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89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

—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1

劉孔中
2
、周韻采

3
、簡維克

4

中文摘要

數位科技導致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服務的產生，正挑戰著原
先以不同載具而作的個別產業特殊管制。通訊事業之間、傳播事業之間以及通

訊與傳播事業之間，為因應技術與服務的演進，正不斷地進行跨平台的合作、

整合及結合，使未來所有的交易將能在一個全然互連的IP（Internet Protocol）
平台上進行。為了維持此項平台對競爭的開放性，以及避免獨占業者將其市場

獨占力量槓桿至其他水平層級，就成為競爭法上的重大議題，而引起各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的高度重視。本研究主要預先探究電信產業在面臨數位匯流趨勢下

所為各種平台事業間結合時，競爭主管機關應如何在現有競爭法規範下，適當

地融入現有通訊傳播法律規範精神而為相關准否之決定，並進一步就結合判斷

標準的「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嘗試界定更明確的參考指

標。

1 本文係改寫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97年所委託之「電信事業跨平臺結合之競
爭規範」研究報告。

2 中央研究院法律籌備所研究員，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合聘教授。
3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4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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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管制探討

一、從「跨平台」定義開始

「平台」（platform）的概念並非精確的法律用語，而在此描述的應是一
種經營特定服務的業者「身分」

5
，例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第一類

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由於在現行電信或廣電法規下，欲經營

特定業務之業者皆因取得該執照而同時被給予該平台事業身分地位，故「跨平

台」理應指原先具有經營特定業務身分的業者，因為經營其他業務而同時須被

認定為其他事業身分資格，例如假設有線電視業者在既有的網路上有能力提供

數據或電路出租服務，惟因提供數據或電路出租業務依電信法規定須分別取得

第二類與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執照，此將使得該有線電視業者在同一網路架

構下，分別具有三種不同平台身分：「有線電視系統平台」、「第一類電信事

業平台」與「第二類電信事業平台」
6
。

至於近幾年來不管是學術界或是產業界常提到「跨業經營」的概念，究竟

其與跨平台經營的概念之分際如何？本文認為「跨業經營」範圍較「跨平台經

營」廣泛。按在各大項目的平台(身分)分類下，其實仍可依照業務種類的不同
再區分各細項的業務執照，例如在電信平台（即第一類電信事業）中可再區分

為「固定通信業務執照」、「行動通信業務執照」與「第三代行動業務執照」

等不同業務，因此跨業經營範圍應包括此種屬於同一電信平台下的不同業務經

營結合。但若採此見解，恐將過度限制「跨平台經營」之定義範圍而無法就各

種業務間之匯流結合進行全面性的分析，故為避免上述見樹不見林遺憾，以及

兩者用語範圍不同所生之困擾，在本文中暫將「跨平台」與「跨業」不作區

分。

因此，特定服務的屬性對於事業是否因此須成為跨平台事業，有著相當重

要的影響。例如在美國的電信事業經營IPTV（Internet Protocol TV）服務時，
FCC認為該服務仍符合電信的特性，故毋須申請廣電事業的執照而橫跨廣電事
業；但在我國，中華電信之前所提供的MOD服務，就曾被行政院新聞局認定

5 一般係將平台（身分）種類區分為電信平台、網際網路平台、有線電視系統平台與
無線電視平台等大項目，各平台僅得依照各單行法規規定經營服務。

6 在現行法下，所謂的「跨平台」前提建構在「原特定平台僅能提供特定服務」的假
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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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有線電視業務，而要求中華電信須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的身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產業管制法下的個別業務並不必然等於競爭法概念下的

不具可替代性的服務種類
7
，因此在討論電信事業跨平台服務的各項管制時，

從競爭法角度與產業管制角度思考將會有不同的答案。

二、跨平台結合管制之回顧與現況
8

欲就各國對於跨平台的結合管制作為我國法上之參考，首先應先對於各國

通訊傳播產業的現況有初步的了解。若以電視領域為例，美國與歐盟各國便有

相當的差異。美國對於電視媒體管制採用「商有商營制」，也就是最自由的電

視制度，認為政府對於大眾傳播媒介不應干涉，而應使人民自由經營、競爭與

表達意見；相較於美國的低度干涉，歐盟國家則偏向大眾傳播媒介之目的在於

公共服務及提高社會文化水準，而非單純的商業
9
。此種態度也反映了美國與

歐盟有線電視市場的未來發展以及對於跨平台結合的管制態度。

（一）美國發展

早期美國政府由於懼怕既有電信事業因獨占所擁有的強大市場力量，例

如不公平的線桿附掛及交叉補貼等行為將會影響到有線電視產業的萌芽。故

FCC在1970年時公布了跨平台經營禁令，禁止區域性電話公司在電信服務區域
內，直接或間接透過附屬子公司，跨平台經營有線電視，提供影視節目服務給

訂戶，嚴格地在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之間劃上一條區隔線，不准彼此跨越經

營
10
。然而歷經1980年代有線電視費率鬆綁而使有線電視產業迅速發展後，在

當時有線電視業者就如同區域性電話公司（RBOCs）一般，在其經營區域內享
有實質的獨占利益，而引起消費者以及無線電視業者的反彈或憂慮。

為了引進區域性電話公司來促進競爭，FCC建議國會廢除此跨平台經營禁

7 例如電信法將2G行動電話與3G行動電話區分為不同業務，但國外競爭法案例中仍
認為此屬於相關市場，詳見後述T-Mobile與tele.ring一案。

8 此部分不包括與無線電視平台相關的跨業經營，按無線電視往往涉及國家對於廣電
頻道的分配與任務而非得以商業行為涵括。

9 1980年，西、北歐17國家中共有41個電視頻道，其中只有5個為商營，其餘皆為公
營。但在1990年，商營電視頻道增加了31個，而公營頻道只增加了5個。此尚未包
括有些須額外付費才能收看之頻道及節目。（Brants & Sinue, 1992: 103-104），轉
引自馮建三，〈公共電視的解構與建構〉，收錄於氏著《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
學 析論1990年代台灣廣電媒體的若干變遷》，台北：唐山，頁51-52 (1995)。

10 相關探討請見張美滿，美國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管制之研究，淡江大學大
眾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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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最終於1996年電信法中完全廢除此市場進入障礙的禁令。值得注意的是，
1996年電信法雖然廢除跨平台經營禁令，但是仍然設有產權買賣之禁止條款，
防範過度的併購及合資經營行為，但是其管制之重點已經從過去之反獨占政

策，轉變為防範不公平競爭政策
11
。

（二）英國

英國政府對於有線電視跨平台經營卻採取了極為開放的態度。英國自1983
年起出現了第一個雙向系統的有線電視網路後，政府於1991年重新檢討修正了
既有的有線電視法規，使得有線電視業者可以申請經營長途電話業務，並與

有經營權業者的網路相連，而英國電信和其它原有的公眾電信業者，十年內不

得在自己主要的網路上經營有線電視，但新的全國性電信公司可以傳送電視業

務
12
，是歐洲國家第一個可以利用有線電視系統提供語音通話服務之國家。另

外，英國政府自1998年起，也逐步漸進地解除電信業者跨足視訊服務市場的限
制，而在2001年1月起，他們更被允許可在全國範圍內提供視訊服務。英國電
訊（BT）因此得以透過非對稱用戶迴路（ADSL），提供高速上網及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 VOD）等服務（Department）13

。

（三）台灣

在民國88年2月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前，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2條規
定「申請經營有線電視之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審議委員會應為不予許可之

決議：五、有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依照此規定，電信事業無法跨平

台經營有線電視業務。惟在民國85年電信法修正前，電信主管機關與電信事業
本為一家，且有線廣播電視法係於民國82年方才訂定，故對於我國跨業經營之
發展並無太大影響。

然而電信法既已宣告電信邁向自由化，且行政院亦於民國88年公告開放綜
合網路業務之申請，有線廣播電視法自有修法之必要。依該次修法說明所述，

修法原因除了舊法未盡完善，形成有線電視系統未來發展瓶頸外，還因為傳播

11 張美滿，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管制政策工具之研究-以美國經驗為例，中
華傳播學會年會研討會，頁33(1988)。中華傳播學會網站：http://ccs.nccu.edu.tw/
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931_1.pdf（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11月
20日）。

12 陳璽中，歐洲有線電視市場概況，通訊雜誌，第35期。通訊雜誌網站：http://www.
cqinc.com.tw/grandsoft/cm/035/aap341.htm（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11月20日）。

13 詳見羅世宏，開放近用、有效競爭與公共利益：寬頻視訊服務市場的管制架構，新
聞學研究，第78期，頁107-14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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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快速，科技及工程技術之變革已迅速改變了有線電視產業風貌；另一

方面，為了配合行政院推動之「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之整合網路
計畫，並掌握科技之脈動以邁向亞太媒體中心目標，以塑造自由化與國際化之

傳播發展環境亦為當務之急，有必要從技術面及經營面來探討有線電視法之修

正。

綜上，我國目前就電信法或有線廣播電視法亦已無明文跨平台經營之規

定，惟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條有關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以及第19條外資比例
之限制，對於中華電信以及具有外資持股的電信事業來說，如欲與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結合仍有一定的影響。

貳、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案例之分析

一、美國結合案例

在1996年解除了跨平台經營限制後，美國通訊傳播事業間的結合案件也日
益增多，例如1998年的WordCom與MCI結合案14

、1999年的AT&T與MediaOne 
Group結合案15

以及2000年的AOL與Time Warner結合案16
等重要案件。在國內

許多學者對上述案件的研究基礎下，本文將挑選自2002年後的相關案例以瞭解
FCC就服務匯流下之整體利益與不利益的判斷標準為何，作為我國管制改革之
借鏡：

（一）FCC與司法部就通訊傳播事業結合審查分工與流程
1.美國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依據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7條規定，即任何

結合案不得實質減少市場上之競爭而審視每件電信合併案。惟司法部的檢視僅

侷限在結合是否會有導致潛在競爭效果的影響，而不得去參酌諸如國家安全、

法律執行或是其他公共利益的因素。

14 涉及兩家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業務事業之結合，See  Wor ldCom,  Inc .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98-225, 13 FCC Rcd 
18025.

15 涉及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之結合，See AT&T Corporation/MediaOne Group, Inc.,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00-202, 15 FCC Rcd 9816.

