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107002號

申報人：泓策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753356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28號 5樓之6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代理人：○○○律師、○○○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8號 15樓

申報人：振瀚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753335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28號 5樓之6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代理人：○○○律師、○○○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8號 15樓

申報事項

泓策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泓策創投公司)擬透過多層次

控股方式，向馬來西亞商 Evergreen Jade SDN BHD、Goodwill

Tower SDN BHD 及國內股東收購其所持有之安順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安順公司)及博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康公司)

之 100%股份，並間接持有安順公司、博康公司所直接及間接控

制之公司(包含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萬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麗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

視波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北健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三冠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慶聯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港都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雙子星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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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之近100%股

權，從而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另泓策創

投公司與振瀚資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振瀚公司，該 2公司以下

合稱申報人)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由泓策創投公司委託振

瀚公司經營管理其所取得之事業，並得以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

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2款、第

4款、第5款及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泓策創投公司擬透過持有安順公司、博康公司之 100%股份，控

制安順公司、博康公司及其從屬公司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並

由泓策創投公司委託振瀚公司經營管理其所取得之事業，得以

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本會為確保

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依公平交易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附加下列負擔不予禁止：

一、申報人應於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於每年12月 31日前

   ，提供下列資料送交本會備查：

(一)參與結合事業或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代理頻道之當年度銷

售辦法(包括但不限於各頻道單價及購買頻道數之優惠

辦法)。

(二)參與結合事業或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代理頻道對於全國各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當年度授權條件(包括但不

限於授權金額、契約期間、簽約戶數計算依據)彙整表。

(三)全國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當年度購買參與結合事業或

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代理頻道之名稱及數量。

二、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結合實施次日起，

履行下列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事項，並於結合實施之次

日起 3年內，於每年 12 月 31日前，提供下列資料送交本

會備查：

(一)就有線電視服務收視品質、頻道內容及寬頻上網服務品

質提升等有利於消費者多元選擇及付費方案之具體措施

及實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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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結合事業或其控制與從屬公司積極促進代理頻道於

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或其他公開播送、傳輸平臺上架之

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與中華電信MOD、國內外OTT業

者等之合作)及實施成果。

(三)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報告（包括但不限於前開負

擔關於確保整體經濟利益之辦理事項）。 

理  　由

一、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與他事業經營

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係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及第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同法第11條第 1

項第2款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泓策創投公司擬透過多層次控股方

式，取得安順公司及博康公司之100%股份，並從而得以控

制安順公司、博康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所規定

之結合型態。又泓策創投公司與振瀚公司簽訂「委託經營管

理契約」，由泓策創投公司委託振瀚公司經營管理其所取

得之事業，並得以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所規定

之結合型態。本案參與結合之既有11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於原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均超過四分之一，符

合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須向本會申報結合之門

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

應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復依公平交易法第13條規定

，本會對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大

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者，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另為

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得附加條件或

負擔。

二、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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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市場：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

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

範圍。隨著數位匯流發展、消費者收視習慣改變、有線廣

播電視服務與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即中華電信

MOD)之頻道節目內容重疊程度較以往提升，前二者之替

代程度已有增加，惟尚未能高度替代。倘以二者構成相

關市場分析，本案參與結合事業 12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於相關市場之影響力將較僅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

務」單一市場之影響力為小，是本案宜依最小市場原則

就「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進行結合競爭分析。另

申報人之業務係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為限，本

身並無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務，而中嘉集團所屬公司則主

要係分別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務、頻道代理業務及

固網寬頻上網業務，故本案以中嘉集團所屬公司主要服

務所涉市場進行分析，產品市場應包括「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市場」、「頻道代理市場」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

市場」。

(二)地理市場：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

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

域範圍。本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地理市場，11

家既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現階段仍以原經營區為

地理市場，至於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數位天

空)則以實際開播區域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為其地理市

場。頻道代理市場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地理市場

則為全國。

(三)市場占有率：

１、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本案參與結合之 12家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其中11家現屬中嘉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嘉公司)，另 1家雙子星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1家則為獨立系統業者。依據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截至 107 年 6月底之統計資料，

本案參與結合之12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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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為118萬 9,425戶，占全國總訂戶數之 23.07%。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基隆市經營區之市場占

有率為100%；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北市中

山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44%；萬象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於臺北市大安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38.9%；麗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北市內湖區

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36.5%；新視波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於新北市中和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86.6%；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新北市樹林區

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89.2%；北健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於桃園市北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50.5%；

三冠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南區經營區之

市場占有率為100%；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高

雄市北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90.9%；港都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於高雄市南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89.3%；數位天空於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經營區之

市場占有率為 18.3%；雙子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雙子星)於臺南市北區之市場占有率為100%。另

中嘉公司所屬11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總

計為109萬 2,257戶，占全國總訂戶數之 21.18%，占

5家多系統經營者總訂戶數之27.9%。

２、頻道代理市場：目前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全球數位公司)代理TVBS歡樂台、TVBS新聞台、TVBS、

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中天新聞台、八大第一台、八

大綜合台、八大戲劇台、八大娛樂台及Discovery等11

個頻道。倘以該頻道代理商向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收

取之授權金額占相關市場中各事業對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收取之授權金額總和之比例計算其市場占有率，

全球數位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約為34.3%。

３、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依通傳會截至 107年 7月底之

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固網寬頻帳號數為 570 萬 5,988

戶，中嘉寬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寬頻公司)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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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提供之固網寬頻

帳號數為 29萬 761戶，占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

5%。

三、結合競爭分析

(一)本結合案係泓策創投公司為投資之目的，擬透過多層次

控股方式，自 Evergreen Jade、Goodwill Tower及國內

股東收購安順公司及博康公司 100%股份，以投資我國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並委託振瀚公司經營管理其所取得之

