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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職業運動聯盟及其賽事轉播自問世以來，便與傳播媒體、廣告贊助業者共同發展

出以直播時效性為核心，高度商業化的共生經濟型態。進入 21世紀後，網際網路促

進多元傳播平台的出現，更帶動整個產業在商業模式上的轉變。本研究首先綜合分析

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產業鏈的市場結構，賽事轉播的經濟特質與法律定性。進而透過歐

美競爭法的立法例與案例見解，分析發展出現行主流轉播權交易授權架構，意即以集

中交易與獨家授權為主要模式的影響因素，包括職業運動聯盟的運作須仰賴內部競爭

平衡的維繫、高額轉播權利金的分配以及促進交易與營運效率等。而透過前述分析與

對我國中華職棒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現狀的綜合比較，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多元傳播平

台與注意力經濟結合產生的新興商業模式，非但徹底改變終端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賽

事觸及消費者注意力的管道，更形成市場的角色多重性，使權利人與轉播業者等市場

參與者轉化轉播權收益的途徑產生顯著變化，渠等因此在選擇與規劃交易授權模式

時，納入確保權利運用彈性、品牌建立與維繫、多角化經營與市場拓展等考量。 

  而在前述商業模式的改變下，由於市場參與者間的整合與結合策略可能形成潛在

或強化既有的限制競爭風險，因此有必要以不同於過往的角度關注所牽涉的消費者權

益。本研究先從運動賽事本身具有之社會性功能切入，分析各國傳播法規對大眾資訊

知情權的保障機制，在適用於具商業性的職業運動賽事上，及因應現今消費者收視習

慣變化的不足之處；並循此脈絡，探究競爭規範可能採行之執法措施，如何從重視職

業運動聯盟賽事的市場驅動力、增加權利可用性、數位匯流下平台競合關係，及以賽

制性質差異區分監管措施與強度等觀點，避免市場過度集中以促進消費者選擇的可行

性。最後，則分別從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角度，提出規劃授權交易模式時的考量因素和

具體建議，期許此一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國經驗作為在不同市場條件與法規環境下，

其他職業運動聯盟採取轉播權交易授權模式的對照與參考。 

 

關鍵字：職業運動、運動聯盟、轉播權、著作權、交易模式、授權型態、競爭法、競

爭規範、傳播法規、多元傳播平台、數位串流、注意力經濟、權利可用性、資訊知情

權、消費者權益、數位匯流、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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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and their match broadcasts appeared around the 

world, they have developed a highly commercialized symbiotic economy collaboratively 

with media and advertising industries with focus on the timeliness of live broadcas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Internet has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which has led to drastic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entire industry. First 

of all, this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broadcasting industry chai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match broadcasting right. Next, it analyzes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 broadcasting rights transaction structures, which are the collective / joint selling 

and exclusive licensing, through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petition law legislation and 

case insights. Specifically, the factors include that the oper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must rely o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l competition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 broadcast royal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ransactional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fterward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alysi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broadcasting rights transaction model of CPBL, this research further discovered that 

the multiple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nd the attention economy have both changed the 

consumer habits and the path to touch attention of consumers. Moreover, they formed the 

multiplicity of roles in this market. All of these phenomena have made the channels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such as rights holders and broadcasters to transform the benefits of 

broadcasting rights significant differently. This situation enables these participants to choose 

and plan their transaction models in consideration of such as ensuring flexibility in the 

exploitation of rights,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brands and the expansion of 

diversified markets. 

  In addition, under the changes of the business model mentioned above, th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ons and mergers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broadcasting 

market might generate potential or strengthen existing risks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related consumer righ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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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ast. Based on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port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public’s right to information in 

communication laws in response to commercial professional sports and those changes of 

consumer viewing habits. Subsequently,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promote the feasibility of consumer choic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ossible measur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cusing on the 

driving power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matches, increasing the availability of rights,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market participants under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gulatory measures and intensity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match 

systems. Overall,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nsider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the structure of transaction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supervision, which tries to enable other professional leagues take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 (ROC) as reference under different market conditions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Key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Sports league, Broadcasting right, Media right, Copyright, 

Transaction model, Licensing model, Competition law, Competition policy, Communication 

law, Multiple communicative platforms, Digital Streaming, Attention Economy, Availability 

of rights, Right to information, Consumer rights, Digital convergence, Co-O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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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NBA、MLB、英超、西甲、日本職棒、中華職棒……現今的消費者只要打開電視

或電腦，就可以看到國內外各種精彩絕倫的職業運動賽事，幾可說是全年無休，這是

對身處多元傳播平台時代的我們來說，生活中理所當然的日常。同時這也代表一個龐

大且複雜的商業體系——即職業運動轉播產業——日夜不懈運作的成果，賽事轉播權

是驅動整個產業的核心，轉播權交易則是其中最主要的經濟活動。 

  歷經傳播技術與市場環境的各種變化所建構出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

式，其主架構源於 20世紀中期，因電視普及與廣告興起所建立的集中交易／獨家授

權模式，而此模式所具備的聯合行為和垂直交易限制之限制競爭特性，也使其從發展

之初，及嗣後為了因應高度商業化而逐步調整的各個階段，幾乎都不免受到競爭法執

法機關的關注，進而透過司法、立法或行政決定等各種層面進行介入，經衡量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與促進競爭利益後，在歐美各自形成管制模式。不過，進入 21世紀的多

元傳播平台時代，網際網路帶來傳播技術的急速演進，大大改變了傳播市場的結構組

成、運作模式，以及消費者的收視型態，則過去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

的監管措施和考量，如今是否仍有其效果？由於競爭法面對的始終是走在前端、變化

最為快速劇烈的商業市場，本研究認為今時今日，實有必要全面檢視該市場之經濟特

質、轉變型態，以了解過往的競爭法監管態度和措施是否妥適，或是否有必要進一步

參考其他法規對職業運動轉播的介入，例如歐盟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1》，從資訊知

情權（right to information2）的角度思考競爭法在現今的角色與功能。 

  另外，由於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於前幾年因轉播權糾紛而意外開始採取與前述歐

 
1 See infra note 704. 
2 See infra note 56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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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同的「個別交易／多元授權」模式3，並且持續發展迄今，進而促成該聯盟轉播

