則將會讓航空公司和每一個這些
屋主的領空權商議時花費極大的成本。一些領空擁有者，如一個郡或州，也可以此吸取
壟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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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調整目前政策。適當的頻譜政策必須被設計來確保頻譜的有效使用，而最適的頻

譜政策可能視科技狀況而定，有效率的使用意味著目前科技的情況，頻譜傳輸其最大

生產性的使用。頻譜政策應創造使頻譜使用更有效率之誘因，且擴展頻譜的可使用範

圍，而頻譜使用範圍隨著時間改變，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必須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使

這些調整相結合，但頻譜政策仍負有追求其他非市場的目的，如國家安全，安全平等

的議題。無效率的狀況會在任何一個頻譜管理環節上發生，不注意頻段的分配將扭曲

有效率分配方式130，即使一個有效率分配方式的建立，仍必須持續地調整以反應科技

進展與市場條件的改變。一般而言，新的應用在尚未使用的頻帶較已使用的頻帶調整

上產生較少的問題，因為在已使用的頻帶上，現存的使用者將必須遷移到其它頻帶或

全部移除且可能要補償其已付出的投資，本文所討論的頻譜使用權利、分配、指配與

動態調整之方式，可將政府管制、市場化機制與公共性模式三種頻譜配用方式來作區

分。在傳統政府管制的執照發放方式，無論是在分配、指配或動態調整，都是經由政

府管制與規劃，發放專有使用權利之執照，隨著頻譜需求的增加，在頻譜管理上導入

市場機制，利用拍賣競標的方式指配執照，同時給予執照擁有者部分彈性使用頻譜的

空間，另一種模式是賦予頻譜私有財產權，透過市場機制，讓所有權人得以自行運用

頻譜，另外則是頻譜公共性模式，使用者沒有專有使用的權利，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

頻譜資源131。

頻譜財產權制度須界定大量不同的財產權模式及使用情形，雖然頻譜和其他公

有財資源，例如漁業或森林資源在形式上不同，但在公共財之架構中132，根據分配權

利區別出四種不同的模式，分別是經授權的使用者、有請求權的人、經營者及所有權

人，經授權的使用者於使用資源僅具有有限的權利，有請求權之人除了使用權也可以

加以管理，所有權人則除了上述權利外，加上出賣與出租其使用之權利。對純粹私有

財產權而言，唯一的差異在於公共性資源通常限制讓公共財以私有化使用，在私有財

產權制度下，頻譜所有者可以實行其所有之權利，但若將其視為公共財，則每個人可

以使用頻譜資源，但沒有使用者可以獨佔擁有任何權利。對頻段管理的模式從財產權

模式到公共性模式不一而足，而頻譜管理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在這些選擇中獲取最大

效益，與如何影響產業表現。

在政府管制分配指配執照的方式下，關於頻率的使用、內容與格式與通訊協定

130 Melody, W. H., “Radio Spectrum Allocation: Role of the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2): 393-397, 1980. 

131 羅莊鵬，「頻譜管理政策研究——以美國頻譜管制的歷史與發展為例」，經社法制論
叢，第三十二期，頁36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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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定等，政府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市場機制之獨占財產權制度，則將主要的

決策者，從政府移轉到執照擁有者的身上，而共用模式則是把大部分的決策權利，都

給予終端使用者133。透過行政的或市場為導向的授權而獲有專有使用權利之方式也有

共有財產模式的特色，在財產權的模式，只要符合資格，證照都能暫時授予個人或

企業專用使用權，大多數的執照也可以被移轉到第三方，只要這些相同資格被滿足，

但此可移轉性不同於完整的所有權授與轉讓的權利，被授權者沒有直接權利參與頻譜

資源的管理，也沒有直接決定誰應該被排除在頻譜使用之外，就公共財性質而論，領

有頻譜執照者類似經授權的使用者之角色，假如行政授權可以被完美無瑕地執行，且

追求非以價格為目標的效率方式，則或許行政授權方式是最可行的，但除了城市國家

或極具行政效率的國家，行政授權幾乎在是不可能被這麼理想的實行，一些行政授權

的缺點可經由競價而加以修正，競價的好處是透明化且不易被操縱134；然而，競價還

是藉由呆板的行政程序架構下進行，例如頻段分配不效率或價格因為頻段稀少而被抬

高，則無法反應頻段的真實價值。此外，最近的研究也開始質疑競價方式之基本前題

假設，就是競價方式無法促進市場的發展，因為競價所付出的進入成本是收不回來的
135，雖然這些研究結果尚無法否定競價方式所存在的優點，但仍指出包括在比較績效

評估中的額外成本。

不同的制度建立了不同的所有權及處分權內容，頻譜管理制度透過進入成本、

市場結構及私有利益等變數影響通訊產業的演化，頻譜管理制度對於進入成本及通訊

服務提供者有直接的影響；在行政授權下，存在有處理程度上耗時的間接成本，在頻

段競標的制度下，進入成本包括競爭激烈的競價所耗費的成本，各種公共財產的制度

下，代表著不同的進入成本，包括從免費進入及激烈競價，但除了進入成本，此類

成本的本質也各自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在競標的模式中，是存在沉沒成本的，然而，