事業。經查除本結合案外，泓策創投公司、振瀚公司及其

上層股東並無持有或取得我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

股權，或參與、從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業務(包括上、下

游)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之經營。另中嘉公司所屬之11家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獨立系統業者雙子星，非屬

同一經營區，且該等系統經營者不具第 2類電信執照，

不得經營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僅係出租電路予中嘉寬頻

公司及寶島公司提供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彼此間不具水

平競爭關係，故本案應屬多角化結合。依本會對於結合

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2點揭載審查多角化結合申報案

件之考量因素分別為：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

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

業經營之可能性、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及其

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

(二)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

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務之經營，須依有線廣播電視

法相關規定向通傳會取得籌設及營運許可，經營地區係

採分區經營，倘欲跨區經營，亦須向通傳會取得跨區營

運許可，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因法令管制而具

有市場進入障礙。而寬頻上網服務屬於第2類電信事業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依據電信法第 17條第 1項及第2類電

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4條規定，經營第 2類電信事業，應

向通傳會申請許可，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發

給許可執照，始得營業，故仍因法令管制而具有市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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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障礙，惟依第 2類電信事業之統計資料，從事網際網

路接取服務者達 230家業者，其進入門檻不高。再者，除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對於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之規定，以及電信法第 12條針對第1類電信

事業有外國人直接、間接持股比例限制外，其他法令並

無限制一般投資業、管理顧問業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相

關業務、固網寬頻上網業務之跨業經營。雖前開法令管制

目前尚無改變之可能，惟本結合案收購事業非屬政府、

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受託人，亦非外國人，

不受前開法規之限制，且本結合案僅係中嘉公司、全球

數位公司及參與結合之 12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

上層股東結構發生變動，並未增加市場進入障礙，不論

法令管制解除與否，對本案相關市場之競爭尚不產生任

何影響。

(三)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本案係申

報人透過多層次控股方式間接取得中嘉公司、全球數位

公司、中嘉寬頻公司及吉隆等 12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近100%股權及營運管理權，該等參與結合事業所提

供之服務受限於法令，須就不同服務，例如：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固網寬頻上網分別依有線廣播電視法、電信法

申請許可，尚無因技術進步而可擅自跨業經營。又經營

有線電視業務需具備相關技術及硬體設備，申報人目前

並未從事相關業務，故若無本結合案，短期內難因技術

進步而使申報人得以跨業經營有線電視業務，且據申報

書所示，申報人除參與本案投資外，尚不會因技術進步

與否而有再跨業經營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相關事業之動機

及可能。

(四)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畫：申報人目前除本結合

案外，並無其他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之計畫。另據申

報資料所示，中嘉公司、全球數位公司及參與結合 12家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僅係上層股東結構發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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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尚無使前開公司進行跨業經營之計畫，尚不致因

本結合而對相關市場產生影響。

(五)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本案僅涉及中嘉

集團上層股權結構變動及經營權之移轉，又除本結合案

外，申報人及其子公司並無持有或取得其他有線廣播電

視相關事業之股權，或參與、從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業

務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之經營，是本結合案之實施，未

改變參與結合事業於所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

頻道代理市場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市場結構及競

爭環境。且查參與結合之 11家既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目前均尚未申請跨區經營，惟渠等卻須面臨新進競

爭者(如大豐、北都、新高雄、全國數位等)參進所屬經營

區而造成市場占有率逐漸降低之可能，故本結合案不致

對有線廣播電視上、下游相關市場及水平競爭市場有顯

著影響及減損市場競爭，而在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從

事網路接取服務之事業眾多，結合參與事業之市場占有

率亦極低，亦無顯著限制競爭之疑慮

四、綜合評估

(一)本案結合實施後，不論從法令管制解除與否、技術進步

與否，及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計劃，不致因本結

合而使相關市場之潛在競爭可能性產生影響。另對現有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頻道代理市場及固網寬頻

上網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度亦

無顯著影響，且有線廣播電視費率除須經各縣市政府費

率審議委員會核准外，參與結合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在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尚須面臨新進及跨區業者

之競爭，同時尚有跨業競爭者如中華電信 MOD、國內外

OTT 等影音視訊平臺業者之競爭，故尚不致對市場競爭

程度產生實質減損之效果，但有助於有線電視與其他影

音視訊平臺整合，強化數位匯流之發展，提供更多隨選

視訊服務、增加頻道節目播送數量、更優質之節目內容等

有利於消費者多元選擇服務之提升，以及使民眾能以合

8



理價格享受更優質之寬頻與數位匯流服務等整體經濟利

益，是依照本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第

2項規定，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

(二)惟本結合案經考量被結合事業整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

頻道代理業務，對新進及跨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或議價能力較弱之獨立系統業者而言，不排除透過強制

交易相對人一併議價、整批交易等方式搭售頻道節目之

動機及可能性，抑或就代理頻道之授權交易條件，對所

屬系統經營者及渠等所在經營區之競爭者有差別待遇情

事之疑慮；以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與 MOD長期存在之跨

平臺競爭問題。前開疑慮因面臨數位匯流及跨平臺服務

競爭之發展，或可減緩參與結合事業於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市場及頻道代理市場之力量，惟現階段本會仍應

透過附加行為管制之必要負擔，進一步消弭前開疑慮，

以確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五、綜上論結，本結合對整體經濟之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尚無依公平交易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必

要。惟為進一步確保本案之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

不利益，爰依公平交易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附加負擔如決

定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13　  日

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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