型態上的一大特色4。本研究認為，此模式目前為止的建立過程，與多元傳播平台蓬

勃發展的時間近乎重合，兩者間或存在一定程度之關聯性。故在此研究中，也意欲透

過對中華職棒現行交易模式之形成條件與策略考量的討論，與歐美主流模式進行綜合

比較與分析，或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參與者採取交易授權策略

之考量與影響其考量之因素，期能作為不同地區、項目與型態的聯盟賽事交易模式，

在建立與發展上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與案例分析為主。文獻探討方面，包含中英文之

專書、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學位論文、政府或研究機構報告資料、新聞與其他網

路資料，從中探索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的經濟特質、市場結構、運作模式與法律性

質等面向，藉此勾勒出市場發展的歷程與樣貌，以發掘其特殊性與相關問題。 

  案例分析則以本研究之研究標的，即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及其交易模式發展過程

中，與之相關的國內外立法例、司法判決、政府機關決定為主。國外案例之來源，因

北美與歐洲在職業運動聯盟的發展歷史、規模、型態及其與傳播媒體的互動關係等方

面，各自具有代表性，故本研究主要以美國、歐盟及其成員國（包含前成員國英國）

之案例為主要分析對象。從此揭案例的時空環境、案件事實、法律爭點、調查結果與

見解中，探究其對轉播權交易模式甚而整個市場發展的影響，並搭配前述文獻探討結

果，分析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面臨的問題和因應方向。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標的之地域與語言範圍 

 
3 參後揭註 580-580。 
4 參後揭註 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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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運動聯盟因以國內聯賽為主體（及以此為基礎發展出的跨國性職業聯盟，例

如歐洲冠軍足球聯賽5），有其個別之地域特性，縱使為同一種運動項目，各地區的職

業聯盟亦存在相異性，皆具有深入分析和相互比較之價值。惟本研究聚焦於北美、歐

洲和我國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原因除了前述北美與歐洲之代表性地位外，也囿

於筆者之語言能力限制，無法在有限時間中廣泛而深入地了解其他地區職業運動聯盟

之特性、現狀與相關案例。 

二、研究標的之時間與資料範圍 

  由於本研究標的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係屬於對外在環境高度敏感的產業，

隨時反映最新的技術演進、市場條件與消費型態變化。本研究雖致力於勾勒市場變遷

的路徑與樣貌，為窮盡己力，必然仍存在無法即時跟進的變化與議題，無足夠時間觀

察市場參與者、政府、司法機關、學者專家等各層面對最新變化與議題之反應。例如

於筆者撰寫期間（2020 年）爆發 Covid-19的全球性疫情，對人類經濟活動乃至生活

型態之影響甚鉅，職業運動賽事的舉辦和轉播也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然而本研究對

此，僅能於研究過程中，對發展中的變化進行初步觀察，因缺乏足夠數據或其他研究

資料，而無法對此一巨大轉變可能對本研究主題帶來之新議題予以分析。故僅於第七

章最末補充提及，有待未來持續觀察與討論。 

三、跨機關間的權責適宜性問題非本研究之範圍 

  本研究雖係以競爭法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交易之相關議題為主題，然而所

引用分析之案例、立法例等，可能涉及之機關非僅該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相關議題之監管，牽涉領域尚包含運動與傳播，其跨機關間的權責適

宜性問題，確係考慮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交易模式規劃時一個可能的思考面向。然

此議題如深入研究，須就個別國家之政府組織、機關間權責競合等層面加以探索與分

析，經考量其與本研究主題之關聯性及時間、篇幅等限制後，決定暫不於本研究中就

 
5 See infra notes 445,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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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議題進行專門之討論。 

第四節 本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發展與競

爭法監管上面對之問題。以下述七個章節逐步進行研究：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筆者開展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預計採取之研究方法，釐清

與界定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最後簡要說明本研究的架構。 

  第二章係針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進行介紹。首先分別從職業運動聯盟的

建立與發展，及傳播技術演進、轉播型態變遷的角度，介紹職業運動聯盟與傳播媒體

間的互動關係和現況。接下來則拆解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的產業價值鏈，包括內容提供

者、轉播業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內容提供者為隊伍與聯盟，除

了兩者的功能，和不同體系下的聯盟架構外，也在此一併介紹職業運動賽事不同於其

他影視內容的產製過程；轉播業者的部分基本上循著運動轉播發展的脈絡，從提供線

性影視服務的傳統電視台業者、以非線性服務為主的網路影視平台業者，到由內容提

供者自營的轉播平台，從中體現轉播業者隨著傳播技術變遷的角色變化、角色多重

性，以及多元傳播平台興起後非典型業者進入市場的影響；最後介紹運動媒體經紀公

司和廣告贊助商，兩者皆在職業運動聯盟轉播中擁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可說與此產業

高度商業化的發展歷程互為因果。 

  第三章則聚焦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本身。首先探究其不同於一般影視轉

播，甚至也異於其他運動賽事轉播的經濟特性，以此了解為何此特殊形態之轉播權在

傳播市場有其獨特的商業價值和運作方式。消費面包括直播的時效性、獨特性和多營

收視需求，並且從產品替代性來看消費者對於賽事內容及收視平台兩者，所呈現相悖

的交叉需求彈性；產業面則從業者的角度延續消費面的分析，發現系爭產品與目標受

眾之距離相對較小，而有降低投資風險的誘因，同時，消費者的常態收視慣性，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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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傳播市場中具競爭優勢，吸引業者以此作為鞏固優勢或拓展版圖的驅動產品。此