16 涉及ISP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之結合，See AOL/Time Warner,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FCC 01-12, 16 FCC Rcd 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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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執行結合管制的主要依據為克萊登法第7條及第7A條，採「事前申
報（notification）異議制」，依照第7A條規定，結合事業之規模如達到一定數
字時，應事先向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在其核准前，該結合不得

實施
17
。

2.FCC
FCC係依照通訊法第214(a)條及310(d)條規定，判定結合案是否符合公共利

益、便利與必要。在決定前，FCC首先須先評估本結合案是否符合通訊法或相
關行政規則中的特定條款規定，如果皆未違反時，FCC才評估結合是否將會傷
害通訊法中的政策目標而導致公共利益受損。此時，申請人將負有舉證責任證

明該結合案滿足公共利益，如無法說服FCC，FCC有權對此再召開聽證。
FCC衡量的公共利益包括了通訊法的廣泛政策目標，例如促進或保護相關

市場的競爭、加速私部門對於先進服務的建設、新服務的推出、確保頻率執照

取得者的多元等。

在決定結合的競爭影響上，FCC將採取但不限於傳統意涵的競爭法原則。
因此，儘管FCC與DOJ各自有獨立的權限去調查此合併案，但兩者所採取的標
準並不需要一致。誠如上述，DOJ之法規依據是克萊頓法第七條實質不得減少
競爭之規定，但FCC則係以符合公共利益為考量。在通訊產業中，競爭狀態並
不只是由競爭法規則來形塑，還包括規範業者間互動的法規政策。因此FCC在
衡量結合的競爭影響時，亦會將焦點集中在加速消除相關市場中的具有顯著市

場力量之事業及未來的競爭狀況。FCC有權施加或執行特定量身訂做、與特定
交易相關的條件，滿足公共利益之立法要求，而此條件的施加亦僅是為了矯正

該交易可能產生的傷害。

3.整體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分析架構
(1) 潛在公共利益傷害分析架構
依照FCC的先例，首先將先對結合的事業進行結合後的結構分析。此
必須先定義相關產品市場以及相關地理市場，在界定出特定市場後再

指出該市場的參與者，並檢視市場集中度以及該結合對於集中度的影

響。此外亦須考量，是否存在新進競爭者有意願進入市場，而減少結

合可能產生的價格上漲。

經過結構分析後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則會再分析結

17 沈麗玉，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論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公平交易季刊第11
卷第1期，頁62以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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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事業之行為，以更進一步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

為分析則以結合後特定市場中的水平效果（horizontal effects）及垂
直效果（vertical effects）作檢驗。前者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邊行
為（unilateral actions）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共謀行為（coordinated 
interaction）。後者則是檢驗參與結合的事業是否可因此結合而增加
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遇的能力或誘因。

(2) 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架構
除了上述因結合而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分析外，FCC也會考量結合是
否有可能產生可被證實的公共利益。在此分析架構上，FCC認為此須
由申請人負舉證責任，例如該結合後所提升的效率、事業競爭力提

升、價格下降、更好的品質或是新興的服務或產品等公共利益。此

外，結合後的公共利益尚須滿足下列條件：

(A) 該利益必須是因由結合案所引起，而無法利用其他方式達成。
(B) 此利益必須是可以驗證。且依照FCC之前的觀點，此利益必須涵
蓋需要計算達成此利益所需的成本。若無法被驗證的利益或是在

未來才會發生的利益，則應不予考量。

(C) 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減少更能顯示該利益的存在。
最後，FCC採取滑動尺寸理論（sliding scale approach）檢視每項
利益主張。在此理論下，如果潛在的危害出現具可能性及實質性

時，申請人對於其因結合所生之利益主張也必須有更高程度及更

大可能性。

（二）AT&T與BellSouth結合案之分析18

1.本案事實背景
(1)當事人介紹

BellSouth集團是美國東南區最大的通訊服務提供業者，總部設在亞特蘭
大。在該集團下有固網業務及持有行動電話業者Cingular的40％股份。AT&T提
供電信服務的對象則包括了一般大眾及其他電信服務提供者，例如地區電話服

務、無線通訊、長途電話、數據服務、電信設備、批發傳輸服務等。此外其於

2004年也開始透過與EchoStar的契約，提供衛星電視服務（共同推廣EchoStar

18 See In the Matter of AT&T Inc. and BellSouth Corporati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Control, WC Docket No. 06-74, FCC Website: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
attachmatch/FCC-06-189A1.pdf（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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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但AT&T只賺取佣金）。同樣的，AT&T對於Cingular也有60％的經濟利
益（economic interest）以及50％的投票權。

(2)事實過程
2006年3月，AT&T向BellSouth提出結合計畫並達成協議，BellSouth雖然繼

續存續，但將成為AT&T的子公司，此外AT&T將取得100％的Cingular控制權。
2006年3月31日，當事人BellSouth與AT&T依據1934年通訊法第214與310(d)條
共同向FCC提出了此結合申請案，最後FCC於2006年12月通過。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因為AT&T與BellSouth在各種服務與各種顧客群中存在著競爭關係，故

FCC認為在此結合案中的准駁判斷上應考量潛在水平競爭效果。此外，AT&T
與BellSouth也提供了關鍵的上游生產要素予其他各種通訊服務業者，因此有必
要探討其垂直競爭效果。FCC在本案中對於當事人所經營的各項業務進行逐一
的檢驗，並發現在「特別接取競爭」（special access competition）可能因當事
人的結合而存有高度的反競爭疑慮。

上述服務其實類似於我國固網事業所提供的專線業務，主要係提供新進電

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哩時可以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企業用戶零售服務，

或是作為連結兩電信事業間網路之用。本案中，FCC在界定此服務的特定市場
時，另依照服務與技術的差異將特別接取服務再分為第一型（Type1）與第二
型（Type2）的特別接取服務19

。依之前慣例，FCC將分別就結合案對於其經營
區內及經營區外進行競爭效果探討。惟由於BellSouth並未在其經營區外或是在
AT&T的經營區內提供Type1的特別接取批發服務，所以此結合案並不會影響在
AT&T經營區內的反競爭效果，因此FCC將僅就BellSouth經營區內的競爭狀況
進行分析。

(1)水平效果：
(A) 單邊效應：
 從當事人提供的資料可知在Type1的接取服務部分，AT&T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直接連結的建築物有317棟。根據這些資料，
FCC發現其中31棟係僅能由BellSouth與AT&T提供服務，而其他競

19 前者是完全由單一事業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包括用戶迴路及中繼網路；後者則是由
兩家事業所組合，由其中一家提供用戶迴路，另一家提供中繼網路部分。FCC發現
許多特別接取批發服務的需求者將會因為可靠性、價格、品質而優先考量Type1的
方式，而這樣的差異確實使兩者成為不同的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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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並無法提供服務。因此許多利害關係人批評此結合將導致特

別接取批發服務的價格調漲，且上述31棟建築物將受到潛在的競
爭傷害。但因為AT&T自願承諾售出這些大樓的設施使用權，讓其
他新進固網業者有進入提供服務的機會，故FCC認為此舉將可減
少結合所造成的傷害。

至於Type2的接取服務部分，利害關係人認為結合後，AT&T
在BellSouth經營區內從事此業務有三項優勢：(1)AT&T可以從
BellSouth得到用戶迴路的特別優惠；(2)AT&T有更為綿密的光纖
網路使其得以將服務到達更多商用建築物；(3)AT&T取得既有固
網業者的身分，將使得AT&T在鄰近的地區中對於企業客戶推出特
別接取服務時，將會比其他新進固網業者更有優勢。但FCC對三
項優勢並不認同，並認為(1)目前並無證據顯示AT&T取得其他競
爭者所沒有的折扣優惠，BellSouth任何的折扣計畫對於所有新舊
固網業者都一體適用；(2)從證據顯示其他競爭者的光纖網路布建
可與AT&T相競爭；(3)當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嘗試進入新的地理市
場時，往往會先從高集中度之地區開始推展，從紀錄顯示既有固

網業者在本身經營區之外的地區也是如此。而既有固網業者於經

營區外的高集中度地區推展服務時所遇到的問題與新進固網業者

相同。既然AT&T在BellSouth經營區內所經營的特別接取批發業
務並非屬於AT&T原來的經營區，也將有同樣的問題而不具特別優
勢。

總結來說，由於新進固網業者可以運用它們現存的共置設備以及

購買特別接取服務的網路元件提供此業務，且在BellSouth經營區
內，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全體合計將有比AT&T更多的光纖線路與共
置點，因此AT&T退出Type2的批發接取服務經營並不會產生可觀
的價格改變或是影響服務提供，不會有反競爭的效果。

(B) 共謀效應：
事業間交互影響的可能性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彼此間達成默示

同意的難易性、廠商間欺騙的誘因以及其他事業發現或是處罰

對方欺騙的能力。但因為不論是購買Type1或Type2的特別接取批
發服務的事業都是比較精明的顧客，且往往係以投標形式或是

個別溝通契約內容，並簽訂長期契約，因此都使得此結合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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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outh經營區內並不會導致默示勾結或是其他交互影響。
(C) 相互抑制（mutual forbearance）：
有利害關係者認為結合後，當事人與Verizon將很有可能協議在
這項業務上互不競爭，雖然FCC承認此可能性的存在，但卻不認
為此會減少Verizon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AT&T已經投資了幾百
萬美金從事包括在Verizon經營區內的全國性網路建設，為了投
資的回收，可以合理期待AT&T將有強烈的誘因去充分利用其資
產。更甚者，FCC也找不出證據證明在Verizon經營區的競爭會與
BellSouth經營區的競爭會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正如在BellSouth
經營區內存在許多的新進固網事業在結合後仍會提供特別接取服

務，並無理由懷疑Verizon經營區內不會亦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
服務。故即便兩者相互不競爭，但仍會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等服

務。

(2)垂直效果：
BellSouth已為垂直整合的電信服務提供者，結合並不會造成申請者更有誘

因去從事差別待遇。且如果既有固網業者有誘因或能力在現行法規下於特別接

取服務元件的使用上歧視其他競爭者，這樣的疑慮比較適合依賴修改現行法規

去解決。

(3)建議的矯正方式：
AT&T自願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權（IRU; indefeasible right 

of use），使其他競爭者可藉此IRU提供特別接取服務，FCC認為此將可以有效
的減少潛在的傷害。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FCC認為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利益，包括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

加多頻道影視節目傳送（MVPD）的競爭、國家安全、政府服務、Cingular所
有權的單一垂直整合的效益、範疇經濟與規模經濟、成本節省，分述如下：

(1) 加速寬頻網路布建：在1996電信法中，國會賦予了FCC一項使命，
即要求其促進所有國民得以合理時間及價格下享受先進電信服務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並除去相關的建設投資障
礙。而藉由AT&T的自願承諾事項，FCC相信結合後，消費者將可因
當事人在其經營區內布建寬頻網路而更快享受先進電信服務。

(2) 單一化Cingular的所有權經營：FCC同意當事人的結合將可使C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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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可以更為迅速，以便推出新型態服務及增加效率。當事人已提

出證明在未結合前，因股東結構關係，Cingular的重要決策都需要由
當事人兩造所組成的委員會同意，而常因彼此的利益不一致而導致重

大決策的延遲。在結合後，將不再會有此不一致的問題，且結合後行

動電話的涵蓋範圍也將增大，故對於消費者來說亦能享受更優質的服

務。

(3) 增進MVPD競爭：結合後，BellSouth由於規模經濟的誘因，將會以5
年期間升級原先的寬頻接取網路與核心網路，提供更多消費者以IP為
主的互動服務，包括IPTV，而讓經營區內的用戶將可以享受到MVPD
競爭的好處。此外，其他證據也顯示，若有既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
服務時，該地區的有線電視費率與其他沒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之地
區相比，將會有15-41％的降幅。

(4) 國家安全、災難回復與政府服務：FCC認為結合後將會使當事人有能
力建構一個統一的、以IP為基礎的網路，可以提供政府更為安全與效
率路徑的通訊服務。此外，此網路亦是由美國企業所擁有與控制的重

要通訊設施，故可確保國家安全。結合後也可以增進當事人面臨災難

的反應，因為當事人可以除去許多事業間因彼此協助而導致的延宕過

程。最後，AT&T正在建構其對於災難發生的回復能力，而BellSouth
的使用者原先因設備的不相容而無法同等享受，這在結合後也可以獲

得解決。

(5) 垂直整合的效率：除了一般垂直整合可因組織改變而減少交易成本
以及減少下游市場價格等特性外，FCC同意當事人所說，AT&T與
BellSouth兩者間的網路為互補，彼此鋪建的光纖並無重複。故結合後
的公司將可以有能力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且此將使得大企業以及批發

