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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佈建成本高昂，行動通訊業者將陸續締結各種網
路共用協議以降低佈建成本並提升服務提供品質，而歐盟電信及競爭法規已逐步確立
網路共用類型並建立競爭影響評估框架提供成員國參考。雖然我國電信管理法及競爭
法規鼓勵網路共用，惟網路共用協議市場競爭評估影響規制仍有待調整。本文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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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行動通訊網路共用競爭及通訊規管法制，亦釐清歐盟現行網路共用具體定義，再
依據網路共用協議類型盤點市場競爭評估框架，並針對5G網路佈建特性及歐盟監管實
務綜合研析，最後提出競爭法規調適建議。

一、前言與研究架構
世界各國為加速引進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已陸續開展釋照作業，惟鑑
於5G使用頻段及技術特性，行動通訊業者必須大量佈建5G基地臺始能提供服務，因
此，除獨立佈建外，業者間將締結各種網路共用協議（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
簡稱NSA），以履行執照覆蓋義務。
網路共用類型包含被動式共用（Passive Sharing）、共構（Co-location）、共站
（Site Sharing）、天線桅杆共構（Mast Sharing）、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無
線接取網路共用（RAN Sharing）、多業者無線接取網路共用（MORAN Sharing）、
多業者核心網路共用（MOCN Sharing）、頻率（譜）共用（Frequency/Spectrum
Pooling）、漫遊（Roaming）、核心網路共用（Core Network Sharing）及後端網路共
用（Backhaul Sharing）等，而不同NSA將對市場競爭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尤其行動
通訊市場之集中度相對較高，NSA除應符合電信法規，亦應受競爭法規範。
歐盟電子通傳監理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簡稱BEREC）於2019年6月發布「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共用共同立場
文件（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具體定義網路共
用類型，亦提供NSA與歐盟競爭法規調適方式。
而我國於2019年中旬三讀通過電信管理法，明文容許網路共用，而第一波5G釋照
已於2020年初落幕，電信業者陸續開始5G網路佈建，由於佈建成本高昂，業者間或將
締結NSA。因此，本研究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先決定欲研究
的主題後，再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含歐盟電信及競爭相關政策文件、法規、決定及文
獻等，進行摘錄並整理，再客觀地檢視與論證，有系統地歸納統整進行論述。同時輔
以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對於歐盟及我國現行制度進行比較研究，先
確立網路共用類型，再比較競爭法規與網路共用相關之法制，最後提出我國法規調適
建議。
在研究架構上，首先梳理歐盟行動通訊網路共用競爭及通訊規管法制，亦釐清歐
盟現行網路共用具體定義，再依據NSA類型盤點市場競爭評估框架，並針對5G網路佈
建特性及歐盟5G NSA監管實務綜合研析後，最後提出競爭法規調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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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網路共用定義及市場監管概要
（一）網路共用協議與一般競爭法
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簡稱MNO）獨立佈建行動通訊基礎
設施固然具有獨立基礎設施相關決策權，惟合資佈建及合資營運行動通訊設施更可
節省成本，且於行動網路使用率低之處進行網路共用，收益相對較高。而締結NSA
可於短、中或長期增強個別業者、合作夥伴或所有市場參與者市場力量，惟同時亦
可能成為競爭者（包含虛擬行動網路業者，即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簡稱
MVNO）市場進入或市場力量增強障礙。
依據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FEU）
第101條第1項，禁止締結限制競爭協議，而豁免事由載於同條第3項，故任何MNO間
所締結之NSA皆應先評估反競爭目的（Anticompetitive Object）及本條第1項中現行或
潛在限制競爭效果存否，而若存在限制競爭之虞，則業者應負構成第3項豁免事由相
關舉證責任。
（二）網路共用協議與歐盟電子通訊法規
依據2002年已施行並曾於2009年修訂之歐盟電子通訊規範架構（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Framework），各國應基於促進市場競爭、內部市場發
展貢獻及促進歐盟公民權益等目標監管電信市場。另於2018年12月20日實施之歐洲
電子通訊規則（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de，簡稱EECC）再次申明
促進競爭、內部市場及終端用戶利益等3項既存主要監管目標，此外，亦增加連接
（Connectivity）及接取超高容量網路等監管目標，並強調應納入基礎設施高效競爭
於市場競爭監管。EECC亦將促進新基礎設施佈建及現有基礎設施升級之有效投資與
技術創新列為重要監管原則，即應確保任何接取義務均須妥適考量投資風險，允許投
資者及尋求分散投資風險者之間進行各種合作安排，同時確保落實市場競爭與平等原
則。
為達成前開市場監管目標，歐盟電子通訊規範架構及相關指令（2002/19 / EC、
2002/20 / EC、2002/21 / EC及2002/22 / EC等）揭示多項監管手段，茲分述如下：
1.競爭法主管機關得於頻譜使用權增添如涵蓋範圍或品質要求等條件，以符合比例原
則、平等及公開透明方式達成監管目的。
2.若取得路權（Rights of Way）而設置被動式基礎設施，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強制被動
式共用。
3.競爭法主管機關應確保任何轉讓或累加頻譜使用權不會扭曲競爭，必要時得禁止任
何權利轉讓或附條件轉讓。因此，頻譜共用一旦涉及使用權轉讓，即皆須經競爭法
主管機關核准，且具有轉讓禁止或附條件轉讓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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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ECC亦揭示基礎設施共用監管手段，分述如下：
1.個別無線電頻譜使用權附條件：依第47條，競爭法主管機關為確保頻譜高效、最大
化使用及涵蓋範圍擴大，應為個別頻譜使用權附條件，例如：
（1）頻譜共用、被動式或主動式設施共用
（2）締結商業漫遊接取協議
（3）共同佈建（Jointly Roll-out）
有效及高效頻譜使用、涵蓋範圍增加及網路快速佈建對於人口密度較少之地區至
關重要。
2.市場分析評估：依第51、52條，授予、調整或更新頻譜使用權時，競爭法主管機關
應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有效競爭，避免扭曲內部市場競爭，並應以市場分析方法評
估措施採取必要性。如為協助新電信業者進入市場而強制開放漫遊，即存在市場分
析評估必要性。
3.強制共用：依第44條，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基於環境保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國
家規劃等考量，強制取得路權並設置基礎設施之電信業者共用基礎設施。
4.課予被動式共用或區域漫遊協議締結等義務：依第61.4條，競爭法主管機關僅於符
合以下情形時始能課予本類義務：
（1）區域性漫遊（Localized Roaming）或被動式共用應與倚靠頻譜使用之區域服務提
供存在直接必要性。
（2）任何企業皆無法公平合理地提供終端用戶可行替代接取方式。
（3）頻譜使用權授予時已明訂強制共用可能性。
（4）以市場導向佈建提供網路或服務基礎設施，惟受制於無法克服之物理或經濟障
礙，導致終端用戶難以或無法接取網路或獲得服務。
網路接取或被動式共用仍無法解決上述困境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得強制主動式共
用，且有義務於商業談判破局自行作成具約束力之裁決以解決紛爭。
綜合上述，EECC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新興重要監管手段，包含：於特殊情形強
制被動式或主動式共用，惟應優先考量強制被動式共用，而主動式強制共用或強制漫
遊為最後手段；得基於公益強制被動式共用。然而，不論何種強制共用手段，EECC
要求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強制業者共用前應詳細評估，且網路共用仍應遵循競爭法規。
歐盟部分成員國NRA（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NRA）有權依競爭法
處理NSA、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或單方行為（Unilateral Behavior）相關
市場競爭限制及扭曲爭議，惟主要仍交由競爭法主管機關、法院事後監管及競爭法
執法處理。然而，各歐盟成員國NRA為網路共用相關立法時應於特定情形下遵循競
爭法及競爭法評估方式，並將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
CJEU）形成之相關法理、歐洲競爭規則決策實務等納入考量，齊力處理相關市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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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網路共用類型競爭問題。
（三）網路共用協議潛在優劣
歐盟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簡稱BEREC）於2011年6月與歐盟無線電波頻譜政策小組（Radio
Spectrum Policy Group，簡稱RSPG）聯合發布「BEREC-RSPG行動或無線通訊網路
之基礎設施共用及頻譜共用報告（BEREC-RSPG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and Spectrum
Sharing in Mobile/Wireless Networks）」，闡述當時基礎設施共用類型，並提及基礎
設施共用協議一些潛在利益。BEREC嗣於2018年6月發布「BEREC基礎設施共用報告
（BEREC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Sharing）」，本報告針對30個歐盟成員國NRA蒐集
意見研析後闡述歐洲市場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共用特徵，除揭示共用協議主要源於商業
安排外，亦提及共用協議潛在優劣。
由於5G時代下基礎設施共用將更加頻繁，BEREC於2019年6月13日發布「行
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1