章後段則探討轉播權的法律性質，透過各國立法與案例比較，釐清其與著作權間相異

但互為輔助之關係，並進一步探究其權利基礎和歸屬，藉此了解轉播權以經濟資源投

入作為獲取商業利益合理性的權利特質。最後則進入本研究主體「轉播權交易授權模

式」的分析，說明集中交易的架構與目的，以及授權分別以對象、區域和途徑為考量

時的不同型態。 

  第四章分析競爭法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的影響歷程。首先探討現

行交易模式造成的限制競爭行為態樣，包括聯合行為與垂直非價格限制。接著在進行

相關市場界定的討論後，即分別進入美國與歐盟的立法例與案例分析，此節主要係呈

現競爭法的介入如何影響交易模式的型塑，及在各該時空環境條件下所採取之考量。

進而以此為基礎，於下一節對多元傳播平台下現行轉播權商業模式進行檢視，包括受

到數位經濟影響，新興傳播媒體所採取的雙邊／多邊平台與注意力經濟之商業模式，

及因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在此新興商業模式中具備更多元的轉化收益能力，使其商

業價值內涵產生變化。進而循此脈絡檢視競爭法對於現今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應採

取之觀點，透過對消費者權益概念的釐清，從更廣泛的角度看消費者權益如何具體化

在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中。 

  第五章以中華職棒轉播權交易授權模式的變遷和現狀為引，企圖透過比較其不同

於歐美主流模式之特色，並結合前幾章對於經濟特質與法律見解之分析，彙整出權利

人與轉播業者等市場主要參與者，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對轉播權交易授權規劃的各

層面考量，及影響其考量的各項關鍵因素。並以我國智財法院最新判決為例，對權利

人與轉播業者在交易授權的具體契約規劃上提出建議。 

  第六章則從前述商業目標與策略考量中，提出現今市場的潛在限制競爭風險與對

消費權益的負面影響。進而從運動賽事的社會性功能出發，了解資訊知情權在其他法

規對運動賽事轉播監管中的定位。並透過相關市場界定在數位匯流中的困難、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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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供應義務案例的參考，及更細緻地分析不同聯盟的賽制與賽事性質差異，探究

競爭法監管上的侷限和其他可能性。 

  第七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就上開研究成果予以彙整，提出本研究對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規劃與監管上的具體建議。最後則補充提及與本研究主題

相關，未來有待思考與討論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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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介紹 

第一節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之發展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係指職業運動聯盟賽事透過傳播媒體向不特定大眾播

送，成為消費者從傳播媒體上得以收看之影視節目內容的一部分。傳播媒體是賽事內

容突破空間限制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媒介，但職業運動聯盟最初的運作是以現場觀看為

主，因此欲了解其賽事轉播之發展，必然須回頭探究其如何與傳播媒體產生關聯進而

展開互動，接下來則可反過來從近代傳播技術的快速變遷，了解職業運動賽事轉播如

今的發展態樣。 

第一項 職業運動聯盟與傳播媒體的互動關係 

  隨著 20世紀中期電視逐漸普及，在電視上觀看運動賽事成為人們娛樂活動中的

主要活動。時至今日，網路的無遠弗屆更進一步擴張人們收看運動賽事的傳播媒介，

運動轉播無疑早已成為傳播媒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透過轉播所能看到的賽事類

型也愈漸多元，包括四年一度的奧運、世界盃足球賽等大型國際性賽事，國內外的各

類型職業運動賽事，又或者是由各單項運動協會所主辦的世界性或地區性盃賽、錦標

賽。其中與傳播媒體關聯最密切，同時也最深入大眾生活的，便是常態性輸出運動賽

事的職業運動6。以下將介紹職業運動聯盟的發展歷程，藉此勾勒出其與傳播媒體、

廣告贊助商之間長期且持續迄今的互動，所形成的共生經濟（參圖 1）。 

 
6 劉昌德（2005），〈電視運動轉播市場之分析：台、美、英三國職業運動轉播權利金的發展〉，《廣播

與電視》，25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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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職業運動聯盟、傳播媒體與廣告贊助商間之共生經濟7 

 

第一款 職業運動聯盟介紹 

  所謂的職業運動（professional sports），係相對於業餘運動（amateur sports）的概

念，泛指參與該運動賽事的選手，得以其具備之運動技術賺取足以謀生的報酬8。而

職業運動中，如果是屬於團隊運動（team sports），同項目相互競賽的各隊伍，多會組

成聯盟、聯賽等類似的組織以運作賽事及統籌辦理相關事務，本研究將此類型組織統

稱為「職業運動聯盟（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9」。我國觀眾較為耳熟能詳的職業聯

盟包括中華職業棒球聯盟（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簡稱中職或

CPBL）、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簡稱 NBA）、英格蘭足

球超級聯賽（FA Premier League，簡稱英超或 FAPL）等。由於運動賽事在每個地區

及不同項目的發展歷程不盡相同，聯盟實際的組織及運作模式自非可一概而論。然而

無論何種模式，其核心功能皆為透過編排賽程、制定規則等方式，創造和維持一個使

 
7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8 張宏亮（2000），國家教育研究院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職業運動 Professional Sport。

載於：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5147/（最後瀏覽日：2020/03/01）。 
9 如未特別補充說明，本研究後續內容所出現「職業運動聯盟」、「職業聯盟」、「聯盟」及「聯賽」，以

上用詞皆係指「職業運動聯盟（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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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間得以常態性進行比賽的環境10。 

  關於各聯盟在組織和功能上的差異，本研究將會在本章第二節加以討論。此處將

先從歷史及規模方面，在世界上皆具代表性的兩大職業運動聯盟體系——英格蘭足球

聯賽及北美職業運動聯盟，一窺近百年來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與傳播媒體間從相互排斥

到共生共榮的關係。 

第二款 英格蘭足球聯賽 

  足球可說是當今全世界最熱門且普及的運動，單看我國大眾最熟悉的世界盃足球

賽，就有超過世界總人口數一半的人在收看11；而將目光轉向職業足球，全世界至少

140個國家擁有職業足球聯賽12，橫跨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普及程度

遠超過棒球、籃球等其他熱門團隊球類運動。其中，英國作為現代足球的發源地13、

擁有全世界收益最高的職業足球聯賽14，其聯盟組織於 19世紀末創立15，自 20世紀

以降的發展歷程也與賽事轉播的出現及演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英國足球最早的賽事轉播出現在 1927年，是由英國政府經營的英國廣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BBC）在電台播出16。雖於十年後首次在電視

 
10 Ming Li、Susan Hofacre、Dan Mahony（著），葉公鼎（譯）（2005），《運動經濟學》，頁 11，台北：

桂魯。 
11 依據世界足球總會（FIFA）公開的數據，2018 年世界盃總收視人口達 35.72 億，占世界總人口數的

51.3%。Se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 Global broadcast 

and audience summary, FIFA.com, at 4, https://resources.fifa.com/image/upload/2018-fifa-world-cup-russia-

global-broadcast-and-audience-executive-summary.pdf?cloudid=njqsntrvdvqv8ho1dag5 (last visited: 