市場之客戶得以受惠。

(6)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雖然此部分難以量化，但FCC仍認為結合將會
帶來此點利益。目前兩家事業雖然在某些區域存有競爭，但其市場主

力及成功之處則在市場上各有不同。因此結合不僅讓當事人可以有更

大的顧客基礎，同時也可藉由提供不同的通訊服務而擁有更顯著的

利益，而此是原先個別公司所無法達成的。此外，FCC也同意結合後
的事業因有更多的顧客基礎，將有更大的誘因去從事基礎的研究與發

展，而推出新型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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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本綜效：當事人雖認為結合後在營運成本部份將可省去160億美
金，包括了省去重複網路建設、人事支出、減少網路維運費用等。但

FCC經過詳細的分析後，認為並不能將全部160億都認為是節省的利
益，因為申請人計算所得到之數字是包括未來的節省，而FCC認為未
來性的節省並不應該列入。

（三）Nextel與Sprint結合案之分析
1.本案事實背景

(1) 當事人介紹
N e x t e l係以 8 0 0 M H z與 9 0 0 M H z頻段經營專用行動無線通訊服務

（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Service, SMR），並且在其整合型數位增強網路
（Integrated Digital Enhanced Network, iDEN）上提供數位無線語音及數據通訊
服務。到2004年12月31日止，其共有162萬客戶，是全美第5大用戶數的行動通
訊服務商，營收為1340萬美元。

Spr in t則使用CDMA作為其無線通訊網路技術，經營個人通訊服務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CS），該網路可在全美48州的99％大都市
中提供服務。其也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協議，使該子公司得利用Sprint的PCS執照
建置CDMA網路，並以Sprint PCS之名義提供特定地區之通訊服務。在2004年
12月31日時Sprint擁有240萬的使用者，是全美第三大行動語音及數據服務提供
者，營收為1460萬美元。

(2) 事實過程
2004年12月，Nextel與Sprint同意進行結合，並將把Nextel與Sprint的資產與

營運結合成為單一公司，結合後的新公司改名為Sprint Nextel，並會把固網業
務分割出來。若此結合案生效後，將使得兩家大型全國的行動通訊服務事業在

經營區上互相重疊，且將使得市場上之大型服務提供者由5家減少為4家。
FCC認為Spirnt與Nextel分別為第3及第5大行動事業，此結合並不會導致結

合後公司的單邊市場力量濫用或是與其他競爭者之共謀行為發生。此外，FCC
認為此交易將可以增進大眾利益，包括增加服務品質、更廣泛範圍的下一代無

線服務提供。因此，在檢視相關競爭傷害分析及可增進的公共利益後，FCC於
2005年中同意了Nextel申請將其執照移轉給Sprint。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本結合案中主要涉及的是有關SMR與PCS兩種商業行動通訊頻率下所涉及

的行動語音通訊市場的競爭（Mobile Telephony Competition）議題。也由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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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間屬於水平的競爭者，故本案並無須考量垂直競爭之問題。

(1) 共謀效應
在此案中，當事人亦以FCC在Cingular與AT&T合併案所持立場作為立論基

礎，即減少競爭者及增加市場集中度並不足以得到反競爭效應的結論。FCC在
本案仍維持採此立場，惟認為當兩家公司結合為一家時，容易有誘因及能力與

市場上其他的競爭者間達成共謀行為。故除了市場事業數目外，FCC仍就可能
會影響共謀之各個因素加以檢驗。

(A) 資訊的透明：
FCC認為結合後因為會減少業者數目以及各種複雜的資費模式，
且相關訊息都已公布在其網站上，而對於其他事業來說可以更容

易取得對手的營業資訊，有助於事業間因價格跟隨而達成共謀。

但在本案間是否會因兩家公司的結合而增加共謀的可能，FCC認
為尚不充分。

(B) 事業與產品之同質性：
FCC發現結合將會縮小其他事業間之差異性，然而FCC也認為市
場佔有率的重大變化以及全國性電信事業在各經營區內的相對地

位，都將會限制此種共謀行為的有效性。此外，當事人認為結合

後仍可以存有相當之差異性，例如產品的差異性以及各行動事業

與其他固網事業合作發展所產生服務的差異，皆可抑止事業間之

共謀行為，對此FCC亦表示同意。
(C) 不同意見者的存在（Presence of Mavericks）：
在部分情況下，不同意見公司的存在將可以有效避免或限制共謀

行為。所謂的不同意見公司係指該公司有較大的經濟規模使其可

以不與其他競爭者共謀。故若結合之對象包括了此種不同意見公

司，將會使共謀行為更容易發生。檢視本案後，FCC認為此結合
並不包括此種公司，惟仍會使其他事業更無誘因成為不同意見之

公司。

(D) 科技發展：
當事人認為共謀行為不會發生之原因包括了行動通訊市場之動態

變化，例如當事人正在建設下一代技術網路，而不確定在此種網

路下所提供的服務未來會吸引多少的消費者。當事人也認為使用

技術的不同可降低業者間之合作。對此，FCC也表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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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競爭對手的回應：
大型行動通訊事業間的共謀是否會成功亦取決於小型事業對此係

如何回應，FCC認為在現況下其他小型的行動通訊事業對此弊害
仍可提供有效的限制。

總結來說，FCC承認此交易將不會產生共謀效應的風險。
(2) 單邊效應

FCC認為結合後的Sprint Nextel在全國大多數的經營區內皆非最大的行動通
訊事業，仍有許多其他行動電話事業可作為Sprint Nextel的競爭者，因此本案
亦無此部分顧慮。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FCC在本案中審視各項因素後，認為此交易可以帶來的效益包括了增加涵

蓋率、減低使用者費率、增加服務品質及提供更先進服務。此外，當事人亦可

因結合後節省不必要支出，如基地台的數量減少、減少倚賴外部中繼網路以及

避免重複投資於新一代技術的發展。此外，FCC認為結合後因規模經濟擴大，
當事人將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其他網路事業或手機製造商的折扣。最後FCC
認為此結合將可以促進行動電話與固網服務市場間的跨市場競爭。鑒於本研究

案之重心，故僅就最後一點加以說明。

FCC在過去許多服務的發展面向上已注意到，儘管現況下仍為數不多，但
已有一群持續成長的消費者族群使用行動通訊作為主要的對外聯絡工具。在本

案中，當事人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即非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控制或持有

者，或雖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持有或控制，但其固網業務遠小於其行動通訊業務

者。FCC認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在促進跨平台競爭方面的誘因，會與有結
合固網事業的行動通訊事業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在Cingular-AT&T Wireless案
中，FCC已判定有結合固網的行動事業將會在跨平台營運時特別考量保護其固
網用戶營收。

在此結合案中，當事人也舉出數據說明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確實在行動

通訊的用戶比例上將會比有結合固網的行動通訊業者來的大，證明其較有誘因

去向固網用戶提出服務或促銷方案，以轉換該固網用戶成為行動通訊用戶。因

此，雖然此結合將會使得市場上減少一家獨立行動通信經營者與固網競爭，但

FCC認為結合後的公司仍然會以增進跨平台間的競爭為出發，且當事人將因結
合而節省帳單、資訊技術、網路佈建或發展等成本，可以收取低廉價格與提供

更好的服務，在這些效益下將可讓使用者捨棄原固網服務而使用行動通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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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故有較大的可能去促進跨平台間的競爭。

（四）EchoStar與DirecTV結合案之分析 
1.本案事實背景：

(1) 當事人介紹
EchoStar主要業務係經營直播衛星電視（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DBS）

服務，在全國擁有超過700萬之使用客戶。GM主要業務為汽車相關業務，透過
旗下之Hughes提供電訊服務。Hughes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由美國的DirecTV公
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拉丁美洲DirecTV公司及DirecTV寬頻股份有限
公司組成，其在當時的用戶數已超過1000萬，是全美第一大的DBS業者。

(2) 事實過程
此交易是由EchoStar及Hughes公司共同提出，由Hughes轉移包括直播衛

星通訊服務執照、固定衛星基地站、地上基地站及其他相關權利予結合後

的新EchoStar公司。在其結合計畫中主要有兩個部分：(1)GM先與Hughes進
行分割；及(2)分割後的Hughes再與EchoStar合併。在結合計畫書中預定新的
EchoStar董事會將由11位成員組成，其中8位為EchoStar原有董事或主管，而3
位則為Hughes目前的董事或主管。結合後的新EchoStar公司將擁有新的所有權
結構，並繼續以EchoStar與DirecTV品牌提供直播衛星電視服務。
此交易若獲FCC許可，將使美國兩家最大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事業合併為

一，服務超過1800萬的用戶。不僅於此，結合後之公司將握有可使直播衛星電
視服務涵蓋全美本土（full-Conus）的軌道位置20

。在2002年10月，FCC最終決
定否決此結合案。

2.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FCC在本案中強調，從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知道美國1996年電信法賦予

FCC的職責與權限包括了促進媒體發聲的多元與競爭，而這也成為國家長期以
來一項基本的通訊傳播政策，即「由多元及相異的媒體來源，盡可能廣泛的提

供各種資訊是維持公共利益的基礎」
21
。因此，相較於前述電信結合案的審查

方式，FCC在面臨傳播事業的結合時，將著重在於上述政策是否得以落實，以
下分述之。

20 在四個東部軌道位置中有三個軌道位置（即西經101度、西經110度和西經119度）
實際上都可以覆蓋整個美國本土。這些軌道位置被稱作是（全美本土）軌道位置

21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663 (1994)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Midwest Video Corp., 406 U.S. 649, 668 n.27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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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性對結合之影響
(A) 節目多元性

FCC在媒體政策目標之一即為節目多元性，指能呈現出各種不同
的節目形式，如喜劇、戲劇或新聞雜誌，以及特定內容類型，如

醫療、商業、美食、或針對少數種族族群的節目內容。當事人主

張因結合後可提升營運及頻率效率，而有更多可使用頻率提供更

獨立及多元的節目，故能增加節目多元性。

(B) 觀點多元性
FCC在媒體傳播政策之另一目標為觀點多元化。為了促進此目
標，FCC已以某些方式限制媒體的所有權，以讓媒體所有權能被
更多公司擁有並讓公眾接觸到更為廣泛的觀點。故反對者主張此

結合案將使原來EchoStar與DirecTV兩個發聲管道減少為一個，降
低觀點多元性。此外，結合後之公司將擁有足以驅逐規模較小之

有線電視業者之經濟實力，也會導致媒體市場聲音減少。

且此種認定的立場與FCC之前排除直播衛星電視服務適用「電視
廣播所有權規定」的立場亦無衝突。當初FCC將有線電視服務納
入發聲管道的理由之一，便在於有線電視對於節目頻道有編排選

擇能力，而DBS服務在此部分亦完全相同。
3.就業多元性
FCC致力於透過公平之就業機會規定，增加少數民族於廣播及多頻道節

目播送平台事業(MVPD)市場之就業，惟此部分曾遭上訴法院認為有必要修
正。為回應法庭之判決，FCC於2001年擬訂定新「公平就業規定」，並適用
於DBS服務業者及FCC發照之媒體公司。在此結合案中，有反對者提出目前的
EchoStar在管理階層中少數種族的代表性偏低，並且也未承諾結合後在主管及
資深階級上做出改變。FCC則是認為根據上訴法院之判決而暫緩執行此規定。
因此，在結合案中並無需考量此部分。