Sharing）」 （下稱共同立場文件），本份文件更新基礎設施共用協議優劣，茲述如
下：
1.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潛在優勢
（1）降低成本
多數歐盟NRA可以預期電信業者參與基礎設施共用動機為節省成本，至於節省成
本多寡多取決於網路設計及當時情境，故實際成本節省估算難以量化。NRA亦提及主
動式共用可比被動式共用節省更多成本，節省成本可能影響因素為：涉及之通訊技術
類型、基礎設施共用位置（市心或偏鄉）及共用實施時期（網路整合或綠地）等。至
於消費者權益保障上，一些NRA認為對業者不一定將成本節省回饋給消費者，除非存
在足夠誘因，然仍可能透過節省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以降價、提升網路涵蓋
範圍及服務品質方式回饋消費者。
（2）提升效率
依據BEREC-RSPG行動或無線通訊網路之基礎設施共用及頻譜共用報告，基礎設
施共用潛在優勢包含效率提升，尤其頻率重複使用可使尚未充分利用之頻譜釋出供用
戶使用，有助於頻譜資源有效利用。
而除前揭報告揭示共用得提升頻譜使用率及容量擴增外，一些NRA亦反應另一項
潛在優勢―行政效率提升，亦即得降低獲取建立網路必要文件相關成本及勞力。
（3）增加消費者之選擇權
1

BEREC, BEREC 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 (Jun. 13, 2019),
https://berec.europa.eu/eng/document_register/subject_matter/berec/download/0/8605berec-common-position-on-infrastructure-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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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報告聲明基礎設施共用於不損害市場競爭之前提下，即有益於終端用戶。此
外，依據NRA執法經驗及相關證據，基礎設施共用協議反而可以進一步保留一些地
理區域中服務導向競爭，乃因業者於共用情形下，可擴大營運範圍或於原區域繼續營
運，而於該區獨立佈建網路，反將造成巨大負擔且降低佈建及服務提供效率，惟此高
度取決於市場情境並仍存有市場競爭問題。
（4）促進公共利益
前揭報告稍加提及環保及健康安全亦屬共用協議之潛在優勢，惟調查結果顯示
環保優勢非處處皆同，端視各地類型，例如有保存必要之獨特景觀（國家公園及古蹟
等）及業者於基礎設施佈建時同時協助城鎮規劃之區域或可達成環保理想。共用協議
客觀上亦可減少能源消耗、碳足跡，為氣候變化應對盡一份心力。
2.基礎設施共用之潛在劣勢
（1）減少投資誘因或降低競爭能力
鑑於新投資產生服務收益（例如涵蓋範圍及網路品質提升）都可能與其他共用協
議參與者共享，因此共用協議可能減少業者投資自有基礎設施意願。而其他共用協議
參與者透過基礎設施共用獲益多寡因共用協議類型而異，惟於調整共用協議或可減少
此類影響，例如制定一套決策流程或運用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簡稱KPI），以確保持續投資自有基礎設施建設。
又於共用協議涵蓋範圍，參與者獨立競爭能力可能較低，而自有獨立核心網路以
提供服務之業者較有競爭優勢，尤其若於主動式共用情形限縮獨立設置主動式設備能
力，此等潛在劣勢將相當明顯。
投資誘因減少及競爭能力降低將同時減少終端用戶選擇權（包含於不同基礎設施
提供商間及於不同服務產品間之選擇權），此問題已於前揭2011年報告及BEREC基礎
設施共用報告（BEREC Report on Infrastructure Sharing）提出，對市場影響程度將因
共用情境而異。惟於廣闊區域，選擇於基礎設施共用協議中增加參與者網路建設投資
誘因，相較於1家業者必須自建全部網路，較能減少服務涵蓋提供成本。
（2）增加參與者間協商之必要
共用協議需要參與者間深度協商及至少交換一些資訊以合作佈建網路，存在默契
性聯合行為（Tacit Collusion）成立及競爭法違法風險。此外，共用協議可能因官僚主
義滲透共同決策過程，延宕佈建進程，與網路設計及演進相關之戰略層級或與網路實
際佈建相關營運層級皆可能受影響，進而減少網路佈建誘因。
又基於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整合兩個相異網路可能因協議參與者必須拆除站點及
多餘之設備衍生額外支出，即便可能透過共用協議獲利填補，然而對原自有網路業者
而言，締結協議仍具備此等潛在風險。
（3）主網路或站點需求增加可能降低網路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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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共用可能降低特定區域行動網路之總體彈性，如終端用戶遇到自身主機
網路無法使用時，將因存在較少獨立行動網路，進而降低用戶切換備用網路能力。又
於無線接取網路共用時，網路問題爆發時可能大範圍影響無數終端用戶，因此，此等
風險應於共用協議締結時納入考量。
（四）網路共用類型
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彙整並明確定義被動式共用、主動式共用
及其他共用類型，茲述如下：
1.被動式共用（Passive Sharing）
被動式共用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共同使用各自網路之被動元件（Passive
Element），又被動元件為未整合專供信號傳送系統且無法以任何方式轉換或處理電信
信號之元件，又名「無動力元件」（Unpowered Component），乃因被動元件通常毋
須接電，惟仍存在一些例外，例如空調為冷卻設備被動元件卻需要外部供電。此外，
被動式共用包含被動後端元件（Passive Backhaul Element）共用。
被動式共用包含共構（Co-location），共構係指業者共用同一位置（如屋頂
及基地臺站點等）裝設基地臺。此外，亦可共用桅杆、其他支撐結構（Supporting
Construction）、托架結構（Mounting Construction）或機櫃包含配套裝置（如空調及
電源等）達成共構。
共構包含共站（Site Sharing），共站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同意自有桅杆或其他支撐
結構裝設於同一地點，典型共站模式為各業者提供後端網路、自有桅杆、機櫃及主動
式設備。
共站包含天線桅杆共構（Mast Sharing），天線桅杆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同意使用
相同桅杆或其它支撐結構。
2.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
主動式共用（Active Sharing）係指兩家以上業者共同使用各自網路主動元件
（Active Element），又主動元件得產生、放大、處理及控制信號，包含許多不同類型
具有發送、放大、接收及解碼等功能之硬體及軟體。
天線先前已被分類為被動元件，惟因應技術進步，已產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由於主動式天線系統（Active Antenna System，簡稱AAS）已成為5G網路關
鍵元件，當天線（或天線陣列）裝設射頻單元（Radio Frequency Unit）如信號處理元
件及放大器元件時被視為主動元件。此外，5G及虛擬技術等創造新形態網路共用，如
建立特定服務共用網路切片（Common Network Slice）。
主動式共用包含無線接取網路共用，即兩家以上業者於使用自有核心網路前提
下，同意使用相同網路接取設備（含基地臺主動式設備及天線）。此共用類型可再依
業者是否共用相同頻譜區分成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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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設備共用且未頻譜共用：即多業者無線接取網路共用（MORAN Sharing），
各家業者終端用戶僅能使用該業者獲配頻率接取服務。
（2）所 有 無 線 接 取 網 路 之 要 素 （ 含 頻 譜 ） 皆 可 共 用 ： 即 多 業 者 核 心 網 路 共 用
（MOCN Sharing），各家業者終端用戶可透過接取網路中所有共用頻率以接取
服務。
主動式共用亦包含國內漫遊（National/ Local Roaming），即1家業者使用同國其
他業者行動服務，以提供該業者終端用戶行動服務。
3.核心網路共用（Core Network Sharing）
亦即業者同意共用自有核心網路，核心網路共用範圍可自連接核心網路元件之
數據傳輸環（Data Transmission Ring）延伸至核心網路元件本身，如本籍位置記錄器
（Home Location Register，簡稱HLR）之交換中心、加值服務（Value-added Services,
VAS）及計費平臺（Billing Platform）。
4.後端網路共用（Backhaul Sharing）
係指1家以上業者提供後端網路元件共用。若共用被動元件（如管線及桅桿）即
屬被動式共用；反之，共用數據傳輸網路元件則屬主動式共用。