2020/03/02). 
12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Football Report 2019, FIFA.com, at 5, 

https://img.fifa.com/image/upload/jlr5corccbsef4n4brde.pdf (last visited: 2020/03/02). 
13 英格蘭足球總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下稱「英足總」）於 1863 年成立，為現代足球形式奠定

基礎。參見 Stefan Szymanski、Andrew Zimbalist（著），張美惠（譯）（2008），《瘋足球，迷棒球—職業

運動經濟學》，頁 40，台北：時報。 
14 此處係指英國最高級別的職業足球聯賽「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FAPL）」，2018 年度總營收超過 54

億歐元，比第二名的德國甲級足球聯賽高出至少 20 億。See Michael Barnard, Sam Boor, Christopher 

Winn, Chris Wood and Izzy Wray, Annual Review of Football Finance 2019, Deloitte, at 9-10,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sports-business-group/articles/annual-review-of-football-finance.html 

(last visited: 2020/03/02). 
15 英國職業足球起源於 1888 年所成立的英格蘭足球聯盟（Football League）。參見 Stefan Szymanski、

Andrew Zimbalist，同註 13，頁 49。 
16 同前註，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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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轉播，但一直到 1960 年代電視普及前，當時的足球聯盟及旗下多數球隊對於轉播

賽事的態度並不友善，縱使同意，也對轉播賽事的數量多有限制，因為他們認為賽事

轉播會影響觀眾入場意願，進而減少門票及相關的收入17。此情況直到英國第一家民

營電視台——獨立電視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簡稱 ITV）成立後才首次出現轉

變。ITV加入 BBC 轉播足球聯盟甲級賽事的行列，共同形成買方寡占市場，每年權

利金價格最高僅 300萬英鎊18。從 1970到 1980 年代，雖然電視上開始有常態性的轉

播，但全賽季轉播場次數仍然不超過 20場19，反映了聯盟希望透過日益普及的電視轉

播吸引更多人進場看球20，同時仍擔憂電視轉播會影響上座率的矛盾心情21。 

  直到 1980年代後期付費衛星電視興起，市場方產生劇烈變化。衛星電視台 BSB

（British Satellite Broadcasting）選擇加入足球聯盟的轉播權競爭行列，反映了收視大

眾對比賽轉播愈加熱烈的需求，職業球隊也因此發現賽事轉播權的潛在商業價值，進

而積極採取行動，迫使 ITV於 1988年打破與 BBC 的長年寡佔，以每季 1100萬英鎊

的高價取得接下來四個賽季的獨家轉播權22。 

  前述交易不只對轉播權市場結構產生深遠影響，也徹底改變了英國足球職業聯

盟。嘗到高額權利金的甜頭後，為了讓這份商業利益最大程度滿足職業球隊和聯盟等

參與者，經過與英格蘭足球總會的一番拉鋸協商，運作超過百年的英格蘭足球聯盟

（Football League）於 1992年改制成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23。改制前後的關鍵差異之

一，即在於新聯盟所售出的轉播權利金將完全歸屬英超球隊進行分配24。而這些改變

 
17 同前註，頁 197-198。 
18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Has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Subscription Sports Broadcasting 

Benefited Consumers-The Case of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 J. SPORTS ECON., In Press, doi: 

10.1177/1527002518784121, at 5 (2018). Published version see 20 J. SPORTS ECON. 603 (2019). 
19 Id, at 4-5.  
20 1960 年代中期，英國每戶家庭的電視機佔有率已高達八成。參見 Barry Smart（著），何哲欣（譯）

（2008），《運動明星》，頁 134，新北：韋伯文化。 
21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supra note 18, at 4. 
22 當時由於足球聯盟中排名最高的幾支球隊個別與 BSB 協商轉播權交易，方得以打破 BBC和 ITV 兩

家地面電視台的買方獨占，及職業足球轉播權市場長期由電視傳播公司具優勢談判地位的局面。See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supra note 18, at 5-6. 
23 David Goldblatt（著），韓絜光（譯）（2017），《足球帝國：一窺英格蘭社會的華麗與蒼涼》，頁 66-

67，台北：商周。 
24 Stefan Szymanski、Andrew Zimbalist，同註 13，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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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成立，則緣於英國天空廣播公司（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imited，簡稱

BSkyB）等衛星電視台願意支付高額權利金競爭獨家轉播權，吸引球迷付費訂閱。全

賽季轉播場次在該年即從 18場驟增至 60場25，電視轉播比重的顯著增加，逐漸改變

了足球比賽的樣貌26。原係透過聯盟整合及球隊間相互競賽所產出的特殊產品，轉播

對其產製過程的逐漸滲入，一方面反映了目標消費族群從買票進場的觀眾，擴展至廣

大且身處不特定時空的觀眾；另一方面則是足球轉播權利金的逐年爆增，成為英超及

其他歐洲國家足球聯盟的最主要營收來源27，職業足球從此與傳播媒體共生共榮，在

往後將近三十年間形成席捲全球的經濟型態28。 

第三款 北美職業運動聯盟 

  儘管美式足球在我國算冷門運動，每年 2月初我們仍會從新聞得知遠在美國的國

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簡稱 NFL）總冠軍戰「超級盃（Super 

Bowl）」請了多少大牌明星表演、創下多少驚人的數據紀錄。近十幾年來，超級盃幾

乎每年都可吸引超過一億人口在電視機前收看29，2020年廣告主光是想在比賽間播出

自家廣告，30秒就得掏出 560萬美元給獲得該屆轉播權的電視台30。NFL 在賽事安排

與進行上配合轉播呈現的高度商業化，無疑是職業運動賽事與傳播媒體間形成緊密結

合的最佳例子。而包含 NFL 在內的北美四大職業運動聯盟31，發展過程皆伴隨著 20

 
25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supra note 18, at 6. 
26 電視轉播的影響力改變足球賽事的本質，轉播方式也相應地持續變化，這些轉變進而形塑了英國社

會生活的重要特徵，論者認為這與運動賽事的集體收視性質密切相關，而電視轉播強化此一性質對英

國大眾生活的影響。參見 Barry Smart，同註 20，頁 150-151。 
27 轉播權利金佔英超年度總營收的比例，從 2009 年將近一半（49%），到 2018 年已經達到 59%，其餘