總結來說，FCC認為核准此結合案並必定不會帶來對於節目多元性的損
害，且與就業多元化亦無關連。但相反的，在沒有補償增加觀點多元性的具體

證據下，FCC認為此結合將損及增加觀點多元性的政策。
(2)此結合對頻率政策及規定之影響

(A) 頻率效率
當事人主張結合後將可提高頻率使用效率，最終有助減少DBS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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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頻率的重複使用。當事人認為減少重複播送地方廣播及全國

性節目將使得結合後之公司能提供更多小眾市場節目、高畫質節

目、計次付費等其他更新更優質的服務。此外，目前DirecTV與
EchoStar使用不同的傳輸格式的機上盒，有不同的使用條件及解碼
結構，結合後使用一個共同的機上盒平台將有更高的生產效率，

降低整體研發成本以及更多用戶每單位建築物接收器的費用。

反對者則認為EchoStar及DirecTV以結合後頻率使用的效率作為
理由並無道理，因為除了結合外還有其他方式可達到當事者的利

益，且不會產生反競爭的效果。例如，當事人可共組一個公司來

共享頻率的上下鍊，並藉由使用相容的機上盒來收看各自公司衛

星傳送之節目，也可以藉由許多技術方式，如提高節目壓縮比，

來改善頻率使用的效率問題。

FCC則承認結合可減少重複影視節目播送，而增加頻率使用效
率，將可使衛星系統資源另做他用。

(B) 頻率政策之考量
FCC對此案最大的關切處在於同意當事人的結合，便等於把所有
可提供美國full-Couns直播衛星位置集中在單一公司上。FCC的政
策之一即為提升頻率為主的傳播服務之競爭，例如在1995年直播
衛星頻率拍賣會時，FCC限制投標者不得在超過一個full-Couns軌
道位置上擁有實質之利益關係。此規定係避免full-Couns直播衛星
資源集中，因此設有競標規定，以確保控制三個各別的full-Couns
直播衛星軌道位置的公司與其他兩個軌道位置上DBS業者相互間
沒有利益關係，藉此發展具競爭性的DBS服務。
在此方法下，兩家取得執照並擁有大致相等直播衛星頻率資源的

DBS服務業者間的競爭確實也帶來了消費者利益，包括衛星播送
節目與服務、競爭性的價格，創新的先進科技與整體消費者服務

品質的提升。故FCC不同意當事人所言，即只有將full-Couns直
播衛星頻率合併給一家提供商才能提升頻道效率，並使消費者受

益。

總體而言，FCC認為此交易與其長久秉持的頻率政策相違，若一貫的從頻
率政策的角度來看，盡可能擁有更多元的服務提供商才有助於公共利益。當事

人並未提出有利的論證來說服FCC為何需允許其結合，且必須將原DBS服務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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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代為full-Couns DBS服務執照的獨占。
(3)對於MVPD市場之反競爭影響

MVPD指的是能提供多頻道視訊節目的系統經營者，主要包括了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DBS業者或甚至包括電信業者。惟在本案中此並無清楚的界限，而
FCC將對此列為聽證議題。

(A) 單邊效應
雖然當事人承認兩家DBS服務公司有某種程度上的競爭，但他們
認為若與有線電視系統之競爭相比，該兩家的競爭仍微不足道。

FCC認為資料指出DirecTV及EchoStar提供之服務在相對替代性上
較有線電視系統更為接近，這可有力的證明若兩公司結合後的邊

際成本並無顯著節省的情況下，結合後將造成價格的上漲。

(B) 共謀效應
有許多的反對者強調因為DBS服務的產業性質使然，結合後將會
造成反競爭效果容易產生。例如在此產業中為雙頭寡占，此為最

容易發生共謀行為的市場樣態，且復因下列兩理由而加深此發生

的可能性，即(1)結合後的公司擁有所有可在full-Couns提供DBS服
務的位置，造成其他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2)在未結合前，當事
人本來處於只有三個參與者的市場中，可被視為意見歧異者，但

結合後將不會扮演此角色。此外經濟學者也舉出了一些容易造成

共謀行為發生的因素，例如(1)市場上的競爭者數目很少；(2)有高
市場進入障礙門檻；(3)產品相對具有同質性；(4)當事人契約期間
短暫，且價格與條件容易為其他競爭者所知與(5)市場情況是相對
穩定。

從這些因素來分析，FCC認為當事人的結合案確實可能會造成共
謀行為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即便消費者可以選擇有線電視，

但結合後將使大多數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者由三家減為兩家。第

二，市場上存在高度的進入障礙。第三，有線電視業者與DBS服
務業者可以觀察到彼此的市場行銷及訂價行為，故有能力監控是

否默示的平行價格被維持。第四，MVPD市場中的經營者一般來
說與消費者所簽訂的契約期限並不長，於是若一個經營者偏離了

默示的價格協議，其他競爭者可以很快搶回客戶，故造成經營者

無意願偏離已經既存的平行價格機制。總結來說，從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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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特質來看，可知道結合後的事業將會增加共謀行為誘因，

對於消費者造成傷害。

(C)未來創新及服務品質的降低
由於兩家DBS服務事業結合為一家時，將會減少新的EchoStar有誘
因去增進服務與品質，尤其在該地區中若沒有有線電視業者與其

競爭時更為明顯。

3.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當事人提出其結合對於MVPD市場可產生3個基本好處：A、減少DBS頻率

的重複使用，使新的EchoStar在頻率使用上更有效率，進而提供消費者更多新
型態服務，如HDTV或VOD；B、結合後將可有效節省成本支出，並將此反映
到消費者端；C、由於前兩項的因素，也將會使得新的Echostar比原來任一當
事人，更可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對象。而FCC針對上述3點理由，認定如
下：

(A)新型態服務產生
對於第一點，由於當事人係以結合前後的現金流作為比較，證明結合

後能提升效率。但FCC認為(a)此僅是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而與公共利
益無關；(b)當事人忽略了結合後的新公司因為有較多的頻率，所以
使用上可能會比個別公司更來的無效率，尤其是結合後的公司因為掌

握了更多的頻率將會使得頻率的邊際效益下降，進而影響公司減少使

用新的或更有生產力技術的誘因，故當事人有舉證的必要；(c)FCC認
為當事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可證明他們所宣稱要推出的各種新服務可

以達成，故不採納。

(B)成本的節省
當事人宣稱結合將會因行銷及購片成本的下降導致每增加一個顧客所

需單位成本（SAC）下降，此外也宣稱結合後將採購超過3千萬台機
上盒，且因規模經濟的關係將可減少每盒的售價，故認為上述皆屬於

結合所生的利益。但FCC認為當事人必須證明此售價的下降係因公司
結合後因其自身需求增加所導致機上盒單位成本的下降，而非因該整

體產業本來對機上盒的需求就有所增加而導致，亦即必須此成本的

減少是完全因公司結合所致才能算是結合所生利益。此外，申請人所

舉的成本節省分析是以商業模式分析，而非採取係爭成本減少將導致

社會剩餘增加的社會福利分析方式，故無法估算是否能平衡因結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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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反競爭弊害。而就當事人所提的分析方式，FCC認為當事人所舉
的部分效率提升並不代表真正的成本節省，而僅是社會剩餘的轉移，

故不會增加任何社會福利，例如其所提出的SAC減少僅是減少現行狀
況下DirecTV與EchoStar提供零售商或新客戶對於設備費或安裝費的
補貼，而這樣的補貼減少意味著零售商或消費者必須負擔更多一點費

用。

FCC強調，成本考量部分最重要的在於是否當事人間可以因成本的節
省而導致價格的下降，以彌補市場上競爭的減少，而並不僅是考慮結

合後的企業是否本身達成較低的成本結構。

(C)增加與有線電視競爭能力
當事人認為DBS服務頻率使用的無效率導致EchoStar與DirecTV無法
有效的與有線電視系統形成競爭，唯有透過結合才可達成有效率、降

價的競爭。反對者則認為DBS服務現在便已有足夠能力與有線電視系
統競爭，此可從DBS的訂戶成長率從2000年到2001年間便達24％，而
同時期有線電視僅成長了1.9％得知。
FCC認為從競爭市場挑選出勝利者或失敗者並非其任務，進而不贊同
結合後DBS市場占有率的提升可被視為公共利益的一種。且正如其他
反對者所述，DBS服務在相關市場占有率與有線電視相比，不但具顯
著的成長性，亦無證據顯示此成長力道將會停止或顯著下降，因此

FCC不認為當事人在此的陳述具有說服力。

二、歐盟及英國之結合案例

（一）結合管制決定權責劃分

1.歐盟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下現有23個總署

（Directorates-General）22
，而有關通訊傳播事業跨國管制的權責機關則是競爭

總署（DG Competition）與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DG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藉由兩單位的合作，一方面確保各國法令及管制能符合歐盟所發布
相關電子通訊網路指令的規定而促進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競爭總署也必須依照

歐盟條約（EU Treaty）規範處理限制競爭或濫用市場地位的問題。

22 http://eui.lib.tku.edu.tw/eudoc/org-eudi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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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通訊傳播領域的跨國結合、限制性契約及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時，

競爭總署會藉由歐盟競爭合作平台（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23
及

歐盟管制機關小組（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ERG），分別與各國競爭機關
及各國通訊產業主管機關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歐盟在審查結合案件時，執委會將依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8條規
定，若發現結合有產生或強化市場顯著地位，而妨礙共同市場之有效競爭時，

應禁止該結合。同樣的，若結合事業為必要的修正或執委會在其決定中附加條

件或義務，而除去該競爭不利益的效果時，執委會仍應宣告該與共同市場相

容。

2.英國
英國2002年通過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改變了以往的結合權限

機關與審查方式。首先，該法下大多數結合案件的決定權限移至公平交易

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以及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兩獨立公法人，而商業企業暨管制革新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 Regulatory Reform, BERR）部長（以下簡稱部長）僅在部分特
別案件時才有決定權；第二，結合的評估將從以往廣泛的公共利益原則改為

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petition, SLC）24
。原先公共利

益原則需考慮許多問題，例如對就業的影響和產業分配等問題，企業法取

消了公共利益原則而改採SLC原則，一方面與美國及一些歐盟國家的法制看
齊，另方面將更為「可預測、透明而且簡化」（predictable, transparent and 
streamlined）25

。OFT與CC分別依照企業法規定，於2003年公布了「結合實
質評估指引」(Mergers:Substantial Assessment Guidance)以及結合參考指引
（Merger Reference: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linces）。兩單位於2008年4月
共同發布一份對於結合分析與評估的檢視報告

26
，向利害關係人徵詢意見，作

23 此平台的建立主要係讓各會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在面臨涉及歐盟條約第81條及第
82條適用之案件時，可以有彼此對話與合作的環境。歐盟競爭總署與各國競爭主管
機關在此平台下共同合作，以確保事業在進行跨國經營時仍能符合歐盟競爭法的
規定。其合作事項詳見：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ecn/more_details.html
（最後點閱時間：97年10月13日）。

24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007, 43.
25 同前註。
26 Merger Referenc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CC2, Competition 