三、歐盟網路共用協議評估框架
（一）一般競爭法評估框架
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水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2011/C 11/01）」，行動通訊NSA是否限制競爭評
估上，於短期競爭、中長期競爭及協調可能性等面向存在不同考量因素，茲述如下：
1.短期競爭評估：應考量行動通訊NSA訂定對消費者之影響，尤其消費者是否於基礎
設施共用協議實施後，仍得適當地行使選擇權以獲得利益。
2.中長期競爭評估：應規避須由協議參與者放棄單方面已預定之投資等不可逆投資
（Irreversible Investment）情形，且參與者除現有商業合作外，仍具備維持投資及自
主決策（含新站點佈建等）誘因。
3.協調可能性評估：應注意參與者間重大共同性變動成本或策略資訊交換，可能增加
基礎設施投資協調可能性或短期競爭。
行動通訊網路業者間訂定任何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時，皆必須檢視協議是
否限制自主決策權或限制互相競爭可能性。另外，共用協議亦存在反競爭封鎖
（Anticompetitive Foreclosure）隱憂。
如果NSA各參與者已被評估不具市場力量，則該協議未必限制競爭，惟相關行動
通訊市場通常高度集中，行動網路業者亦通常具有市場力量，因此限制競爭影響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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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何1家業者市場力量消滅或個案評估而徹底排除。
因此，共用協議限制競爭效果評估方式為：假設協議成立及不成立兩種情形後再
為比較與評估，並於評估業者獨立執行合作計畫能力時，應考量協議成立前各業者原
有基礎設施情形。
反之，若共用協議成立TFEU第101條第1項限制競爭效果，協議參與者欲主張同
條第3項豁免事由，則必須滿足本項所有要件：未消除競爭、提升市場效率、限制為
不可或缺及消費者得公平分享協議所生利益等。例如，參與者應舉證協議得促進技術
或經濟進步、商品生產或配送等利益足以填補協議競爭弊害。至於參與者必須佐以4
個事項證明以成立效率主張（Efficiency Claims）：各主張可能性及影響程度之本質、
各主張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協議與市場效率連結、可達成所主張之效率方式及時間。
（二）BEREC建議評估框架
依據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BEREC建議NRA依職權評估業者
間共用協議時點為：
1.主管機關準備釋照時：主管機關或NRA可能於授予頻譜使用權時，為特別針對有效
且高效頻譜使用、確保地方服務提供或競爭問題等附加條件。例如，主管機關為降
低新進業者市場進入門檻，或將評估引進暫時性漫遊義務；主管機關為實現高涵蓋
率，或將增添共用義務。惟於釋照時應將附加條件具體明確，並通知與徵詢利害關
係人意見。
2.主管機關、其他政府單位、電信業者或其他實體要求NRA評估時。
3.NRA應解決紛爭時。
4.NRA依國家法律得評估共用協議時。
NRA評估時應考量各種特殊情形，以確保未來NSA符合NRA監管目標且於任何情
形下均不違反競爭法。而當NRA評估基礎設施共用協議時，NRA應達成或維持至少以
下3項監管目的：
1.有效競爭：
（1）高效基礎設施競爭（Efficient Infrastructure-based Competition）：
EECC明確提及主管機關應追求高效基礎設施競爭，因基礎設施競爭可確保獨立
自主能力及保有各參與者投資誘因，進而佈建獨立網路，透過提供用戶更大利益（例
如擴大網路涵蓋範圍）或因效率提高衍生更有價值的服務，大發利市之願景除刺激投
資外，亦成為增建行動通信基礎設施之主要誘因。當協議參與者市占率越大，挖掘額
外客戶之投資誘因越小，又競爭壓力因共用協議縮小時，透過提供更好服務及增加投
資以維持現有客戶誘因越小。惟於行動通信使用率較低之地區，相較於電信業者各自
獨力佈建基礎設施，合資佈建及經營行動通信基礎設施除可節省成本，網路共用效益
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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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導向競爭（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除基礎設施競爭外，服務導向競爭亦相當重要。服務導向競爭包含服務提供價
格、頻寬、服務品質、數據量等市場競爭，如對新進業者而言，無法一開始僅本於自
有基礎建設即單打獨鬥，故可能需要與其他業者締結暫時性國內漫遊協議（Temporary
National Roaming Agreement），以獲得與既有業者相當之有效競爭技術及經濟條件，
始進入市場；又擴增額外涵蓋範圍可能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電信業者或將透過締結
NSA，共用基礎設施及形成一定經濟規模。準此，NRA於評估共用協議時，應確保參
與者間有效競爭及保障終端用戶利益。
2.優化連接：
（1）除擴大涵蓋範圍外，亦改進服務品質，包含服務連續性、吞吐量或其他關鍵性
能參數（如可靠性及低延遲等）。
（2）促進機器類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物聯網及網路切片發展；
管理生命週期長之服務或遺留技術，如使用GSM技術之e-Call接取等。
（3）依據寬頻成本減少指令（Broadband Cost Reduction Directive）降低高速電信網路
被動基礎設施佈建成本。
3.高效頻譜使用：
由於頻譜使用權稀缺，頻譜使用權獲得即為行動服務提供之交易市場進入障礙，
同時亦為電信業者網路擴建瓶頸，因此NRA應依法確保高效及有效頻譜使用監管目
標評估共用協議。為評估共用協議是否合於有效競爭、優化連接及高效頻譜等監管目
的，NRA常用「反事實分析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例如，與未共用情形相
較，比對以判定非經共用則無法達成之具體正面影響。惟反事實分析法非放諸四海皆
準，於NRA已施加被動式共用義務或1家以上共用業者將無法獨立網路佈建時，即可
能需要調整。
此外，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提供NRA於評估時應考量
之一系列參數，分述如下：
1.競爭市場力量演進（總體市場及非共用業者）
由於共用協議或將影響市場競爭，NRA應至少依據以下面向評估競爭市場力量之
演進。
（1）市占率或競爭力
若其一共用參與者原已因強勢市場地位獲益時，締結共用協議或將危及市場結
構，故NRA除審視共用協議是否不利於共用者間競爭外，亦導致共用參與者之一或全
體共用者強加商業策略於市場，對其他競爭對手產生進入市場障礙或網路擴建障礙。
（2）共用參與者數量
由前開面向可推知共用參與者數量及未參與共用業者數量皆為重要考量因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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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多數締結共用協議以共同做成基礎建設決策，而缺乏足夠強大外部力量來挑戰或
破壞，及對共用基礎設施參與者限制競爭。
（3）相關技術
共用協議包含愈多具競爭力且有待大量投資之技術（4G及5G等），則愈有必要
為基礎設施共用。
（4）地理範圍
即共用深度影響競爭之區域。
（5）期間範圍
共用協議競爭影響應區分為不同期間範圍（如短期或長期）審視，例如是否屬於
旨在協助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之暫時性共用協議，或旨在促成業者間永久共用之參據。
2.競爭可行性之級別
由於各成員國地理環境及相關考量皆不盡相同，故必須考量各個成員國特殊性以
界定地理範圍，以決定是否及以何程度得為基礎設施競爭，例如，部分成員國於全國
人口稠密或中等人口密度區域可以實施全境基礎設施競爭。此外，使用頻段不同亦將