四大聯賽也都是轉播權利金佔比最重。See Deloitte Sports Business Group, Annual Review of Football 

Finance 2010, Deloitte, at 6,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k/Documents/sports-business-

group/uk-sbg-arff-2010-highlights.pdf (last visited: 2020/03/03); Supra note 7, at 9. 
28 David Goldblatt，同註 23，頁 68-69。 
29 從 2008 年以來，超級盃的電視轉播收視人口數只有 2019 年略低於一億(9990 萬)。See Will Throne 

(2020/2/3), TV Ratings: Super Bowl LIV Draws 102 Million Viewers, Up a Fraction on 2019, Variety, 

https://variety.com/2020/tv/news/super-bowl-liv-ratings-1203490564/ (last visited: 2020/03/04). 
30 Ruobing Su & Erin McDowell (2020/2/3), How Super Bowl ad costs have skyrocketed over the years, 

Business Insid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super-bowl-ad-price-cost-2017-2 (last visited: 2020/06/07). 
31 北美四大職業運動聯盟分別是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美國職業籃球

聯盟（NBA）及國家冰球聯盟（NHL）。因此揭聯盟參與隊伍的據點包含加拿大，故一般泛稱為「北

美」職業運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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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來傳播媒體和轉播型態的演進。 

  與前述英國的時間相近，北美最早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發生在 1921年，同

樣是透過電台直播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簡稱MLB）的單場比賽

32。起初亦曾受到球隊經營者對轉播影響進場人數的質疑，但不久後他們就發現這對

無法前往現場觀賽的民眾來說，是一個效果極佳的宣傳管道，甚至有球隊因此免收授

權費請電台播出比賽33。1950年代美國家庭電視普及後，大眾娛樂型態轉變，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的商業價值開始受到廣告商和電視台的重視，有利可圖促使三大全國

電視網競爭轉播權34，甚至在 1960年間接催生出新的美式足球聯盟——美國美式足球

聯盟（American Football League，簡稱 AFL）35。AFL 在成立之初能夠與 NFL 分庭抗

禮的關鍵因素，即在於其與三大電視網中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簽訂足以挹注旗下

各球隊競爭力的高額轉播契約，這是美國第一個以聯盟為主體，與電視業者簽署近乎

涵蓋全賽季的職業運動轉播契約36。雖然 AFL 在六年後因為與 NFL 合併而消失，但

由其所開創，新的職業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以及對賽事進行改革以配合電視轉播型

態的商業思維37，皆對未來近半個世紀北美職業運動聯盟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而與

AFL 合併後的 NFL，則在此基礎上，成功透過全國性的轉播，超越有悠久歷史及地域

性的MLB，躍升全美最熱門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38。 

  隨著 1980年代以來電視網結構的改變，包括後來成為第四大電視網的 FOX及諸

 
32 Stefan Szymanski、Andrew Zimbalist，同註 13，頁 189。 
33 同前註，頁 189-190。 
34 美國三大全國電視網，係指前三大全國性無線商業電視台，分別是國家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CBS）和美國廣播公司（ABC）。有論者認為，該時之廣告主看中的是職業運動賽事的觀眾

主體，多為有經濟能力的中年男性，具有極大的消費潛力，且此消費群體非其他電視節目所能輕易觸

及。參見劉昌德，同註 6，頁 35。 
35 Barry Smart，同註 20，頁 138。 
36 依據 AFL 與 ABC的這份契約，每年的轉播權金額為 170 萬美元。這份契約的歷史性意義在於，由

聯盟為主體與轉播業者協商的模式，被證明得以提升職業運動聯盟的議價能力，而進一步促使 1961 年

國會通過《運動轉播法（Sports Broadcasting Act）》。See DENNIS DENINGER, SPORTS ON TELEVISION: THE 

HOW AND WHY BEHIND WHAT YOU SEE, at 25 (2012). 前述立法及美國司法實務上針對職業運動聯盟予以競

爭法豁免的介紹與分析，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 
37 例如首次將球員姓名印在球衣背面，方便收看轉播的觀眾辨識球員及融入比賽。Id. at 17. 
38 Barry Smart，同註 20，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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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SPN等付費有線電視網的出現，將原本三大電視網在運動轉播市場的競爭向上升

級39，光是 90年代每年平均轉播權利金即呈倍數成長40。有線電視也逐漸蠶食各大職

業聯盟賽事的轉播場次數41，這個現象反映了有線電視在這段時間已逐步超越無線電

視在美國傳播媒體市場的佔有率42。在此一競爭趨勢下，從 60年代 AFL 以來，透過

轉播型態與賽事流程間的相互配合塑造觀眾的收視習慣，藉此最大化賽事商業價值的

作法，已經成為常態，之後持續壯大的 NFL 更是觀察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以轉播作為

高度商業化驅動力的最佳實例。為了使其商業價值達到全國性的效果，NFL 的賽制、

場次數和時間安排均高度配合轉播收視的現實需求，更成功將僅此一場的總冠軍戰超

級盃打造成一個頂級商品，進而發展出以獲取輪流轉播超級盃的權利為誘因，由數家

大型電視網共同取得聯盟賽事轉播權的特殊交易模式43，大幅提升權利金額度的天花

板，而取得權利的轉播業者，則再從被 NFL 的高收視和影響力所吸引的廣告商收取

高額廣告費用，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 

第二項 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的賽事轉播產業現況 

第一款 網路技術帶動影音傳播媒體變革 

  從前述歐美兩大職業運動聯盟體系的賽事轉播，及其與傳播媒體（所述及的年代

主要是廣播電視公司）及廣告商等市場參與者間形成緊密共生關係的過程中，可以看

到從電台到無線電視，再到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的出現，傳播科技的演進是此一發展

 
39 劉昌德，同註 6，頁 35。 
40 例如 1990 到 1998，NFL每年平均轉播權利金從 9 億躍升至 24.5 億。See Bill Carter (1990/3/10), New 

TV Contracts for NFL’s Games Total $3.6 Billi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10/business/new-tv-contracts-for-nfl-s-games-total-3.6-billion.html (last 

visited: 2020/03/06); also see Ken Fang (2015/1/25), The NFL on TV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last 50 

years, AwfulAnnouncing.com, https://awfulannouncing.com/2015/nfl-tv-changed-dramatically-over-the-last-