Commission：http://www.competition-commission.org.uk/rep_pub/rules_and_guide/pdf/
CC2.pdf（最後點閱時間：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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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往後兩單位間發布單一結合指引文件的參考。

(1)一般結合管制
事業在進行結合時沒有通知公平交易局的義務，但是許多事業仍會在事前

尋求公平交易局的同意。當事業的結合公開後，公平交易局基於監督市場的職

責應該會對此有所知悉。一旦知悉，公平交易局就必須確認該結合是否會實質

減少競爭，而有必要將該結合案移送競爭委員會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27
。

(2)媒體結合管制
傳統上英國對於新聞報業的結合採取比一般結合較為干預式的管制，因為

這種結合會特別引起與媒體多元性有關公共利益的強烈關切。2003年通訊法就
媒體（特別是新聞報業）結合所規定的管制方法雖然就是2002年企業法的一般
結合管制方法，但是第375條在企業法增加了五項新的「媒體公共利益考量」
（media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部長可據以介入干預媒體的結合。依
據企業法第58條（2A）-（2C），這五項公共利益考量是：真實呈現新聞的需
要、自由表達言論的需要、新聞報紙觀點充分多元性的需要、控制媒體企業人

士多元性的需要、在英國各地享有廣泛種類廣播的需要，以及新聞媒體主導人

士真正致力於達成廣播目標之需要
28
。依據企業法第59條（3C），當結合的媒

體一造當事人在英國或其相當部分有25％市場占有率時，部長可以發出特別介
入通知（special intervention notice）。
（二）結合案例

在歐盟通訊傳播結合案例中，主要發生的案件類型為行動電話事業間之跨

國結合，此等案件因欠缺水平的競爭關係，大都無爭議甚至不用附條件通過。

惟競爭總署於2006年就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有深入的探討，該案極具指標
性而有介紹之必要。至於英國的BSkyB與ITV案因涉及電子媒體結合，而由競
爭委員會另外適用2002年企業法之特別規定檢視亦值得我國關注，故就上述兩
案摘要如下：

1.T-mobile與Tele.ring案之分析
(1)當事人介紹

T-Mobile是奧地利的固網與行動通信營運事業，在行動通信部分建有包括
2G/GSM與3G/UMTS的網路並取得2G與3G執照。另外，T-Mobile的母公司即為
在全球電信市場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Tele.ring也是

27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17.
28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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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固網與行動通信的營運事業，行動通信部分同樣具有2G與3G的執照。
(2)事實過程

T-Mobile為實質控制Tele.ring而欲向其唯一股東購買其全部股份，此已符
合「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3條(1)(b)規定的結合態樣，依照第4條規定必須先
申報執委會。

2006年2月，執委會通知當事人其初步反對的立場，而當事人立即分別書
面回應並增加其自願承諾事項，例如移轉Tele.ring的3G頻率及基地台予其他
競爭對手。執委會認為此將能有效降低妨礙競爭之疑慮，故於2006年4月依照
「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8條(2)規定，同意當事人在附加條件後之結合與共同
市場相容。

(3)競爭分析
執委會在此案中針對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接續批發市場(wholsesale 

market for call termination)、國際漫遊批發市場分別進行討論，並將焦點集中在
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的競爭分析：

(A) 競爭者與市場狀況
在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中共有4家2G的業者，分別為Mobilkom
（奧地利電信的子公司）、T-Mobile、ONE與 Tele.ring，這四家
同時也有3G的執照。除此之外，2003年市場上又新增一家僅有3G
服務的事業H3G，惟至目前為止，該事業的3G涵蓋率僅有全國的
50％。
執委會在此案中依循先前慣例並不對2G或3G用戶再作細部區分，
因為2G現行的服務內容都可在3G網路中提供，更重要的是奧地利
的主要行動通信事業（包括當事人）都同時提供2G及3G服務，導
致業者也無法區分其用戶使用的網路狀況，尤其在部分3G訊號無
法涵蓋的區域更需要2G的網路來提供服務。

(B) 非共謀效應(Non-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在市場調查後，發現若Tele.ring被實質控制後，市場上將僅
剩兩家大型 （Mobilkom和T-Mobile），一家小型（One）和一家
微型（H3G）規模的行動通信事業。從幾個面向加以檢驗後，發
現此將使得該市場產生「非共謀效應」。

a. 市場占有率分析：
從趨勢來看，tele.ring近幾年來的營收是不斷的上升，甚至達到



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2

3倍。相反的，Mobilkom與T-Mobile在同時期則是漸漸失去市場
上的顯著地位。因此可說tele.ring是市場上唯一可以帶給兩家大
型業者競爭壓力的事業。

b. HHI指數
從結合前後可以發現HHI指數將高於之前歐盟理事會通過的
「水平結合指標」（Commission’s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29

，因此在結合後將會形成

高度集中市場，而對市場帶來巨大的變化。

當事人則是反駁奧地利行動通訊市場的HHI指數相較於其他歐盟
國家已經相當低，且認為HHI指數的高低仍需要以產業別來判
定，例如行動通訊產業因為本身受限於國家對於執照張數的限

制與投資網路建設的高成本，本來就會比一般產業來的高。執

委會對此雖加以承認，但認為本案是否許可應僅就歐盟結合相

關規範來決定，至於奧地利應有幾家行動事業屬於管制機關的

問題而非本案重點。

此外，當事人另認為結合後將會使得頻率使用更有效率，也代

表了可以降低其不論是基地台或是網路更新的建設成本。執委

會則是以「水平結合管制」所謂結合後對社會帶來利益，指的

是邊際成本的降低而非固定成本的降低，由於當事人所提的效

率主要都在固定成本的降低，故與規定不合。

c. 服務提供者的轉換
從市場營收分布可以發現，有許多T-Mobile與Mobilkom流失的
客戶紛紛轉入t ele.ring，因此可以知道tele.ring對於前兩大業者產
生強大的競爭壓力。

d. 市場價格的發展
從2002年至2005年的資料顯示，tele.ring是市場上最活躍的事業
並且在訂價上 成功牽制住前兩大業者，故執委會認為其為不同
意見者（maverick）。

e. 誘因架構（incentive structures）

29 OJ C 31, 5.2.2004, p. 5, paragraph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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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架構指的是事業有誘因利用更為積極的訂價策略去吸引新

的顧客使用其服務，而是否有此誘因又往往取決於既有顧客群

規模。因此新進業者會積極的吸引新客戶進入以回收之前的網

路投資及營運成本，這也可以解釋tele.ring與H3G的營運策略。
至於已有顧客群規模的大型業者，由於採用此種促銷將會減少

獲利且對原先顧客不盡公平，故較無誘因為之。在此結合案通

過後，不僅將會使獨立的營運者tele.ring退出市場，而且也會使
T-mobile有更大的顧客規模致使其更無意願從事促銷以吸引新客
戶進入。

f. 全國網路涵蓋率
此部份將會影響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特定事業之服務，不過在

此結合案中因T-mobile與tele.ring都已有幾近完整的涵蓋率，故較
無影響。

g. 網路容量
充足的網路容量是對既有客戶提供服務的必要條件，也是吸引

新客戶的誘因之一。網路容量的大小則是取決於可用頻率與基

地台內頻寬的大小。而在當事人結合後，結合後事業的網路容

量將會滿載，導致市場上除了僅剩一家事業還有網路容量可吸

引新的客戶外，其他事業雖然理論上還可擴充其網路容量，但

都會因網路建設成本關係，而無誘因以較低較格吸引新客戶。

當事人則提出數據說明在結合後，其他競爭者的網路還可以有

10％的容量，故若當事人提高其價格，將使用戶轉而可選擇其
他競爭者。執委會則是強調價格訂定以及吸引新用戶與網路容

量並無關聯，而主要是與用戶規模有關。因此其他競爭者有多

餘的容量並不代表其他競爭者必然會以促銷方式犧牲原有利潤

而吸收當事人的客戶。總之，執委會認為此結合將會導致市場

上的網路容量全面性的減少，而對於市場上的競爭將有相當的

影響。

h. 結合後其他競爭者所扮演的角色
執委會檢視市場後，發現因無可用的頻率以及市場進入門檻過

高，奧地利內並無潛在的市場進入者，且其他小型的競爭者也

無法在短時間內彌補原先tele.ring在市場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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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le.ring未來的發展
在此討論的是若tele.ring未與T-Mobile結合的話，其未來的發展
狀況。當事人認為就中長期來看，tele.ring都將不會採取積極的
促銷策略搶占市場，因為tele.ring現有的顧客規模已經達成一定
程度，且tele.ring以往可收取較高的接續費現已被主管機關要求
調降。執委會則認為從tele.ring內部的營運計畫可發現該公司預
計在2006年-2009年顧客仍會持續成長，且因其預估整體行動通
訊市場的成長將會低於tele.ring的用戶成長率可知，tele.ring應
仍會採用積極的促銷策略吸引其他業者之用戶。至於接續費調

降的部分，執委會則以過去tele.ring也有接續費被調降的案例說
明，此不足以代表該公司將不會採取積極訂價策略。

j. 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此結合案將會使得市場上極具不同意見力

量的獨立業者消失，而造就兩個規模相當的大型事業，對於競

爭及最終消費者的價格都有不利的影響。而這樣的結論也與

歐盟的「水平結合指標」相符，即有些事業在市場上的影響力

遠大於其占有率，故此類事業的結合將會造成顯著的反競爭結

果，特別在該市場本來便屬於高度集中的情況下。

(C) 共謀效應（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認為此結合案確實有可能因競爭壓力降低所導致價格上升

等共謀效應。惟基於當事人自願承諾事項，執委會認為將可以化

解共謀效應及非共謀效應的疑慮。當事人所提出的自願承諾包括

了將tele.ring的3G頻率與行動基地台賣給H3G。
2.BSkyB與ITV結合案之分析

(1) 當事人介紹
BSkyB是英國與愛爾蘭主要的數位衛星電視播送平台營運者，除在本身平

台播送運動、電影、新聞及其他娛樂頻道外，也將這些頻道批發授權給其他有

線電視系統平台營運者播送。雖然在BSkyB所提供的頻道中有三個免費頻道，
但其主要的營收來自於付費電視的訂戶月租費。此外，新聞集團憑藉其子公司

News UK Nominees Limited持有BSkyB的39.14％的股份，而在BSkyB的董事會
13席董事中占有3席。 

ITV則是英國近50年以來最大的商業廣播電視台，其本身製作的免費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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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透過無線的類比或數位訊號、數位衛星電視平台播送。其製作的內容主要

是針對英國主流觀眾所設計的輕娛樂節目及戲劇節目，2005至2006年度營收為
22億英鎊，其中有四分之三是來自於廣告收入。ITV另外持有40％的ITN（ITV 
News）公司股份，該公司專門製作電視新聞節目。

(2)本案事實過程
基於ITV在歐洲電視製作及資產上的重要地位，BSkyB在2006年11月17日

宣布將以6.96億英鎊收購ITV 17.9％股份。2007年2月26日，BERR認為此案對
於公眾利益有所疑慮，依據企業法第42條而向OFT發出介入通知，又因為此案
涉及媒體的結合，BERR亦請其依同法第44A條準備初步報告，說明結合對於
公眾利益的影響。