影響地理環境對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評估，故逐案評估本參數較為妥適。惟BEREC仍
建議可以概略區分為三個級別進行評估：
（1）基礎設施完全競爭可行性高之地區
於人口稠密區佈建自有基礎設施對電信業者而言即有利可圖，透過佈建於限定區
域即以滿足一大部分網路需求，因此，於該區促進基礎設施競爭具備可行性，並可透
過競爭鼓勵創新、投資及造福用戶。
（2）須個案評估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之地區
如於人口密度中等地區實行一定程度基礎設施共用常能實現有效競爭、優化連接
及高效頻譜使用等監管目標，然而亦可能弊害相隨，缺乏基礎設施競爭會減少投資誘
因及創新、降低業者自主決策權，杯葛零售及批發市場有效競爭。
（3）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低之地區
於人口稀疏地區佈建及擴建網路成本高昂，而共用基礎設施可降低佈建及營運成
本並提供用戶足敷使用之網路服務，反之，獨立佈建或實行基礎設施競爭則可能無法
達成一定網路服務品質。準此，NRA應仔細審視共用條件是否保留與其他業者共用之
餘地，乃因網路共用對偏遠地區涵蓋率提升至關重要。此外，於一些室內、隧道及地
鐵等限制僅得佈建一個基礎設施之處亦同。
然而三個級別區域中，可能存在不可複製之站點或佈建之地（Non-Replicable
Sites or Deployment），亦即缺乏可用站點、空間或存在其他基本輸送（例如電源監
控可能性、電源連接可用性及後端網路連接等）等限制，以致電信業者無法自行佈建
平行網路；又如於高人口密度區域或室內大量佈建小型基地臺，客觀上對業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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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共用基礎設施以達成業者間競爭。主管機關或於兩種情形允許共用或施加共用義
務。
3.共用類型
不同類型設施共用對市場競爭影響不盡相同：被動式共用較容易實施且對市場影
響較小；反之，主動式共用將劇減設施進行投資。
4.共用業者間資訊共享
即便共用業者間資訊共享勢在必行，原則上仍嚴格限於協議本身相關資訊，並僅
供共用網路維運必要人員知悉，資訊交換不應限制競爭、減少投資誘因及對共用參與
者能力設限。舉例而言，若立即告知共用參與者獨立升級計畫相關資訊，則業者間投
資將會一併連動，進而減少投資誘因及存在阻礙升級計畫潛在可能性，意即除暫時性
競爭優勢（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消滅外，亦無從自共用參與者獲得客戶
收益。
5.可轉換性（Reversibility）與契約履行
由於共用協議富含共用業者間承諾，俾使共用參與者透過共用獲益，故不具彈
性，惟僵化強度應適可而止，應盡可能保持共用網路拓展、升級或其他方面等調整空
間，因此，應檢視共用協議或共用業者間合作結構（如合資設立獨立基礎建設公司、
共用業者間批發安排及資產交換等）是否存在可轉換性。
（三）BEREC建議評估框架與網路共用類型之指示性分析
BEREC於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中揭示部分網路共用類型適用前
開建議評估框架分析方式，茲述如下：
1.被動式共用
BEREC認為被動式共用如未不利於有效競爭，則對全境推行被動式基礎設施共用
樂觀其成，主要理由如下：
（1）所有共用參與者均保有營運自由（如仍具有獨立佈建站點能力）前提下，被動
式共用協議不太可能減損共用參與者差異化能力。
（2）被動式共用協議有益於增加涵蓋範圍或加速佈建。
（3）被動式共用協議允許業者減少待佈建站點數量，邁向高效佈建並同時兼顧環境
保護。
（4）被動式共用協議對共用參與者而言可能具成本效益。
2.主動式共用
BEREC建議依據前述提及之競爭可行性級別評估主動式共用協議，茲述如下：
（1）基礎設施完全競爭可行性高之地區
係指基礎設施競爭比主動式共用更有利之區域，例如人口稠密區，依據各成員國
相關主管機關依國情（包含競爭力），或將限制逾一定規模以上電信業者為主動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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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須個案評估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之地區
本區可能人口密度中等，故存在維持一定程度基礎設施競爭之需，建議主動式共
用協議應個案評估。
（3）基礎設施競爭可行性低之地區
3.本區無法透過基礎設施競爭及獨立佈建臻至最低水準的服務品質，惟主動式共用有
助於提升偏鄉涵蓋率，寬認共用協議訂定同時，為確保市場競爭，應檢視共用條件
是否保留與其他業者共用可能。惟三級別區域中可能存在不可複製站點或佈建之
地，主動式共用可能成為市場競爭客觀必要條件，故主管機關有時為促進服務導向
競爭，甚至強制業者主動式共用。
頻譜共用即共用複數業者獲配頻率，各業者終端用戶可透過接取網路中所有共
用頻率，以獲取各業者提供服務。頻譜共用雖然存在降低共用參與者差異化能力之疑
慮，但可協助如於偏鄉等基礎設施可行性低之地區達成涵蓋率，進而以更大的頻寬提
升服務品質。而於多數歐盟成員國，頻譜共用協議締結須經NRA或國家主管機關核
准。
依EECC第61.4條，實施國內漫遊即可能需要頻譜共用，故頻譜共用應審慎個案考
量相關地區基礎設施競爭是否可行及各家業者頻譜組合（Spectrum Portfolio），且受
主管機關定義之頻譜共用條件應具備以下要件：
（1）除載明頻譜使用技術及操作條件外，亦明列頻譜共用者權利義務。
（2）遵循公平、公開透明及無歧視原則依預定標準制定。
（3）將現有頻譜使用者形塑之國家特色納入考量。
（4）存在有效監控頻譜共用餘地。
4.國內漫遊
由於行動通訊服務業者（Hosted Operator）完全依賴合作業者（Host Operator）
之獲配頻譜及設備佈建以提供服務，此等完全不對稱性可能限制漫遊業者部分差異
化能力，如必須沿用合作業者提供之服務品質及涵蓋率，又漫遊業者於零售市場服
務提供能力取決於批發市場條件限制等。準此，漫遊可能不利於終端用戶及未能有
效管理使用頻譜，故僅於非常有限投資誘因及基礎設施競爭不可行之地區，未定期間
（Undetermined Time Period）漫遊協議始准許締結。
5.過渡性協議
為彌補如後進入市場等客觀障礙而締結之大型主動式共用協議僅能作為過渡性
協議，且協議應於締結動機消滅時終止。例如新進業者進入市場時可能依靠締結暫時
性漫遊協議，惟提供新進業者接取之國內漫遊不應逾越其投資建設自有網路之必要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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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定期間但服務提供可得預見之協議
未定期間共用協議須經具體及審慎分析，於部分情形中，行動網路業者間主動式
共用具客觀必要性以確保有效競爭，對此，應檢查競爭對手是否於可得預見之未來具
備複製部份網路接取能力，以實現限制競爭（Competitive Constraint），又網路服務需
求必須各自存在，而服務提供之關鍵亦應為網路接取之相關部份。例如：
（1）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簡稱HA）服務之具體需求
例如公路駕駛需要接取特別可靠網路，部份公共機關需要使用此等嚴格時間要求
之應用，或其他高可用性及彈性服務相關應用，即須透過網路共用以滿足此等需求，
惟應僅開放一定數量業者共用，且應就對基礎設施競爭影響進行個案審查。
（2）為達成複雜區域涵蓋率而締結網路共用協議
如於地下運輸線路、商業購物中心及體育中心等難以接取網路或空間受限區域，
可能需要透過共用以符合佈建技術及經濟條件，以達成涵蓋率。
（3）傳統技術之網路共用協議
未來如2G及3G等傳統技術使用頻率降低，若繼續使用則將增加增量成本
（Incremental Cost），基礎設施共用可降低持續提供此等技術服務之個別業者成本。
且若傳統技術共用協議載明原分配給個別業者使用之頻段得日後重新分配供新技術使
用，則符合高效頻譜使用之監管目的，惟涉及頻譜釋照條件變更時尚須經主管機關或
NRA許可。