50-years.html (last visited: 2020/03/06). 
41 劉昌德，同註 6，頁 36。 
42 此一市場結構的改變也於 1992 年促成《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的修訂。See 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 Section 2(a)(4)(5). 
43 Tadd Haislop (2020/03/02), Who is broadcasting Super Bowl 2020? A guide to the TV channel, announcers 

& more on Super Bowl 54 rights, SportingNews.com, https://www.sportingnews.com/us/nfl/news/super-bowl-

2020-broadcast-tv-channel-announcers-rights/1sxdcb159tivp1bsrfert9tpdw (last visited: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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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的關鍵推力44。而在進入 21世紀後，運動轉播的型態也持續地因傳播科技近二

十年來的日新月異，而出現大幅度的轉變。 

  前述關鍵的技術突破源自寬頻網路的普及。網際網路取代傳統電視的訊號接收方

式45，藉由數位匯流46，將影音傳播媒介從傳統意義上的「電視」擴展至「媒體影視

平台」。透過網路傳輸的新影視媒體，以其使用的網路類型分成網際網路協定電視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簡稱 IPTV）和 OTT（over-the-top）網路影視服務47。

IPTV是以封閉式的網際網路協定傳遞影音內容，除了傳統電視的線性頻道節目內

容，也可以提供非線性的隨選節目（video on demand，簡稱 VOD）48；後者現在多泛

稱為 OTT TV49，則是藉由開放式網路，而毋須透過有線電視或電信業者等既有寬頻

業者傳送影視內容，因此其品質無法由任一方有效控管50，但對消費者來說，終端設

備的運用更為彈性，除了使用機上盒、串流媒體播放器或智慧型聯網電視（smart 

TV）等設備輔助，而得以從電視收看影視內容外，操作電腦、平板、手機等能夠連

結網路的行動裝置也都可以收看51。 

  綜觀前述影音傳播媒體的變革，可以發現網路技術的革新和普及，打破媒介提供

者的技術區隔，以及終端消費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收視藩籬，相較於過去傳統電視時

代，無論節目內容產製和收視習慣上都產生極大轉變，運動賽事轉播作為以電視為主

 
44學者 Eli Noam 將電視技術發展，區分成無線電視、衛星與有線電視、數位電視及雲端電視四個世

代。See Eli Noam, Cloud TV: Towar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etwork policy debates, 38 TELECOMMUN. 

POLICY 684, 685 (2014). 
45 此處係指無線廣播電視、衛星電視及有線電視，不包含透過前述採用傳輸網路提供數位訊號的數位

電視。參見彭芸（2015），《「後」電視時代：串流、競合、政策》，頁 42，新北：風雲論壇。 
46 「數位匯流」指透過數位技術的發展，使原本提供不同產品或服務之產業間的距離趨近，得以相互

整合的過程。參李治安（2006），〈關於數位匯流的基本管制問題〉，《科技法學評論》，第 3 卷第 1 期，

頁 165-167。而數位匯流的出現，使傳播媒體不受限於固定裝置，演化成能提供廣泛應用與服務的平台

形態。參彭芸，同前註，頁 10、45-46。 
47 劉幼琍主編（2014），《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平台之政策與發展策略》，頁 13、20，新北：揚智文化。 
48 劉幼琍主編（2014），同前註，頁 14-18。 
49 OTT（over-the-top）的定義非單指影視服務，而是包含所有透過開放式網路，直接向終端使用者提

供的服務。參見劉幼琍主編（2017），《OTT TV 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頁 4，台北：五

南。 
50 劉幼琍主編（2017），同前註。 
51 葉志良（2015），〈我國線上影音內容管制的再塑造：從 OTT 的發展談起〉，《資訊社會研究》，第 29

期，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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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載體的影視產業亦無法自外於這波浪潮。 

第二款 運動轉播型態的變化 

  從終端消費者的角度，前述影視傳播技術變革對運動轉播的影響，主要反映在觀

賞品質的提升、內容選擇的多元和設備使用的彈性這三個層面上。高畫質影像一直是

從 90年代以來各國推行電視數位化的首要訴求52，而得以支持高畫質影像持續不間斷

呈現在螢幕上的穩定訊號傳輸，即為觀賞品質的重要指標53。由於相較其他節目特別

重視臨場感，運動轉播成為推動傳播業者發展相關技術及提升民眾接受度的動力之

一，例如英國及韓國皆透過大型運動賽事的轉播，作為推動超高解析度數位電視

（UHDTV）計畫的階段性成果54，日本公共電視台 NHK（日本放送協会）則以主辦

2020東京奧運實現 8K 電視普及化為目標55。 

  依據相關單位的研究，節目內容的豐富多元是收視大眾對電視數位化、網路化接

受度愈來愈高的優先考量因素56。數位電視除了比傳統電視可以呈現的頻道數更多

57，更重要的是其隨選功能使終端消費者擁有主動選擇權，不再受限於傳播業者排定

的線性節目58；而網路串流影視平台不受一般電視頻道數量的侷限，可以在同一時間

播出多個影音內容的型態59，對於運動轉播的製播與收視習慣更是一大突破。因為觀

眾對賽事節目的期待度強烈取決於過程與結果的不確定性60，是使運動賽事有別於一

 
52 蔡志宏主持（2010），《我國數位電視服務市場及未來需求研析》，台灣通訊協會，頁 7-8、48，載

於：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1010/1821_18632_110107_1.pdf（最後瀏覽日：2020/03/13）。 
53 劉幼琍主編（2014），同註 47，頁 30。 
54 英國 BBC係於 2014 年透過巴西里約世界盃足球賽與格拉斯哥聯邦運動會進行測試，韓國則是以其

主辦的 2018 年平昌冬季奧運測試成果。參見石佳湘主持（2019），《超高解析度數位電視技術發展之研

究期末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頁 83、330，載於：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9031/4007_41140_190311_1.pdf（最後瀏覽日：2020/03/13）。 
55 石佳湘主持，同前註，頁 125-126。 
56 資策會於 2008 年的調查顯示，消費者在考量是否採用數位電視服務時，前兩名的主要因素分別是