BERR在收到OFT及Ofcom的報告後，認為此結合案將有可能減少實質的
競爭，故於2007年5月決定提交至CC審議。CC於同年12月所作的最終報告中，
認為此結合案對於免費電視市場或付費電視市場都有實質減少競爭的結果，而

對公眾利益有不利影響，並進而提出了分散BSkyB股權之建議，BERR最後採
納CC的建議，於2008年1月作出與CC建議一致的決定。

(3)競爭分析
因本案涉及媒體間的結合，故除了判定此結合案是否減少實質競爭外，依

照企業法第58條(2C)(a)規定下，CC尚須確保英國境內的媒體企業股份能分散
在足夠多數的持有者。在本案中，CC分別就視聽服務（audiovisual）、廣告服
務及全國性電視新聞頻道是否減少實質競爭進行探討，另外也在股權分散部分

判定是否有符合企業法特別要求之規定。值得關注的是即便BSkyB擬持有ITV
的17.9％股份，但CC認為這些股份在不同業務上所能發揮的實質控制力並不相
同，以下分述之：

A、視聽服務
(A)競爭者狀態
除了英國國家電視頻道事業BBC、Channel 4和5兩家商業電視台，
還有幾家付費電視系統營運者，例如Virgin Media（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BT Vision與Tiscali等事業(皆係利用電信網路)。而從市場
調查可知BSkyB與ITV在市場上都是重要的競爭者，至於BBC，受
限於其帶有政府公共的地位，即便也會因此結合案而受到競爭上

的影響，但不會與其他追求利潤的商業電視台為相同的反應。

(B)結合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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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時競爭狀態
本案中，CC認為BSkyB所持有的特別優先股份將可以影響到其
對於ITV有關策略性發展的投資方向，故對ITV具有實質的控制
能力已如前述。鑒於免費電視對付費電視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以

及ITV在免費電視又占有重要的地位，CC認為BSkyB將會有誘因
去影響ITV與BSkyB的競爭策略，或降低其競爭誘因。在此CC列
出了幾種可能發生的影響決策：

(a) Ofcom的研究發現在電視服務市場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內容，因
此BSkyB可能會影響ITV有關於節目製作的策略與原先承諾。
雖然ITV之前董事會有承諾將加強內容方面的投資，但隨著廣
告收益的逐年下降，股東多持反對意見。在結合案後，不論

是基於競爭者的心態或是股東的心態，BSkyB都有誘因串聯
其他股東繼續反對節目製作的投資，而使ITV的節目不足以威
脅BSkyB。

(b) BSkyB將會影響ITV在有關高畫質電視或其他需要額外頻率的
投資案。Ofcom正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升級現有的數位無線電視
平台，讓最多4個高畫質電視可以在此平台上播送。之前ITV
已與其他免費電視頻道共同簽署備忘錄聯合取得高畫質電視

頻道，而BSkyB卻認為ITV在數位無線電視平台上推出高畫質
電視並無法回收其投入的成本，因此BSkyB將很有可能去影
響其他的股東，阻止ITV籌措資金標取高畫質電視所需的頻
率。

總結來說，CC認為此結合案將會使得整體電視服務市場少了其中一個可
制衡BSkyB的競爭者ITV，而其他免費電視競爭者在無法彌補ITV重要地位的情
形下，將會實質減少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競爭。

b.未來競爭狀態
CC也同時思索如果未來ITV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時，對於BSkyB
的影響。既然付費電視服務彼此之間的替代性較免費電視來的

高，那麼若ITV未來是有可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的話，則此結
合案將帶來負面的競爭影響。ITV進入付費電視服務的選項可能
為：(1)與另一家付費電視業者結合，而強化該業者之競爭力；
(2)將其部分頻道改為付費電視頻道；(3)成為付費的播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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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缺乏強烈的證據顯示ITV將會發展付費電視服務，或是強化其
他競爭者所提供的付費內容，因此CC認為在未來競爭狀態的考
量下，此結合案並未會引起實質競爭的減少。

B、電視廣告服務
(A)結合的影響

ITV是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中最大的服務提供者，其市占率約達42％
至47％。在此市場主要的疑慮是當事人雙方可能合作共同提高電
視廣告的價格，或是交換彼此間的資訊。雖然CC認為BSkyB對於
ITV具有實質影響力，但其卻認為17.9％的股權並不足以進一步
的導致營運上的控制或整合，也不認為雙方的廣告代銷商會有進

一步整合的可能。至於雙方交換價格資訊部分，由於ITV在2003
年時曾經另外受到主管機關課以與廣告主間的契約重新檢視權

（Contracts Right Renewal）的負擔，使其不得調高所屬ITV1頻道
的電視廣告價格，故ITV應會與BSkyB間維持一定的區隔。至於
ITV其他的數位頻道，如ITV2、ITV3與ITV4，由於在市場上的占
有率並不高（至2007年時收視戶數約1百萬人），故如其與BSkyB
有共同提高電視廣告價格的行為時，則廣告主很容易可轉換其他

頻道購買廣告。

雖然利害關係人提出幾種BSkyB與ITV結合後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
場的可能影響，例如搭售廣告時段或是掠奪性訂價等手段，但CC
認為此都並不明確，或是以BSkyB僅持有17％的ITV股份尚不足以
達成此效果，故認定此結合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並不會帶來實

質減少競爭之效果。

(4)股權分散多元性（Plurality）
企業法第58條(2C)(a)具體規定了媒體事業結合所需特別考量的事項，並將

此列為公共利益之一，即「媒體企業的股權分散多元性，是任何在英國境內或

是附屬於英國的區域內觀眾應有的需求」。由於並沒有任何法規對於多元性有

著清楚的定義，於是在本案中，CC對於如何解釋股權分散多元性有相當大的
解釋空間。在參考了Ofcom的意見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說法後，CC此時已不侷
限於以競爭法的角度來看待此議題，而探求企業法第58條及第58條(A)立法原
意以及相關體系解釋，最後將多元性範圍侷限在新聞內容的探討，此部分最後

的結論與本研究較無關聯，故不再詳細介紹，惟此種特別法規所定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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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並由競爭機關為認定，似乎可使相關結合管制上的判定更為全面，值得未

來進一步探討。

(5)矯正手段
由於本結合案將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CC初步提

出了三種矯正手段，包括了(A)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再予以出脫，而回
復到未結合的狀態；(B)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部分出脫，而使BSkyB無
法達到實質影響ITV的程度；(C)除了要求出脫部分股份外，另對BSkyB進行行
為管制。最後CC決定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
董事會占有席次，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參、我國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管制現況與檢討

一、現行法律規定

（一）產業管制法

1.電信法
有關結合之規範，電信法第15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先經交通部核准：三、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相互投資或合併。」第二類電

信事業管理規則第12條之1「經營者與經營者或非經營者合併，應於合併前與
合併者共同檢具合併事業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前項事業計畫書應包括

下列事項：一、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二、營業項目及區域。三、股東會議紀

錄及契約書。四、用戶權益保障措施。五、預定合併生效日。六、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

2.廣電三法
至於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對於事業間之結合並

未有特別規範，惟事業間可能將會因結合而有事業營運或董監事的變更，在此

部分則有義務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3.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
通訊傳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96年12月20日報行政

院轉請立法院審議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以下簡稱通傳法草案），其中也有關

於通訊傳播事業結合的規範。然而通傳法草案已遭第二屆通傳會委員擱置，故

其中結合管制規定之檢討並無實益，爰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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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易法與相關規範說明

1.公平交易法及相關行政規則
公平法第11條對於結合之門檻定有標準，至於許可與否的標準則是規定在

同法第12條「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另外，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中則是對於公平法第12條提出了較具體的判斷標準。
2.相關規範說明

(1)有線電視規範說明
1993年有線廣播電視法公布後各區有線電視的蓬勃發展及衍生之斷訊亂

象，首先開啟了公平會對於通訊傳播產業競爭秩序之注意。公平會於1996年公
告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

「有線電視規範說明」）
30
，其中涉及結合行為之部分，公平會首先認為因有

線電視節目不僅已成為民眾資訊來源之重要管道，且現行有線廣播電視51個經
營區中，多數經營區係屬於一區一家或一區二家之情況，因此有必要對於此種

產業特性審慎考量。 
其次，公平會認為有線電視垂直結合案件可能產生之利益包括：降低交易

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網路服務等等，惟相關利益是否

僅存在於結合事業內部，而對整體經濟利益並不具重大實益，則待進一步驗

證。另，有線電視垂直結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包括：可能導致有線

電視頻道供應者拒絕授權、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拒絕播出之差別待遇行為，

或藉此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而產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

鎖之效果；此種不利益雖非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若垂直結合事業濫用其統

合上下游市場之強大力量，確將造成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之嚴重傷害，為減

少此種不利益，並使結合行為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2條之要件，參與結合之事
業除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外，並應提出現行及未來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產

生之積極作法。綜此，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時，其能否將

垂直結合之利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將是公平

30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187.htm（最後點閱時間：
200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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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理之重點。

公平會除臚列了相關利益或不利益的判斷標準，並明確指出了其認為限制

競爭不利益明顯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情形，包括了：

A. 違背法規之限制：例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2條第3項所規定的頻道節目
數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限制、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條規定的
用戶數及系統數限制等。

B. 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
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

力，故其垂直結合案件，公平會將特別重視其具有市場影響力所產生之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

C. 相關主管機關意見：結合行為有高度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若基於產業
政策、行政管理、傳播文化政策或科技發展等事實上原因所必需，經由

相關主管機關敘明其理由，且表示其必要性者，公平會基於行政一體原

則，仍應衡量主管機關對該結合案正面支持之強度。」

(2)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於2000年公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電信規範說明」）
31
，臚列電信市場開放後各種競爭行為所可能

涉及公平法之議題態樣。其中涉及結合的部分，公平會闡述其首先將依照前述

之市場界定程序，分別定義出相關的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市場參與者，並計

算各市場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其次，分析市場集中度、參進障礙、垂直整合

程度及有無具可抗衡的買方力量等影響市場競爭程度的因素。最後，審酌項目

為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影響。所謂「整體經

濟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1)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
響；(2)是否有助於促進所屬市場之競爭；(3)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
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4)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力。
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1)對所屬市場之結構及

集中度之影響；(2)是否顯著減損所屬市場的競爭程度；(3)是否造成相關市場
之參進障礙；(4)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5)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
可能性增加；(6)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31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網站：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185.htm（最後點閱時間：96年12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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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公平會於民國91年1月31日針對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

（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及電子商務（E-Commerce），
決議通過「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四C規範，最後
一次修正為民國94年8月26日）」。依據四C規範第六點，公平會審查四Ｃ事
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時重點包括：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

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結合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結合是否有

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

際競爭力，並促進研發與創新；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各項目的之唯一手段；參與結合事業
將內部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四C規範比較未考慮到通訊傳播產業所涉及的
諸多面向，例如：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文化與言論的多元、資訊社會的

實現。

而公平會審查四Ｃ事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重點包

括：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集中度之影響；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場的競

爭程度及提高參進障礙；結合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結合是否會導

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水

平結合是否造成市場集中度的增加，增加的幅度有否造成結合事業對其他水平

競爭廠商的反競爭行為；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

否以其所增加的下游（上游）市場力量封鎖上游（下游）競爭者的市場；多角

化結合是否造成產品聯賣、搭售，以及不當的交叉補貼等濫用市場力行為。

二、我國對通訊傳播產業跨平台結合申請案之處理態度

（一）主管機關實務運作經驗

在2007年，鑒於數位匯流趨勢，主要的通訊傳播事業紛紛在企業組織上有
重要之變化，包括了三大外資進入國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MSO），以及中
華電信入主春水堂(內容提供服務者)、台灣大哥大與台灣固網、遠傳與速博等
跨產業之結合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面對此等結合案時，除對於外資進入