四、歐盟5G網路共用協議監管實務
（一）5G網路共用協議架構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ITU）於2015年9月確
立5G網路三大應用場景（Use Case），描繪5G網路進入成熟期之未來展望，而三大應
用場景分別為增強型行動寬頻（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簡稱eMBB）、極低延遲
的可靠通訊（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簡稱uRLLC）以及巨量
物聯網通訊（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簡稱mMTC），所交織之應用場
景又可歸納為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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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應用場景

圖1

資料來源：Setting the Scene for 5G: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ITU (2018),
https://www.itu.int/en/ITU-D/Documents/ITU_5G_REPORT-2018.pdf

然而，現行5G網路處於佈建初期，無法達成圖1所描繪之5G應用場景，至少需
要進一步引進5G核心網路，並靠近用戶佈署特定核心網路功能，如多接取邊緣運算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簡稱MEC）等，及透過增加使用Sub-6 GHz或毫米波
頻段之基地臺數量以大量密集佈建RAN網路，直至得以發展高頻寬、大連結及低延遲
2

等應用場景，始能謂為5G網路成熟期 。
於5G網路佈建初期締結NSA時，應考量網路共用態樣、涵蓋地理範圍、涉及之
3

行動通訊技術、涉及之頻段及NSA形式等，茲述如下 ：
1.網路共用態樣：包含常見之被動式共用及更深入合作之主動式共用等態樣。
2.涵蓋地理範圍：NSA可以為全國性、大部分或特定地區涵蓋，而為達成特定區域涵
蓋締結之區域性協議又可細分為兩種協議，分別為劃設特定門檻以下居民數量之市
區NSA，或僅於網路白點（White Spot）或灰點（Grey Spot）等現行完全沒有涵蓋範
圍之處或僅由一家電信業者涵蓋之處締結NSA。
2

3

Zoltán Pápai, Aliz Mclean, Péter Nagy, Gábor Szabó, and Gergely Csorba. 2020. THE
IMPACT OF NETWORK SHARING ON COMPETITION: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EARLY VERSUS MATURE 5G. Available at https://www.mtakti.hu/wpcontent/uploads/2020/month/CERSIEWP202033.pdf.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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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之行動通訊技術：新NSA可能僅涉及5G網路共用或更多代行動通訊網路共用。
4.涉及之頻段：網路共用頻段為小於1GHz之低頻、中頻或更高頻段皆須納入共用協議
考量，且通常與協議涵蓋地理範圍存在一定關聯。
5.組織形式：NSA契約訂立將決定雙方合作方式。純粹訂立雙向租賃契約則為受競爭
法規範之NSA，惟若設立合資企業，如設立負責規劃、佈建及維運共用網路之輕資
產合資企業，此種情形仍可能被評價為NSA。
而當5G網路邁入成熟期後，屆時NSA除依前開面向評估外，應再將網路佈建密
度（含小型或微型基地臺佈建必要性）納入考量，尤其當5G技術成熟且使用更高頻
段時，始有大量佈建小型基地臺之必要，另由於都市人口稠密，佈建可能性受限，即
可能需要締結NSA利於小型基地臺佈建；反之，網路佈建密度對工業區亦可能至關重
要，但並非必須締結NSA，且電信業者亦可能直接與大客戶洽談佈建事宜，根本欠缺
4

5

網路共用動機 。即便5G NSA有助於促進5G網路佈建，對市場競爭仍存在以下隱憂 ：
1.協議可能導致市場質變，導致所有市場主要電信業者間較容易成立默契性聯合行為
（Tacit Collusion），且更穩定或有效地影響市場競爭。
2.協議可能改變NSA任何協議參與者競爭能力或誘因，使競爭對手無法或耗資甚鉅以
接取其行動網路基礎設施或服務之元件，且可能間接負面影響零售市場。
3.可能構成水平單方效果（Horizontal Unilateral Effect）：NSA締結後，電信業者服務
某些方面將趨近一致，進而降低技術自主性及差異化能力或減少競爭動機，或因固
定成本可得變動調整，進而減少參與者之市場競爭誘因。
4.可能構成水平共同效果（Horizontal Coordinative Effect）：實行NSA即須於佈建初
期、營運與決策時進行一定程度資訊交換以擴建網路，惟資訊共用可透過逐漸攀升
之市場透明度致生壟斷結果，或使壟斷結果更加穩定。
5.可能構成垂直限制競爭（Vertical Effect）：一些市場競爭者仰賴接取相關上游基礎
設施始能提供下游服務，故於特定垂直市場中，NSA可能改變任何協議參與者競爭
能力或誘因，從而使其競爭者無法或須支付更多費用以接取其行動通訊網路基礎設
施或服務要件，此等要件可為被動基礎設施或MVNO需用之批發行動通訊服務。
6.可能構成不正競爭（Unfair Competitive）：對潛在未加入NSA之業者可能致生不正
競爭問題。
6

惟前開競爭隱憂部分似存在解決之道，茲述如下 ：
1.電信業者零售服務仍可能存在許多差異，包含價格、市場銷售策略、服務範圍、數
據傳輸量、網速、品質及涵蓋範圍等，其中部分與無線網路（如涵蓋範圍）有關，
4
5
6

同前註。
同前註。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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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部分與所使用頻譜質與量有關，而更多則取決於未受NSA影響之核心功能及設
置結果，因此差異化能力降低並非當然影響市場競爭及減少消費者福利。
2.水平共同效果仍存在許多方法可以防免，包含制定資訊交換範圍最小化限制、資訊
交換類型限制及接收資訊對象限制等。
3.垂直限制競爭得透過NSA參與者承諾以公平公正方式提供接取權利防免。
另針對前文所述，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初步提及NSA
減少創新及投資誘因隱憂，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EC）曾於
7

2017年陶氏化學公司與杜邦公司合併案中，創設5階段創新誘因能力降低審驗標準 ：
（1）創新必須為相關產業市場競爭之重要參數；（2）參與者須為市場上重要之創新
者；（3）參與者須為相似創新競爭者；（4）參與者合併須重大影響短期既有市場競
爭；（5）其餘競爭者必須無法填補競爭損失。惟此等標準尚似無法一體適用於電信
市場，乃因通訊市場創新能力即新技術取決於設備製造商，係由設備製造商依電信業
8

者置換設備需求提供新設備 。
又對於MNO而言，不論是否進行網路共用，皆具備盡快增加涵蓋範圍以盈利之
誘因，因此佈建過程中，不應斷定由共用所致之涵蓋範圍相似性限制競爭，應僅於涵
蓋率低於未訂協議時之涵蓋率始構成限制競爭，且實際上可能杞人憂天，乃因透過提
高投資成本效益，NSA可以妥適增加參與者誘因，以加速佈建及達成更廣且較高品質
9

之涵蓋範圍 。
此外，於5G網路成熟期所締結之NSA可能較無差異化能力降低、成本共通性
10

11

（Commonality of Costs） 增加及垂直限制競爭等隱憂。茲述如下 ：
1.差異化能力降低並非必然
5G網路成熟期屆至前，主要區分為兩種服務差異化類型，即商業差異化及商業
差異化。商業差異化主要發生在零售層次，故不受網路共用影響；惟於技術差異化情
7