沉沒成本可能導致市場集中度提高及其相關的壞處。頻譜管理制度也直接影響通訊產

業的市場結構，市場結構及產業績效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市場結構對通訊產

業創新模式的影響，若頻譜市場化能使使用者利用頻譜以增進更多的創新技術，則即

使在創新過程具有高風險，創新過程仍是有益的。但即使大力推行市場化，頻譜管理

132 Stevenson, G. G., Common Property Economics: A General Theory and Land Use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lso see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3 羅莊鵬，同前引註。
134 在美國，採用競標的方式，平均而言，授權的時間從48個月縮短成4個月。
135 Offermann and Potters (2001)發現競價的方式導致價格過高。Bauer也發現：取得推出GSM 

and PCS服務的價格超過授權費（證照費）。



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0

制度仍可以在多重模式作挑選，這些不同的模式有其不同的定義，選用不同的管制模

式，在無線通訊產業其訂價、投資與創新過程也都不一樣，在大量使用頻段的狀況

下，一種模式便可通用各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市場基礎為導向的模式及公共基礎為導

向的模式都有其優勢，跨機構的規劃安排頻段管理便容易瞭解無線通訊市場形成所造

成的影響。採用不同頻譜管理制度之間應顧及其抵換關係，這些不同的性質應視不同

的無線產業特性而加以適用，而非找尋一個在任何狀況都一體適用的管理制度，找尋

不同的方法來決定制度的配套措施反而是更重要的。

傳統的政府管制方式的確存在某些缺失與問題，若單就效率的觀點而言，無線電

頻譜由政府管制的授權執照制度，有些不合時宜，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頻譜的相

關應用服務日益多元，需求也與日俱增，目前以如何最有效率運用無線電頻譜成為最

重要之課題。財產權模式支持者認為，此一方式可以促進經濟效率，而公共性模式則

認為，此一方式有助於技術的創新，促進頻譜效率，且因頻譜不是被獨占擁有，因此

頻譜共用者會有動機發展新科技，如跳頻技術、展頻技術等，可藉此充分利用閒置的

頻譜，更用以促進頻譜使用效率136。然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沒有一種模式適用於

所有的狀況下，因此如何在這些模式中取得一個平衡點，更顯重要，但目前仍缺乏清

楚的實證研究與資料，可以顯示出獨占財產權市場模式與公共性模式間之優劣，由於

每一種管制模式受到頻譜特性、科技環境與其歷史背景所影響，或許將來最佳的頻譜

配用模式是以上不同種模式的綜合，而頻譜管理方式的選擇範圍從完全私有化到創造

公共財的管理結構都有，缺少交易成本，將使所有權和支配權便變得不再重要，在此

情形下，有效的解決方式也不會自然的出現，在現實條件下，交易成本及策略行為的

權力分配將可能影響無線電市場的發展，故本文認為爭論的重點應將財產權制度的本

質與公共性移轉到是否須由政府授權或無須由政府授權之財產權模式，而回答的關鍵

在於頻譜是否是一個補充性質的資產？或可與實體財產占有獨立存在的？因而以不同

財產權制度進行分配，同時支援市場需求和快速成長的無線電技術，進而引導至更有

效的分配方式才是探討的核心所在。本文因此建議由於不同方法都具有無可取代之利

弊，且無單一方式能夠優於全體，故最理想的頻譜政策將必須在這些方式中決定出正

確的組合，而不是採用單一模式，而健全的頻譜管制政策必須瞭解頻譜市場化及達成

其經濟效率性的核心，並考慮到不同制度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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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arket Mechanisms for Spectrum 
Man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Spectrum Property 

Rights”

Chun Hung Lin

Abstract

Since 1927,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has been allocated to uses and users by the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covering radio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satellites, police and national defense needs, among many others. By the means, assignees 
receive a license to broadcast certain material at a specified frequency and a specified 
power level and direction. For many purposes, this license is always renewed and with 
limited rights for the specified purposes. Economists since Ronald Coase (1959) have 
argued strongly and persuasively that allocating a scarce resource by administrative fiat 
makes little sense; establishing a market for spectrum, in which owners could buy, sell, 
subdivide and aggregate spectrum parcels would lead to a much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his scarce resource. Economists had continuously pressed for “marketizing” spectrum and 
using the concept of “spectrum property rights” as the surest means to use this important 
national resource efficiently. Meanwhile, the primary obstacle to recognizing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is either a lack of economic sophistication or political will by the relevant 
policymakers. 