有線電視市場背後有所疑慮外，在其他行動與固網事業的結合案中，往往當事

人透過另設立子公司之方式，規避「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的結合規範。

比較特別的是，在台灣大哥大與泛亞、東信結合案上，由於當事人皆為第

一類電信事業，故有上述規定的適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該案上，另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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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管理規則之規定，就當初頻率核發時之立法意旨予以考量，符合上述

FCC之管制實務，惟在其他市場競爭方面之利弊論述卻相對薄弱。
（二）公平會實務運作經驗—寬鬆互見

公平會向來對於結合管制採取寬鬆的立場，到97年9月為止，只禁止過6件
結合申請案

32
。公平會附條件許可結合的案件近年有增加的趨勢，例如雅虎公

司取得無名小站100％股份結合案，公平會即附加下列條件：雅虎不得得用因
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網頁連結、電子郵件之接收

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不得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易

相對人不得與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不得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

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更、限制交易相對人與其獨家交易、或有妨礙他事業公

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雅虎公司與興奇公司結合案，

公平會附加的條件是：雅虎不得無正當理由，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
或開店之網路商店與參與結合事業（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差別待遇之行

為。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路商店，不得有不正當限制其
與其他網路資訊提供服務業者及網路購物服務業者交易、合作、刊登廣告，或

其他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在允許統一超商公

司擬與日本樂天株式会社合資設立台灣樂天市場公司經營網路購物平台，公平

會附加的條件是：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無正當理由就所提供之取貨付款

服務，拒絕供應或差別供應予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競爭者。

在電信結合案方面，公平會就台灣大哥大透過台信國際電信與台灣固網以

及遠傳與新世紀資通的結合案中，其決議內容均僅略為：「本結合案不致對市

場競爭程度產生實質減損之效果，且有益於整體經濟之利益……不禁止其結

合」
33
，至於是否逐一審查所列重點則不得而知。

雖然對於結合案件傾向寬鬆態度，但公平會在面對有線電視之結合案時，

則與上述有相當大之態度差異。公平會於有線電視規範中便認為，倘非基於地

域偏遠等現實因素，仍應儘可能維持一區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

獨家經營。實務上，「公平會」曾就台北市「新台北」及「麗冠」兩家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經營區域約為內湖、信義等區）所申請之水平結合案，認為結

合後將使市場內之競爭者家數變為獨家經營導致完全無競爭，此將限制存續公

32 97年4月24日禁止好樂迪與錢櫃結合，97年9月10日禁止統一及維力速食麵結合。
33 詳見公平會第805及第829次委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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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對於降低成本、從事創新與提升服務品質之誘因，因此決議禁止其結合
34
。

而就有線電視與頻道之間的垂直結合部分，2001年外資所籌設之「怡星」
公司擬以直接、間接投資方式，取得我國吉隆公司等10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股份逾3分之1，從而控制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因符合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
2款及第5款規定，而向公平會提出事業結合申請。此案於第1次審議時，公平
會認定被結合公司之主要股東的自然人或法人，亦投資於兩大頻道節目供應

商，故該結合在本質係屬「垂直結合」之性質。且認為此種頻道節目供應者與

系統經營者之「垂直結合」，則可能造成下游系統業者向上封鎖及潛在的系統

經營競爭者之市場進入障礙，故駁回怡星結合申請
35
。惟時隔不到8個月，怡星

於公平會改組後重新提出結合申請，而於民國90年6月獲得許可36
，公平會認

為本結合案如能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將可提昇技術及效能，有效降低營運之成

本，若能藉由營運成本之降低進而提昇對消費者服務品質，應有助於我國未來

有線電視產業之健全發展。惟2次的結合案中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是否大於總
體經濟之利益，係僅以單純從數據觀察，而未參酌結合前之客觀事實，仍不免

有失之空泛遺憾
37
。

肆、建議

一、採取美國FCC的分析架構、提出說理充實的評估報告

我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鼓勵其結合尚且不及，在此情形下，公平會歷來

採取寬鬆的結合管制標準，值得贊同，同時有必要檢討再提高目前結合管制之

門檻。然而對於真正需要管制的結合，公平會在分析架構及說理上不可以從

簡，而是有必要精益求精，以提高結合相關決定的科學性與可檢證性。公平會

前揭各項規範說明分析的結構不夠清楚，考慮的內容不夠充實。建議公平會前

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採取美國FCC的分析架

34 詳見公平會競爭政策通訊，第六卷第六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
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747.htm（最後點閱時間：2007年12月31日）。

35 (89)公結字第1086號，見公平會公報，第9卷，第11期（89年11月），第180-184
頁。

36 (90)公結字第557號，見公平會公報，第10卷，第7期（90年7月），第42-46頁。
37 針對兩次不同之見解之評析，參閱劉孔中、莊春發，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怡星有
線電視結合案評析，收錄於《新世紀經濟法治之建構與挑戰》，台北：月旦，頁
1115-113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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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增加考慮因素（例如舉出「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的具

體考慮因素），並像美國FCC一樣提出說理完整的評估報告。
美國FCC的分析架構是，首先對結合後的市場作結構分析，經過結構分析

後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則會再分析結合後事業之行為，以更進
一步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為分析則檢驗結合後特定市場中的水平

效果及垂直效果。水平效果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獨行為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

共謀或協調行為（歐盟及日本在結合管制上也重視分析事業結合後共謀或協調

的可能以及對市場之影響），後者是考慮包括廠商間達成默示同意的難易性

（資訊的透明、事業與產品的同質性、市場否有「搗蛋者」、科技進步）、欺

騙的誘因以及其他事業發現或處罰對方欺騙的能力。垂直效果則是檢驗參與結

合的事業，是否可因此結合而增加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

遇的能力或誘因。

二、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可以再增加

（一）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減少更能顯示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
減少更能顯示結合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在歐盟T-mobile結合案，執委會也強調
結合的社會福利指的是邊際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固定成本的降低）。究其理由

無非是重視邊際成本的降低可以直接導致單位產品或服務價格之調降而產生的

消費者剩餘福利，此點值得公平會納入上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

播產業規範說明」。

（二）其他網路相關因素及多元化因素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
利益：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加多頻道影視節目傳送（MVPD）的競爭、國家
安全、災難回復。在Nextel與Sprint結合案，FCC認為行動通信業者的結合可以
有助於其爭取固網業者的用戶，促進固網與行動通信業者間跨平台的競爭。此

外，在美國EchoStar與DirecTV及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兩個結合案，FCC
重視多元相異不同的媒體、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性、就業多元性、頻率使用

的效率、減少媒體集中。建議公平會將此等因素納入前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

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不可否認的是，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性等

考量，一般會以為超出「整體經濟利益」，但是此項公共利益已經規定在通訊

傳播基本法，公平會若加以考慮應該是符合該法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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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就確實有管制必要、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聽證會

在結合管制上，因為涉及許多複雜市場因素的判斷，主管機關比較周延而

且節省資源的作法，是利用社會各界的不同專業知識，請其就系爭結合案的利

弊得失提出意見，並在聽證會等公開的程序相互說明。美國FCC及英國競爭委
員會都有類似的作法，以FCC為例，在受理結合案件時，會先將其認為有爭議
的議題或待釐清的疑問整理出來，交由其「行政法專門委員」（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召開事實聽證會（evidentiary hearing），一方面給予當事人說明
的機會，另一方面請各界協助。英國競爭委員會在接到由Ofcom或公平交易局
移送的結合案件時，也會將有爭議或待釐清的議題作成「議題聲明」（issues 
statement）並公告，再交由「調查小組」（inquiry group）召開聽證會以釐清。

目前公平會的實務是以請各界提供書面意見為主，並視案件需要召開座談

會，並沒有進行行政程序法嚴格定義的聽證程序，利害關係人之間缺乏公開辯

證的機會，公平會也不受到行政程序法的拘束，沒有遵守固定規範的義務，使

得討論與辯論的嚴謹度打折。故建議公平會在提高目前結合管制門檻後，再就

符合提高後管制門檻、有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正式聽證會。

四、許可結合附加之條件

（一）宜注意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

在結合管制上，各國常見的作法是附條件許可結合，我國公平會近年來也

有相關的實務。然而公平會在附加許可結合時的條件時必須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九十三條的規定，因為附加條件是否構成其中所謂「附款」的「負擔」，在行

政程序法上是有其重要性，因為會影響到原許可結合的行政處分受廢止時得否

溯及既往失其效力，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5條之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
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

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如果公平會所附加的

條件只是一般性的禁止或重申公平法的條文規定（事業本來就有遵守公平法的

義務），是否能稱為，不無疑問。

就此而言，各國在附加許可條件時所考慮的因素有值得參考之處。例如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允許NTT-C與JSAT結合案時，因為當事公司JSAT之總合
事業能力提升，有可能對日本國內衛星專用服務市場競爭造成實質的限制，因

此附加不得差別待遇、不得共同採購、不得不當補助、不得進行共同行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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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體條件。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發現在BellSouth的經營區
內主要僅有BellSouth與AT&T有能力提供特別接取批發服務（類似於我國的專
線業務，主要提供新進電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哩時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

企業用戶零售服務，或是作為連結兩電信事業間網路之用），將線路直接鋪

建至建築物中，故以AT&T隨後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權，使其
他競爭者可提供特別接取服務為條件，允許其結合。在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結合案，FCC以當事人遵守（其原本不適用的）節目接取規則、節目傳
送（program carriage）、同意再傳送、在FCC同意結合後一年內完成DirecTV
與「DirecTV波多黎各」以及LCPR間實質性利益分割等為條件（FCC認為外部
的董事仍會怕得罪當事人而無法真正獨立），允許其結合。

在歐盟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執委會接受T-mobile將Tele.ring的3G頻
率及基地台賣給競爭對手H3G（網路覆蓋率不到50％）的自願承諾。在BSkyB
與ITV結合案，由於可能會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英國
競爭委員會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董事會占
有席次，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二）不適宜以「參與結合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為附款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貳、二（二）及四Ｃ規範說明，將「參與結合之

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作為管制結合時應該考慮因素之一。與前述各國

實務相比較，公平會這項見解可謂「獨樹一幟」。探究其原因，在有線電視規

範說明應該是說明貳二所揭示有線電視的獨寡占市場結構與超額利潤，然而收

視戶沒有充分選擇機會是有線電視主管機關將有線電視市場分割為五十一個經

營區，以及市場規模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並非個別事業的力量或行為所能改

變，所以要求結合事業「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以改善「收視戶並無充分之選

擇機會」的問題，恐怕是開錯藥方。其次，以「內部利益外部化」將有線電視

業者的超額利潤「退租」給消費者，固然符合實質正義，但是等於是代替有線

電視主管機關通傳會承認其有線電視資費管制失靈，有違「機關間忠誠及協力

義務」，而且也欠缺法律依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行不得也。再就四C產業
而言，要求結合事業「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就更欠缺任何正當性，難道是