8

9
10

11

Carles Esteva Mosso, Innovation in EU Merger Control, EC (Apr. 12, 2018), https://
ec.europa.eu/competition/speeches/text/sp2018_05_en.pdf.
Zoltán Pápai, Aliz Mclean, Péter Nagy, Gábor Szabó, and Gergely Csorba. 2020. THE
IMPACT OF NETWORK SHARING ON COMPETITION: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EARLY VERSUS MATURE 5G. Available at https://www.mtakti.hu/wpcontent/uploads/2020/month/CERSIEWP202033.pdf.
同前註。
成本共通性（Commonality of Costs）係指NSA 參與者變動成本（Variable Cost）比
例呈現共通性。EC,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C (Jan. 14,
2011),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1:011:0001:00
72:EN:PDF.
同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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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雖然RAN與核心網路皆扮演要角，但核心網路為差異化主角。另現行NSA一部
或全部為被動基礎設施共用或RAN共用而非核心網路共用，併予敘明。
惟當5G網路成熟期來臨，核心網路比起以往網路架構更加重要，故比5G佈建初
期更加縮小差異化整體相似度，係由5G技術新興重要特性及功能所致，包含：
（1）虛擬化技術（Virtualization）及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簡稱
SBA）等新核心網路功能係特別為促進靈活使用及開展新通訊服務而設，亦即
存在差異化可能性。
（2）去 中 心 化 之 5 G 核 心 網 路 元 件 ， 如 多 接 取 邊 緣 運 算 （ M u l t i - a c c e s s E d g e
Computing，簡稱MEC）或行動網路內容遞送服務（mobile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簡稱mCDN）系統將增加服務及服務特性之差異化可能性，並且可以
由共用協議參與者個別獨立建設及營運。
（3）網路切片允許將虛擬專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VPN）作為服務提
供給企業、政府或其他用戶，同時為差異化重要因素，網路切片主要為獨立設
置及獨立提供，RAN共用亦同。
2.此外，5G網路成熟期之NSA有望擴增RAN共用結構選擇權，5G技術成熟增加參與者
共用或不共用維度數量選擇權，故參與者可以更好地微調協議，並可以更輕鬆地處
理潛在差異化不足之隱憂。成本共通性增加並非必然。
雖然EC於 2010年發布之水平合作協議適用TFEU第101條協議指南提及NSA可能
增加成本共通性進而促使MNO成立默契性聯合行為，惟未明確指明增加至何種程度才
可能會構成默契性聯合行為。
5G網路成熟期所締結之NSA中可能影響成本共通性程度重要要件如下：
（1）技術世代：整合參與者全部網格（包含所有新一代技術）導致大部分網路成本
除相對一般網路核心相關之成本外，逐步具備共通性；反之，於僅共用5G網路
情形，將大幅降低共通成本。惟未來隨著關閉先前技術網路，5G網路使用成
長，成本共通性程度也可能攀升。
（2）頻段：僅共用特定5G頻段（如僅共用700 MHz）則可能會降低成本共通性。
（3）MORAN共用或MOCN共用：因MORAN共用協議未共用頻譜，故不像MOCN共
用協議具備明顯的頻譜成本共通性。
（4）地理範圍：網路成本中很大一部分與涵蓋範圍息息相關，因此共用協議地理範
圍直接影響成本共通性程度。
（5）佈建密度：除發展基本涵蓋範圍外，成熟5G網路還需要密集網路佈建（可能包
含小型基地臺大量佈建），故成本共通性程度高度取決於參與者共同佈建或獨
立佈建。
NSA包含越多上述要件，則網路成本共通性比例越大，但是將共通成本與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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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所提供之服務總成本（包含零售成本）比較以評估成本共通性程度亦相當重
要，故網路共用範圍很大也並不意味著具備高度成本共通性。
3.此外，市場界定亦影響成本共通性之判定，例如成熟5G eMBB服務可能與由其他技
術世代提供之現行一般行動通訊服務被界定為相同相關市場，因此即使廣泛訂定5G
NSA（尤其其他技術世代不共用時），一般行動通訊服務亦可能呈現中度成本共通
性。另於新興成熟5G技術市場，即使共用提供基本全國性5G涵蓋之RAN網路，引入
新成熟5G服務所需之大部分網路發展（如MEC佈建或商用站點周圍網路密集佈建）
也可以單方面完成，故新成熟5G服務所需大多數網路元件於單方完成情形下，皆係
單方獨立地提供使用，且成本共通性程度可能微乎其微。垂直限制競爭並非必然。
垂直限制競爭隱憂可能包括拒絕下游業者接取（或趁機提高價格）上游關鍵投入
要素或封鎖市場，而上游關鍵投入要素包含被動式基礎設施及後端網路等，以下概述
可能衍生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態樣及緩解方式。
（1）被動式共用NSA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及緩解方式
本類NSA隱憂為參與者可能於整合網路同時拆除站點，即減少基礎設施提供其他
MNO使用，惟若僅為新5G RAN佈建及營運而共用網路，因新網路推出可能需要新站
點而非拆除先前站點，則此隱憂就不太可能出現。但必須注意若5G NSA同時包含其
他技術，於NSA締結後導致參與者RAN網路完全被整合亦可能必須注意此等隱憂，而
因參與者可以透過出售或出租未使用之被動式基礎設施予其他MNO，因此得以緩解垂
直限制競爭。
此外，由於成熟5G網路尤其於人口稠密區仰賴密集佈建5G網路，被動式基礎設
施近年可能成為瓶頸，而目前大多數基礎設施元件（如屋頂、燈柱等）可提供被動式
基礎設施佈建為私有或由市政當局所有，市政當局可以透過建築法規增加MNO於特定
地區難以或禁止自建獨立實體網路相關限制，即可間接迫使MNO網路共用。
（2）後端網路共用NSA之垂直限制競爭效果及緩解方式
因應成熟5G網路，傳輸量及站點數量將大幅增加，要求後端連接數量及容量顯著
增加，尤其光纖後端可能成為5G電信業者更重要的投入，故可能引起應對相關市場潛
在垂直影響評估之爭論，惟透過參與者自行承諾或實施行業規範得減輕此等隱憂。
（二）5G網路共用實務
此外，提供虛擬業者批發行動通訊服務意味者第三個垂直相關市場，除現行
MVNO外，隨著5G技術成熟，可能發展新相關零售市場（如聚焦於特定客戶之個人需
求）及新相關批發市場，因此，垂直競爭限制效果尚未可知。
由於5G快速佈建有益於確保歐盟產業競爭力，且網路共用日漸普遍，可以透過降
低成本促進電子通訊網路佈建，即屬更快、便宜地佈建行動基礎設施之一種手段，因
此EC樂見此等商業安排，然而網路共用亦需要競爭者間深入協調及詳細資訊交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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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損及市場競爭，故為確保效率市場競爭及電信用戶權益保障，NSA仍必須於合作與
競爭間找到適當平衡並遵守歐盟反托拉斯規則。
義大利電信（Telecom Italia）與沃達丰（Vodafone）皆積極提供義大利消費者、
企業行動通訊及固定電信服務，而鐵塔公司INWIT被兩家業者收購後即成為一家合資
企業，致力於整合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位於義大利之鐵塔，再將鐵塔空間出租給
電信業者。
對此，EC於2020年3月6日依據歐盟結合法規（EU Merger Regulation）核准由
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聯合收購INWIT之提案，惟核准條件須完全遵守Telecom Italia
及Vodafone提交之一系列承諾。以下概述EC闡明之競爭隱憂、承諾及對兩家電信業者
12

NSA的態度 。
1.競爭隱憂：
（1）減少出租鐵塔空間給位於義大利城市（擁有超過35,000位居民）佈建網路之電信
業者此相關市場之競爭，尤其將涉及行動網路業者及固定無線接取業者。
（2）藉由限制其他電信業者接取位於義大利城市（擁有35,000位以上居民）之Italia
Telecom及Vodafone所有鐵塔，將其他電信業者趕出電信市場，尤其不利於需要
佈建網路之其他現有或新進行動網路業者。
2.承諾：
為排除前開競爭隱憂，Italia Telecom及Vodafone提交5點承諾，茲述如下：
（1）INWIT將依約定時程及以合理及非歧視性條件，於擁有超過35,000位居民之義大
利城市出租4,000座鐵塔空間，以提供第三方得於鐵塔上佈建、營運、維護及使
用提供現行及未來固定無線及行動通訊服務之相關設備。
（2）INWIT將適當地公告可租賃之鐵塔空間。
（3）INWIT將採用及時回應第三方鐵塔接取請求之程序，並僅限於技術原因，得書
面附理由拒絕請求。
（4）若發生鐵塔接取爭端，將建立快速爭端解決機制，並由獨立專家仲裁。
（5）INWIT、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不會對所有既存託管契約及框架協議行使任何
提早終止權，並將提供延展契約及協議之機會。
EC認為三方若完全遵循前開承諾，則本結合案將免除競爭隱憂。
3.支持網路共用協議
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為快速於義大利推出5G網路，開展一系列合作協議，包
含成立合資公司INWIT，而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規劃將現有被動式共用協議（含
12

EC,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cquisition of joint control over INWIT by Telecom
Italia and Vodafone, subject to conditions, EC (Mar. 6, 2020),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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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杆及鐵塔共用）範圍擴大至義大利全境，此外，於擁有超過10萬居民城市及人口密
集度高之近郊發展2G、4G及5G網路主動式共用（含訊號處理設備共用）協議。兩家
電信業者將保留自有頻譜使用權及核心網路，並在義大利作為兩家商業上獨立行動通
訊業者繼續營運，而這些合作協議未經事業結合調查。
依據本案EC初步調查框架，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已決定於人口稠密城市及經
濟重鎮（即約義大利人口30％以上及數據傳輸量超過33％之處）縮小主動式共用規
模，由於此等做法不僅增加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繼續維持網路品質競爭之地理範
圍（及義大利人口比例），同時保有於其他城市及農村網路共用利益，故EC相當樂見
此等安排。
考量義大利電信市場存在5個行動網路業者，市場集中度不若其他歐盟成員國，
並且此等結合決定及上開承諾條件已解決新進業者網路佈建憂慮，或可緩解Telecom
Italia及Vodafone締結之NSA可能衍生之競爭隱憂，對此，EC表態將繼續監測事態發
展。
本結合案具有劃時代意義，承前，EC揭示一些5G NSA競爭法審查指標，包含市
場集中度、主動式共用規模、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等。惟此等指標存在諸多疑義，茲
述如下：
1.市場集中度未必為適當之競爭法審查指標
EC向以相關市場競爭者數量作為區分NSA具有競爭效果及反競爭效果之指標。
13