However, the transition to a property rights model for spectrum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commonly portrayed. Unlike real property, radio spectrum does not allow for 
clear boundaries, as radio waves propagate in varying ways depending on a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and practical filtering constraints prevent total isolation between adjacent 
frequency bands. And most significantly, any workabl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will need to 
rely on the predictive models that generally govern how spectrum is used today. It cannot be 
founded for answers that how 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spectrum would work in practice. 
It also could not simply resolved by the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to enforc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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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t the geographic boundary of a coverage area as well as at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Recently, the developers of radio technologies undermine the current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allocation of exclusive-use licenses, and call for an “open range,” or 
commons, approach to the spectrum that would do away with exclusive use. “Removing the 
fences,” in this view, will lead to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spectrum. While both economists 
and radio engineers believe the present system of spectrum allocation is inefficient and 
wasteful, they appear to have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of what should replace it. 
Economists seek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to achieve efficient outcomes; engineers 
seek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the commons to achieve efficient outcomes. With such debates, 
the article questioned that this is a false dichotomy,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by some 
economists of the new radio technologies and a misunderstanding by some engineers of the 
flexi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rights in spectrum that might simultaneously support both markets and the rapid diffusion of 
the new radio technologies, leading to a far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his important and 
limited national resource. However, believe that the overly simpl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claims of most property rights advocates could lead to unfortunate result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o avoid such results, those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legal 
expertise need to engage on the merits of a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y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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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林副教授廷機（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謝謝林委員、林教授以及與會貴賓，那林教授這一篇文章，其實他之前說請我評

論時，我實在是受寵若驚，因為這是我沒有研究過的領域，對我來說是很難的挑戰，

但是卻之不恭，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意見，我一直想知道的是，林老師特別提到頻譜的

這種資源，但是這種資源的利用性以及政策管制上面有許多問題的存在，物理學家發

明之後大家都受益，特別是在無限的探討上面，那wireless及telecom這一方面的法律
專家本來就是稀有動物，那我很難理解說，從頻譜的分配與指派這裡面，到後面監控

執行的部份，那不管是那一種財產權都會有監控與執行，如果說比擬到不動產物權的

話，有公共的及私有的，都很清楚，那我國的制度，我們不是ITU的會員國，那頻譜
有很多的討論都是在這種國際協議的探討產生，那我們沒有辦法參與的時候，那在你

的論文並看不到說如何根據這些發展來因應，那目前以您的研究，我國的電信法與廣

電法以及被當成重要樞紐設施，像是中華電信以及這些業者，在交通部的管理之下，

我們的現行制度是不是可以讓頻譜的利用以及頻譜的機會變成我國的財產權制度，一

般在我國財產權制度其實是趨向保守與嚴謹，那這個制度與我國物權法上的調和又是

如何，您的預見又是如何，那台灣在這種科技技術上面對於頻譜的出現可能性會有什

麼情況？

那頻譜的使用是一種許可，當然您提到有一些是在某一些波段就放出來，有點

像高速公路或是公共財這樣的東西，那它會不會像是空氣或是水資源一樣，譬如你擁

有一塊地，然後你說地下水資源是我的？或者國家可以說這些礦產都不是私人的，所

以這些東西都不可以去探求，我國體制下會有怎樣的衝擊？在論文的技術性部份，當

然這一篇文章有很好的深度，將來在很好的期刊會看見你的大作，有些地方我在想

說，可不可以提供一些citation，因為您講說海上電子通信、空中交通的管制，那很明
顯是便利兩部門的通信合作使用，有沒有任何官方意見來支持您的看法，或者這種資

訊讓大家知道說它是怎樣的形成？還有第7頁的citation十五的部份，我突然間看不見
authority，這只是一個陳述，那這是代表作者個人的陳述還是什麼？這種地方讀者想
要清楚的知悉。

您提到Fee Simple引起我很大的興趣，那這在美國與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那美
國發展出來的，在台灣可以利用嗎？或說可以繼受，最難的部份，是我想到特許或是

一些貿易的證照，他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證照的許可而已，如果是的話，他又如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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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或拍賣，或在法律上常常有爭議，譬如國際貿易法，您也是專家，經濟學者認為

quota簽證或是進出口簽證這些配額制度，它到底是一個機會承讓或是一個權利，大
部分通說的解釋會認為說它是一個機會承讓，如果你不用的話，會被政府收回或是讓

給其他廠商，我的問題在這裡。

那您最後提到要定義頻譜財產權非常困難，我也很贊同，那您預見將來有沒有可

能有一個像智慧財產權的共識，這是我對您的一些問題與請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