任何四C產業都有超額利潤？最後，到底什麼才是公平會所接受的「內部利益
外部化」作法，非常不透明，可能成為結合管制上最不確定因素。故學界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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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公平會應該將之刪除
38
。

五、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

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經第二代行動通訊、1900兆赫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固
定通訊、第三代行動通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及瓶頸所在設施之開放，雖然在

行動通訊形成三家網路及寡占但相當競爭的局面，但是在最後一哩、同時也

是最關鍵的網路建設上，仍然是一家獨大的困境，市場上沒有任何替代性的網

路，每一家業者－不論第一類或第二類－都必須直接間接使用該獨占網路業者

的網路元素，而淪為為其打工的無奈狀況。在短、中期想要寄望電信業者對獨

占網路業者形成新的競爭壓力，幾乎不可能。突圍的唯一方法似乎只能寄望

於，有線電視事業利用已經接到用戶的最後一哩網路及已經建立的收費機制，

升級為全國性替代網路，這也是美國發展的模式。反應在我國的是，有線電視

業者開始數位化以便提供電信服務及比MOD更多樣的服務、電信業者開始與
有線電視業者跨業合作或收購之。可以預見的是，有線電視業者間的聯合（例

如機上盒共同規格）與結合行為會增加、強度也會加大（例如進一步共同採購

機上盒），公平會雖然不是通訊傳播產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以事前的

政策工具引導或協助此項發展趨勢，但是在聯合與結合行為的管制上，應該可

以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對網路獨占業者

以外的業者採取比較寬鬆的管制立場。

六、建議訂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前述四種規範說明，以四C規範說明涵蓋的範圍最廣，但是仍然不
包括傳統意義下的廣播，因此也就不能說明四C產業與廣播產業互跨時應如何
適用公平法，因此有加以擴充的必要。擴充的方式可以是將前述四種規範說明

合而為一，並仿通傳會「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取名為「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

明」。一部涵蓋所有通訊傳播產業的規範說明，在前述各國法制上未見前例，

但並不能因此即斷定不可行。其優點是可配合數位匯流的大趨勢，排除前述四

種規範說明之間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電信法語廣電三法仍然晉渭分明的現況

下，通傳會對於如何審查電信與廣電事業的結合可能因為無法可循而不如何處

理，能由公平會依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處理。此種規範說明可能缺點

38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004，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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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忽略在邁向數位匯流的過程中各事業的差異性。但是綜合而言，本研究仍是

建議公平會制訂「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及早點出數位匯流的趨勢以及可

能面臨的競爭法議題，而在通傳會舉棋不定之際，發揮引導產業的功能。

七、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的分工

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上應該如何分工，各國有不同的

作法，美國FCC與司法部一方面有許多合作，例如共同制訂水平結合準則等，
另一方面在通訊傳播產業結合管制上所考慮的面向，FCC所考慮的遠比司法部
來的廣泛；而英國的Ofcom與競爭委員會則有前後守備的明確分工，Ofcom若
認為事業結合有實質減少競爭之虞時，才將之移轉競爭委員會評估衡量。在決

定我國通傳會應該與公平會如何合作分工時，真正的關鍵因素是雙方適用之法

律何者較為周延？雙方人力的配備何者較為完整、專業？目前的情況是雖然通

傳會也有一定的結合管制的經驗（例如台哥大與台固、泛亞與台哥大、和信與

遠傳），但是其適用的法律不管是電信法或廣電三法，對於結合管制的標準、

考慮的因素及面向完全付之闕如，而且通傳會結合管制幾乎不附理由，這對

業者形成非常大的管制風險。在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修法遙遙不可及的現實條件

下，由公平會協助、引導通傳會共同做一次性的結合管制，也許是落實單一管

制原則比較好的作法
39
。

39 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範，頁12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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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范教授建得（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個人拜讀這篇大作後的感想，就如同主持人剛所說的，質量俱佳，相信未

來對於公平會在進一步擬定新的或調適既有的政策或是訂定規章上，都會有很

大的幫助。既然是擔任與談人的角色，我就提一些在這篇論文裡面，個人覺得

特別值得去重視的地方。首先，在談跨平台的問題上，我們過去有很多在談跨

領域或跨平台的文章，但都比較偏向技術層面在探討。其實跨平台的方式可以

分為技術或服務兩個部分，我覺得這篇是我初步看到針對服務及應受法規範的

行為主體來做跨平台定義的文章，這對於未來規範的執行者來講，是一個重要

的規範起始點。

第二點，就像剛剛維克在報告的，裡面有許多國外主管機關在真正實際運

作的過程與判斷標準，尤其對於歐美案例作了許多更新的分析，非常的綱舉目

張、很清楚，這對於未來公平會在日後實際案例的參考上會非常的有幫助。

第三點，這篇論文中有一個蠻重要、蠻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結合管制的判

斷基準。公平會在現有公平法規定中只談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

益，但這部分只有談經濟利益，至於公平會應如何或是否融入公共利益的考

量，我認為這篇文章中也有蠻重要的觀察，等一下我也會稍微就此談一下。而

這個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也導致等一下我在做我的參與討論的時候，會在這方面

多做酌墨。

再一個就是說論文也發現到了，未來在管制的分工上面，競爭主管機關與

產業主管機關應該怎麼調和分工，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最後，維克可能

來不及談到本篇文章在具體建議中，其實有一個蠻重要的建議，是在本文的第

32頁，談到有關於個案決定的實際層面問題，希望主管機關能豐富每個案件審
理決定書最後的內容。但是在這邊，相對的我可能會提出來，我們的公平會在

執法的時候，固然如能夠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與程序去作各項決定是很好，

但其實公平會已經是主動配合行政程序法的精神去做很多的詢問。如果期待公

平會也能像FCC在每個個案中動輒100頁的調查報告，我認為可能跟我們整個
法律不大一致。舉一個例子，在文章中所舉的案例裡面包括英、美，這些國家

都有權力要求檢舉人去負舉證責任，可是在我們的法制下，是不是有這樣的權

力其實是有問題的。在不存在相同的法律環境下，大部分的個案都是公平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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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調查責任，因此它只能夠請求當事人提出意見，但若當事人，比如說像檢舉

人，並沒有能力去完善我們法律程序上所謂的舉證責任的時候，公平會恐怕也

無法因此而無作為。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可能這個部分在未來提建議的時候，

可以有更符合台灣實際狀況的對應，將來在提具體建議的時候，可以再考慮一

下公平會現有的限制。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是在第33頁，有關於附限制條款這部分的評論，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具體的申論，尤其是談到市場進入障礙受制於法律的時

候的限制。但這邊我特別注意到的地方是，像對於本文在第21頁提出奧地利的
經驗，就有提到奧國處理的時候並不認為他們應該受制於媒體管制機關對市場

進入、市場結構的認定，我認為這個部分很有價值。在論述的時候，前後機關

應怎樣調和，且對於公營公用事業會有什麼影響？這個地方我認為是本文非常

有具體建議的地方，蠻值得再進一步討論。

至於在本文裡面，我另外想提出幾個問題，可以在後續再作進一步的釐

清。譬如像在21頁我剛剛提到奧地利這個地方，還有對應33頁我剛剛最後提到
的這個地方，也就是說公平會所關切的市場界定到底應不應該要將產業主管機

關，像台灣的NCC或者美國的FCC所界定的市場管制結構納入考慮，我覺得這
是一個非常好的命題。從本文來看的話，因為對公平會的競爭分析來講，市場

界定了、責任就界定了，那如果我們必須要考慮FCC或我們NCC的市場結構問
題，那某種程度上公平會想要論它的責任，大概也決定了一半了，所以這裡面

要怎麼去調和，後續可以再去談。

第二個是關於我們這裡面從第8頁開始有提到蠻多的，就是說剛剛維克這
邊在個案中所提到的聯合行為可能性。但是我這邊要提醒一件事就是說，我們

的聯合行為管制是沒有包括垂直的，所以我們今天要納入這個部分的時候，譬

如像說第8頁對有關批發服務默示勾結，或第9頁談到垂直效果的時候，或者是
回到我們本國論述在第31頁，談到我們的處分裡面涉及到是不是要注意到垂直
聯合隱含的可能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到國外的規範價值是否對應我們目

前聯合行為並沒有納入垂直聯合，還是說這個部分是我們應該要特別強調、去

對應19條第6款的非價格垂直聯合，或者它牽扯到第18條的垂直價格限制的問
題，我覺得在我們特殊的法律結構下，這點是必須要討論的。

至於說在第7頁的時候，我發現到本文有特別針對美國的固網問題及如何
對照於我國電信服務的背景論述做了說明，這部分有助於國內研究者理解國外

實務與國內的關聯性。有沒有可能在後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在論述完美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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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部分後，都能夠有一些對照於台灣的狀況說明。

再來進入到第13頁所討論的EchoStar案例，剛因為時間不夠所以提的時間
並不是太長，但我覺得這案子真的太重要了，因為此案的分析模式中，對於導

入公共利益政策應如何考量，與前面幾個案件的分析不一樣。在這個狀況下，

我要提出來的是究竟結合行為的準否要不要納入公共利益的考慮，在聯合行為

的管制部份第14條就有講到公共利益，可是在結合管制的條文中僅有提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那現在如果要納入公共政策的考慮要怎麼做？

這樣對第1條目的與第46條的關係又會是怎麼情況呢，尤其在文章中我們可以
看到，美國的案例中有涵蓋社會政策的部分，像民族、少數民族問題、有多元

性的公平問題，還有有關頻率的效率的問題，這個如果在台灣將會是NCC的職
責部分，這樣的政策我們是否有可能納進公平會所追求的政策目標中？我認為

這邊可能要稍微處理，它核心的問題在於公平會所關心的市占率問題，和我們

譬如說像NCC所關心的頻率、效率問題，這兩個事情應怎麼融合在一起去討
論，我認為這是後續重點。

再來就是談到，第19頁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論點，尤其是有關英國在新聞
業的這個部分，但是同樣的問題會出現就是說，我們怎麼納進去公平會的討

論，尤其這邊又牽涉到了言論自由的問題，這樣的部分是不是說在建議和審查

指標的時候，要有怎麼樣子的一個論述，可能未來研究結論上對此可以有一些

建議，所以我想要建議就是說，目前本文所提出來的這些方向，我認為都非常

好，尤其是論述的內容豐富、應該要涵蓋的東西我都覺得是excellent，但是有
沒有可能考慮一下公平會要回歸很基本的，就是我們論述的效益，或是我們講

說效能競爭的概念，我認為這幾個內容都可以對應到像配置效率、技術效率、

或者是公平的問題；再來在結合管制上，我們傳統的水平、垂直或異業（con-
glomerate），是不是也應該要想辦法能夠對應出來，讓公平會在操作上可以有
更好的方式。

最後我是覺得這個研究，真的在質或量都非常的傑出，也值得參考，我只

是提出一個從競爭法的角度、比較從市場管制的角度來切入。最後提兩個可能

需要注意的小問題，我認為在第2頁一開始在註解7的時候，那段和本文我認為
可以稍微再論述一下，就是市場與業務的種類區分，是不是必然不同業務就是

不同市場，我覺得有點怪；另外，第33頁裡面有提到，NCC揣測獨立董事可能
無法保持中立超然，我也覺得要不要這樣處理？尤其文章裡面都提到證據主義

的時候，這樣的揣測是不是恰當？讓我們的報告人、幾位先進參考一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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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個人的淺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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