EC於2016年10月啟動之捷克網路共用反壟斷調查 中，認定由3家業者組成之捷克電
信市場為高度集中，故容易產生網路共用反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反
之，義大利零售通訊服務市場由5家電信業者組成，具較低市場集中度，NSA反競爭
性效果較低。然而，由4家業者組成之電信市場即為灰色地帶，EC未曾表態是否可能
產生反競爭效果。
14

本指標存在兩項缺失 ：
（1）EC高估市場參與者數量之重要性
一旦NSA參與者受到充分市場競爭約束，則無論市場中電信業者總數或NSA參
與者市占率多寡，該NSA皆將無法重大影響市場競爭。如由3家電信業者組成之市場
中一家強大競爭者，可能比起由4或5家電信業者組成之市場中兩家以上小型市場參與
13

14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mobile telephone network
sharing in Czech Republic, EC (Oct. 25, 201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16_3539.
Damien Geradin, and Theano Karanikioti. 2020. Network sharing and EU competition
law in the 5G era: A case of policy mismatch.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
abstract=362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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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能限制NSA參與者從事反競爭行為。
（2）電信市場集中度不恆等於電信市場參與者
具有5家MNO之市場可能比具有3家MNO市場更集中，例如雖然義大利零售行動
通訊服務市場中存在5家電信業者，但其中三大MNO具有相當高市占率，第四大業者
市占率僅為4.4％，而第五大業者甫於2019年取得電信業者地位，兩者是否能對NSA共
用參與者造成競爭壓力存疑，於本案中或僅面臨第三大MNO競爭約束。
2.主動式共用不一定比被動式共用更加限制競爭
EC於義大利網路共用案，喜見NSA參與者逐漸減主動式共用之策略，且未反對電
信業者於全義大利共用網路被動元件（桅杆或鐵塔等）之意圖，亦即EC認為由於主動
式共用不允許NSA參與者將網路及服務差異化，故主動式共用比被動式共用對競爭的
限制更大。
15

此見解較為粗糙，應更深入討論如下 ：
（1）由於NSA參與者於主動式或被動式NSA中皆具有相同數量共用站點，因此兩
種共用形式中NSA參與者基本網路涵蓋程度相同，涵蓋範圍內網路差異化能
力即相差無幾，而 NSA參與者皆可另外透過佈建獨立站點或使用其他頻譜
（Additional Spectrum）達成涵蓋範圍差異化，即非取決於被動式或主動式
NSA。
（2）RAN共用不會剝奪MNO網路容量差異化能力。業者可以對大部分RAN參數調
整，且因並未共用頻譜故可透過使用其他頻譜以獨立增加自有網路容量。
（3）由於MNO不共用核心網路及服務平臺，故可以在連接性、端到端服務（End-toEnd，簡稱E2E）功能及商業優惠措施等有所區別。例如可以限制每個用戶或每
個月最高通話分鐘數或數據傳輸量；提供每個用戶或每個應用程式保證速度；
採行公平使用政策及其他使用限制；可以推出具有吸引力的產品組合或制定不
同價格。
（4）由於所有電信業者網路功能具備一定共同性，因此網路功能差異化主要取決於
技術創新及標準化進展，故無論締結任何類型NSA或獨立佈建網路皆可能會提
供相當相似網路功能。隨著5G核心網路相關多元接取技術（WiFi、行動通訊及
衛星等）進展，同時RAN以外技術創新及新興網路功能亦正蓬勃發展，RAN共
用對創新影響逐漸降低。
3.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未必為適當競爭法審查指標
EC認為NSA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越廣，則越容易違反歐盟競爭法TFEU第101條。
惟考量傳輸量會為MNO帶來收益，即MNO係依據每區傳輸量作成相關投資決策，比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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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評估網路共用，更應以網路傳輸量評估共用對競爭之影響。
而於高傳輸量高區域（如主要商業中心），MNO將致力投資基礎設施提供額外容量以
滿足用戶需求；反之，於傳輸量有限之地區，MNO通常僅提供足敷用戶使用之基本涵
16

蓋範圍 。
此外，EC認為網路共用可能對網路競爭產生負面影響，如減少共用參與者對自有
網路投資動機。惟依據先前及現行技術（如2G、3G及4G）網路佈建實務，可以推知
此隱憂屬於無稽之談，乃因MNO於引進每代技術後幾年內即大量投資網路佈建，並已
擴大2G、3G及4G網路涵蓋範圍。即便減少網路競爭理論上可能影響消費者，但EC未
具體說明網路競爭減少何以不利於消費者，如於服務品質及創新層面，尤其MNO並非
純為投資而投資佈建網路，而是為提供用戶優質服務，因此當網路品質出眾時，增加
投資先前技術網路不會為用戶帶來額外利益，故未增加額外投資並不會造成限制競爭
17

效果 。
又針對NSA違反TFEU第101條適當救濟方式，透過義大利網路共用案可推知EC傾
向要求採取結構性救濟方式，尤其為縮減共用規模以減緩反競爭效果。EC於核准義大
利網路共用案時，鼓勵NSA參與者於人口密集市區及經濟重鎮縮小共用規模。然而，
在限制一定比例人口區締結NSA以消除競爭隱憂做法並無一定標準，係取決於每個國
家或地區具體情況，可能使用人口涵蓋率及人口密度作為指標，惟由於此評估方式必
須針對特定國家，即無法提供整個歐洲MNO適當指導，因此難以準確地特定締結NSA
將生競爭隱憂及違反TEFU第101條之地理區域。對已成立之NSA縮小網路共用規模，
可能比維持具有更大地理及人口涵蓋範圍之NSA更不利於競爭，乃因縮減共用規模需
要參與者更換共用設備、購買及裝設新自有設備，此將轉化為MNO成本負擔且降低
服務品質，從而損害消費者權益。尤其並非所有共用站點皆具裝設其他設備之物理條
件，MNO被迫拓增現有站點容量或收購新站點，而城市中心基於空間限制、規劃考量
或公共政策等原因可能會阻礙新站點許可佈建，又即便增設新設備（如天線）至現有
站點亦可能需要重新調整尺寸及校準網路，因此，於恢復網路提供品質前，服務品質
18

將受不利影響 。
此外，尤其對遍布眾多城市或近郊（即需要縮小共用規模之人口密集區）的國
家而言，以技術角度視之，縮小共用規模將增加邊界區（即共用網路與參與者自有網
路交接之區域）數量，衍生更多邊界區切換問題，進而降低服務品質並損害消費者權
19

益，增加整個網路管理難度至明 。
16
17
18
19

同前註。
同前註。
同前註。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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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共用規模作為適當救濟方式牴觸EC優先促進5G網路佈建的考量，現行5G網
路係基於現有的4G基礎架構發展，縮減共用規模將影響創新，乃因為耗時重整4G網
路將延宕佈建5G網路，從而損害用戶利益。此外，被勒令縮減共用規模之MNO可能
犧牲現行可用於佈建新技術網路預算，支付網路重整及新站點或設備投資衍生之額外
費用。基於5G佈建耗資甚鉅，5G時代網路共用勢不可擋，即便於EC認為可能需要縮
20

減現有網路共用規模之城市亦可能需要5G網路共用 。

五、我國5G網路共用協議監管調適建議
由於5G初期建設成本相當高，且我國電信管理法第58條提供頻率共用法源依據，
共頻共網已大勢所趨，如遠傳電信與亞太電信於2020年11月宣布「共頻共網」及「頻
率交換」合作：共頻共網合作上，雙方就各自取得之700MHz頻段進行共頻共網，且
亞太電信將分攤共頻共網所產生之相關成本與費用九分之二；頻率交換合作上，亞太
電信就持有之723-728 MHz及778-783 MHz共計10MHz頻寬與遠傳電信所持有之259521