「穩定的收視品質」與「提供豐富的節目內容」。蔡志宏主持，同註 52，頁 144、146。 
57 徐政鴻（2017），《新傳播科技對「運動媒體複合體」之影響：以 OTT 轉播台灣職棒為例》，頁 26，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58 劉幼琍主編（2017），同註 49，頁 67-68。 
59 許明恩（2014），吃掉電視台最心疼的一塊肉 — 線上直播（livestreaming），有物報告。載於：

https://yowureport.com/11879/（最後瀏覽日：2020/03/14）。 
60 有論者認為消費者對運動賽事的需求，與其結果的不確定性相關，尤其是職業團體運動賽事。參見

Chris Gratton、Peter Taylor（著），劉以德（譯）（2005），《運動遊憩經濟學》，頁 185，台北：品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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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影視節目的關鍵特質（詳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然而過去

運動轉播常礙於其多場比賽同時進行、轉播業者於同一時間所能播出節目的數量限制

及各地區間的時差等問題，消費者僅能在特定時間看到「被選定」的賽事，一旦無法

直播而改以俗稱 D-Live的延播方式播出，則收視需求驟降，轉播業者預期該節目所

能帶來的經濟價值自然大幅減少，進而影響其投入的意願61。故前述新興影視平台不

同於傳統電視的功能，在提升節目選擇性的同時，一方面滿足了前述運動轉播收視戶

原本無法得到滿足的潛在需求62，另一方面同時也增加供給端的投資意願，除了既有

的轉播業者，諸如 Amazon、Facebook、Twitter等擁有串流平台、技術和客戶基礎的

OTT業者和社群媒體，近年也紛紛擲重金競購熱門職業賽事的轉播權63。 

  而終端設備的彈性則帶來空間和時間上的解放。前者是收看賽事「行動化64」，不

受限於電視，只要有網路連線和可以上網的終端設備，運動轉播不再只是電視機前的

家庭活動；後者則是相較於其他類型的節目，多元平台也能夠滿足運動粉絲多螢幕同

步觀賞賽事的特殊需求，尤其是以多場賽事同時舉行為常態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詳

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促成運動轉播型態轉變的不同特性，彼此間既可互補，例如

傳輸穩定性和畫質得以提升，消費者對節目內容多樣選擇的需求也會隨之提升65；但

也可能出現在技術條件限制下無法併存的情形，例如運動賽事的直播非常考驗傳輸訊

號的品質，但以行動化設備播放 OTT平台之影像，其傳輸品質即會受限於開放式網

路的不穩定性。也因此可以從中再細分出不同面向的市場需求，易言之，目前新興影

 
書。 
61 例如我國長期播放四大職業網球公開賽的 FOX 體育台（前身為衛視體育台），基於美國紐約與我國

的時差相隔達 12 小時，與我國觀眾生活作息不合之考量，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未購買美國網球公開賽的

轉播權，或是僅轉播接近決賽的後段少數賽事。  
62 蔡志宏主持，同註 52，頁 147。 
63 臉書已開始轉播 MLB 部分賽事，Amazon 則拿下 NFL 的線上轉播權。參見張祖仁（2018），美職業

運動轉播權 將成科技龍頭競技場？，鉅亨網，載於：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64299（最後瀏

覽日：2020/03/13）；黃意文（2017），數十億美元夠嗎？臉書搶運動賽事轉播 將與亞馬遜和推特競

爭，鉅亨網，載於：https://fnc.ebc.net.tw/FncNews/world/15602（最後瀏覽日：2020/03/13）。 
64 彭芸，同註 45，頁 10-11。 
65 蔡志宏主持，同註 52，頁 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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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服務彼此間，及其與傳統電視間，尚不具有強烈的不可替代性66。故在此一仍具有

高度經濟價值待開發的市場中，無論係既存或新插旗之業者，其類型、規模、商業模

式及彼此間的競合關係皆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本章後段將針對職業運動轉播市場，進

一步分析其產業價值鏈與市場參與者。 

第二節 職業運動轉播的產業價值鏈 

第一項 產業價值鏈概述 

  價值鏈（value chain）原係指將企業的經營模式分解成一系列創造價值的活動67，

而產業價值鏈（industry value chain）則是將價值鏈的概念擴展至企業身處的整個產

業，包含所有提供產品價值的環節，原則上包括上游供應商和下游行銷通路、終端消

費者，及其他使產品產生競爭優勢的價值活動68。基此，在討論職業運動轉播的產業

價值鏈時，本研究將著重於該產業的終端產品——「運動賽事節目」，其從產製到進

入市場被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哪些角色參與了賦予其價值的過程，而非僅有單向的生

產流程。 

  基於現今跨業經營的多重角色性質，本研究將職業運動轉播產業價值鏈的主要參

與角色，大致分成內容提供者、轉播業者、運動媒體經紀公司、廣告贊助商和收看節

目的閱聽人（即終端消費者），參與者間之關係請參以下圖 2所示。由於本研究主軸

在於轉播權的交易架構及其所涉法律議題，故不在此章節就市場中之終端消費者特別

介紹，而會於後續第三章分析市場經濟特質時，反映出此產業中消費者的需求特性如

何影響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考量與市場的實際運作。本節將先逐一介紹終端消費者以外

的其他參與角色所展現的多樣面貌與其對產業鏈的加值功能。 

 
66 彭芸，同註 45，頁 47。 
67 Michael E. Porter（著），李明軒、邱如美（譯）（2010），《競爭優勢》，頁 72-76，台北：天下遠見。 
68 Michael E. Porter（著），李明軒、邱如美（譯）（1996），《國家競爭優勢》，頁 64-65，台北：天下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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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產業價值鏈69 

第二項 內容提供者 

  網路影視平台興起後進入「內容為王」的時代，內容供應商在傳播市場扮演的角

色愈漸吃重70。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所具有之收視慣性強、觀眾黏著度高等特性，使其