2615 MHz共計20MHz頻寬交換 。準此，兩家電信業者透過締結NSA，活用雙方持有
頻譜使用權，於可預見之未來實現連續頻寬，並擴大5G涵蓋範圍，健全網路容量及涵
蓋範圍。
因此，5G網路共用號角已然響起，我國電信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開始應對5G
NSA衍生競爭問題。我國2019年通過之電信管理法，及依該法第52條第8項、第53條
第3項、第57條第3項、第5項及第58條第5項所制定之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試圖
處理共頻共網相關競爭隱憂，如依本辦法第19條第3款，主管機關為電信管理法第58
條第1項或第3項之准駁時，應考量市場公平競爭影響，並得附加附款。另於本辦法
第20條，主管機關應依下列事項審酌市場公平競爭影響：（一）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
度之變化。（二）從事價格或服務競爭之可能性。（三）促進網路設置與技術升級之
可能性。（四）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之可能性。（五）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因素。
此外，主管機關考量消費者權益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一）整體服務品質提升
之可能性。（二）促進服務互通之可能性。（三）增進用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性。
（四）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
而依本辦法第18條，電信事業申請頻率提供使用或頻率共用時，應由供給人及
承用人共同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中包含提供使用或共用之協議書
（第1項第2款）、供給人及承用人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第1項第4款）。協議書
20
21

同前註。
「亞太電信與遠傳電信擴大頻譜資源合作5G再創新猷」，亞太電信，2020
年11月5日，https://www.aptg.com.tw/corporate/news-center/press-releases/
PressRelease-000832/（最後瀏覽日：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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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頻率提供使用或頻率共用之頻段、頻寬、區域、期限等（第2項第1款），而網
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應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7條撰寫，準此，主管機關似可透過審視
前開書面，參考BEREC將地理範圍、期間範圍、資訊共享、協議可轉換性及契約履行
等面向納入評估參數。
此外，考量5G網路成熟期與5G網路佈建初期存在不同NSA競爭隱憂，即便尚有
緩解隱憂之解決方式，惟現行仍尚未可知，因此，本辦法以「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
之因素」概括規定未來潛在更多NSA競爭評估因素，留予主管機關廣大裁量空間，值
得肯定。
除頻譜共用NSA外，如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中所揭示
之被動式共用、主動式共用、核心網路共用及後端網路共用等，因5G技術使用頻段特
性、技術成熟度及我國佈建空間限制等，未來將開展更多基礎設施共用協議。
另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6條第8項訂立之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及審查辦法，申請
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依第13條應檢具網路設置計畫，而計畫審查基準
包含應符合營運計畫之通訊型態、網路架構及性能，其中限制5G行動通信網路重要核
心網路共用，列舉應自建之軟體或硬體元件，包含接取管理功能（Access Management
Function）、連結管理功能（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認證伺服器功能
（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統一資料管理功能（Unified Data Management）、
政策控制功能（Policy Control Function）、用戶平面功能（User Plane Function）。準
此，主管機關得透過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審查排除部份核心網路共用態樣。
然而，綜觀電信管理法、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及審查辦法、公平交易法、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
營之規範說明等相關規範，雖然立法保障用戶權益、有效競爭及高效頻譜使用，惟研
析本文探討之歐盟法令、政策及實務，我國NSA競爭規制至少存在以下缺失：
1.未具體明文不同NSA類型。
2.未根據不同NSA設置不同密度競爭評估審查標準。
3.未訂定NSA參與者間資訊共享條件及限制（如資訊交換範圍最小化限制、資訊交換
類型限制及接收資訊對象限制等）及默契性聯合行為成立標準。
4.未明訂NSA締結後可能形成新MNO、MVNO及未來新型態虛擬業者進入電信市場門
檻之應對措施。
而依據電信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6款及2項，電信業者得以共用或租用基礎設施，
即廣開締結NSA之大門，縱使現行以非獨立組網（Non Standalone）模式佈建5G網
路，即利用現有4G LTE基地臺廣泛佈建，惟因應智慧應用而日漸攀升之用戶需求，勢
必於寸土寸金之處佈建大型或微型基地臺，NSA締結勢不可擋，準此，電信法規或競
爭法規皆必須超前部署，或可參酌本文提及之歐盟競爭法規、BEREC行動網路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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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共用之共同立場文件、實務或規範建議逐步建立NSA規管架構，保障電信市場有效
競爭並維護用戶權益。
又電信管理法揚棄電信事業特許制改採登記制，意即人人皆可成為電信業者，
NSA即為雙面刃，可透過過渡性NSA締結進而降低新進電信業者市場進入門檻，然而
仍可能因NSA漏洞或疏於監管，躍升成為新進業者舉步維艱之瓶頸。
綜合上述，本文建議我國電信主管機關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全盤檢視所有NSA態
樣，同時參酌歐盟競爭法規、歐盟電子通訊法規、政策文件及實務等，進一步研議具
體競爭規管措施及法制，提供現行及未來電信事業NSA締結時參考，以落實電信管
理法立法目的：健全電信產業發展，鼓勵創新服務，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與電信基礎建
設，建構安全、可信賴公眾電信網路，確保資源合理使用與效率，增進技術發展與互
通應用，保障消費者權益等（第1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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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igh deployment cost of fifth-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 mobile operators will successively conclude various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s to reduce deployment costs and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quality. EU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petition laws have gradually established network sharing type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ssessment framework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mber states.
Although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Act and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encourage network shar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ssessment of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s still needs to be adjusted.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EU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sharing competi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legal system.
It also clarifies the specific definition of the EU's current network sharing, and then takes
an inventory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ype of 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 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5G network deployment and EU regulatory
practic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finally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adjustment of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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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劉崇堅（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報告對歐盟有很深入的探討與解說，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歐盟的法規範，
另一則為歐盟的電信、競爭法規與我國相關規定的比較。其中在歐盟部分，由於技術
快速進步，歐盟電信與競爭法規已經逐步確立網路共用類型，並建立競爭影響評估框
架來提供成員國參考，相較於歐盟，國內法規對於網路共用協議市場競爭評估影響機
制仍有待調整。文章中第2節至第4節有關歐盟制度部分，架構明確、解說詳細，頗具
參考價值，而第5節將會是本人之後評論的重點。本人基本上認同作者的建議，也理
解疑慮之所在，惟因「電信管理法」於民國108年6月通過實施，尚處於新舊法3年過
渡期內，NCC目前有多項法規命令仍在研擬中，或者正如作者所指正的，規範不足處
仍多，完整的法體制尚待整備。
報告中提及，我國的「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不像BEREC有評估參數，也沒
有具體揭示主管機關在審核頻譜共用條件時，是否檢視頻譜使用技術操作條件、頻譜
共用者權利義務、公平、公開透明及無歧視原則制定共用條件等，我認為這個管理辦
法第18條第4款已有規定，申請時必須把頻譜供給人與承用人的網路設置計畫跟營運
計畫提報主管機關審驗，而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在「電信管理法」第37條也有詳細規
範，在這種狀況下似乎已滿足頻譜使用技術及操作條件。
其次，報告提及NSA協議（network sharing agreement）是雙面刃，一方面會降低
新進業者進入市場門檻，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變成新進業者舉步維艱的瓶頸，也就是競
爭障礙，對於文章所提到排除競爭的部分顧慮我認同，但對於頻譜或網路的共同使
用，也可以從較為正面的角度觀察，毋需凡事都認定為阻礙競爭，在「電信管理法」
促進競爭之原則下，除囤積頻率或妨礙公平競爭等「影響」市場競爭者外，對於共頻
共網合作案件，亦宜從「促進」或「健全」市場競爭角度審理之。因此，如有「無線
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列，具提升整體服務品質、促進服務互通、
增進用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者，似可考慮提供業者合作的誘因與獎勵，如延長5G設
備之投資抵減年限、協助排除建設障礙等。而在歐盟此方面是否有相關規定？
最後一點，目前「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19條、第20條中，主管機關對
於電信事業申請頻譜提供使用或共用之准駁綜合考量要素，涉及公平會與NCC如何分
工，NCC在審駁時，公平會的意見應如何納入考量，我認為依照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
定處理即可，亦即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意見，由申請人依規定向公平會提出審理即
可，對於公平會已審查通過之項目或內容，通傳會應無重複審查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