持續成為網路影視平台市場參進者的兵家必爭之地71。然而相較其他類型的影視內

容，最前端的內容提供，正是運動轉播在產業價值鏈上差異化最為顯著的環節。 

第一款 運動轉播的產製模式 

  在一般影視傳播市場，內容供應商可能是製作公司、電視台或是影視平台業者，

負責產製影視節目內容，再作為該內容的權利人授權給傳播業者，在電視及其他設備

上播出72。但在運動轉播方面，其內容從產製階段，即須經過至少兩個步驟的產製：

(1)由職業球隊與職業聯盟供應原始內容，即進行運動賽事。(2)將賽事製作成終端消

 
69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參考自劉幼琍主編（2017），同註 49，頁 17。 
70 劉幼琍主編（2017），同註 49，頁 30。 
71 參見前註 63。 
72 李昕（2018），《從著作權議題探討我國 OTT 影視產業之發展 ──以侵權因應及內容授權為中心》，

頁 12，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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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看到的比賽節目，包含現場畫面錄製、節目內容後製等環節（以下統稱「製

播」）。 

  經過「製播」的內容，再由傳播平台進行「轉播」。惟因過去只有大型電視廣播

公司有足夠的財力與技術進行製播，故原則上是由有能力製播者取得轉播權（換句話

說，轉播權對有自屬製播團隊的公司也更有爭取誘因）。如有複數業者取得轉播權，

則會從負責製播的業者接收其提供的訊號，以播出其所製作的賽事節目，這就是所謂

的「製播合一73」模式；後來也逐漸發展出將「委託製播」和「轉播授權」分開處理

的「製播分離」模式，包括對同一轉播單位同時委託製播並授權轉播74，或者如中華

職棒聯盟曾委託電視公司製播，但該公司未參與賽事轉播的情形75。而隨著網路串流

技術的逐漸普及，製播賽事節目門檻逐漸降低，也開始有聯盟或球隊自行製作，或尋

找具有專業製播能力的業者合作，以配合新興平台衍生的多元轉播型態，且得以更有

效掌握後續播出和利用的彈性76。 

 
73 中職聯盟在 2014 年以前皆係採取「製播合一」的授權方式；而自 2014 年由各隊自行洽談轉播權

後，中信兄弟在 2015 至 2017 年間與緯來電視台仍是循此模式合作。據中信球隊內部人士表示，在

「製播合一」模式下，製播與轉播團隊合一，球隊無須另行給付電視台委託製播費用，而經製播產生

的節目著作權則歸屬於緯來，其他平台欲轉播該隊賽事，係直接向緯來取得節目訊號的授權，及支付

權利金。參見歐建智（2014），中職／製播分離與合一的差別 謝秉育：少收 20 萬元，ETtoday 新聞

雲，載於：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387335（最後瀏覽日：2020/05/22）；歐建智（2020），中職／

砍權利金談不攏兄弟轉播 緯來：比去年還漲 1 成，ETtoday 新聞雲，載於：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676631#ixzz6HhSbcOL2（最後瀏覽日：2020/05/22）。 
74 「製播分離」單從文義上，容易誤解為將製播權和轉播權分別委託和授權給不同對象。惟如文中所

述，此模式與「製播合一」的差異在於將兩者分開處理，至於對象同一與否則非所問。例如權利人對

具有製播能力的轉播單位，同時委託製播並授權轉播，權利人從該單位獲取轉播權利金，並另行支付

該單位委託製播的費用，此時製播節目所生相關權利（例如製播影像的著作權等）並非當然歸屬該單

位，而是取決於雙方委託製播協商的結果，相較前述「製播合一」模式，權利人較可能取得主導權。

自 2018 至 2019 年，中信兄弟與緯來間即改採此種合作模式。參見歐建智，同前註。 
75 此指中職聯盟於 2014-2015 年，首開先例與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簡稱民視）單獨簽訂委託製播合

約，報酬由各隊平均分擔。也因此造成該年聯盟與轉播代理商 MP & Silva 發生爭議解約後，各隊自行

與其他業者洽談轉播權時的阻礙，因為與各隊簽約取得轉播權的傳播媒體，皆須自民視取得節目訊

號，無法委由轉播業者自家製播團隊，甚或其他有製播能力的業者進行賽事節目製播。參見 Sas

（2015），季末再度上演的轉播權大戰？，運動視界，載於：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22008（最

後瀏覽日：2020/05/22）；歐建智（2014），中職／聯盟與民視的製播合約 成各隊獨立轉播絆腳石，

ETtoday 新聞雲，載於：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386698（最後瀏覽日：2020/05/22）。 
76 例如中職聯盟於 2014 年改採製播分離模式，即是為了推行聯盟自營平台「CPBL TV」。參見 Sas，

同前註。而嗣後各球團亦藉由製播分離架構，在各種影視平台開拓轉播途徑，發展更適合網路觀眾的

轉播技術，及滿足自家球迷需求的節目內容（例如隨選多元視角、於社群媒體開設專屬頻道增加互動

等）。參見郭羿婕（2017），中職網路直播暴增 4 隊搶年輕球迷，自由時報，載於：

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088199（最後瀏覽日：2020/05/22）；吳清正（2020），緯來轉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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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目前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體系下，轉播權的原始權利人為產製賽

事本身的職業隊伍或聯盟（關於轉播權性質與歸屬相關問題，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二

節）；而負責產製賽事節目者，除非是球隊與聯盟自行製播的情形，原則上無法自行

產出賽事本身。此點與其他一般類型節目，常見由電視台或平台業者跨足內容產製的

情形有顯著差異，也是運動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之所以有必要獨立於其他影視節目內

容外進行討論的原因之一。故本研究在內容供應商的部分將專注於介紹賽事本身的供

應者，即職業運動隊伍與職業運動聯盟。 

第二款 職業運動隊伍 

  職業運動隊伍（professional sport teams/clubs）隸屬於職業運動聯盟（professional 

sport league），其存在目的是透過隊伍間的對戰，為觀眾提供現場賽事的表現77，故賽

事的產出無法透過單一球隊自行達成。此處所指的共同產出特性，非指單純的產業分

工，更涉及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本質。因賽事本身作為賽事節目的原始素材，其是否

能吸引觀眾收看，直接影響後續節目內容在轉播市場上的價值，而對觀眾的吸引力與

否則取決於能否確保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可說是產出賽事的首要之務。為了達成此

目標，一方面各隊伍的組織架構、人事、財務運作等經營事項皆須各自獨立，以維持

賽場上競爭最基本的公平性；但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賽場內的實力過於失衡，各自獨

立經營的隊伍，彼此間在賽場外亦須維持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賴性（mutual 

interdependence78）（此種特殊競爭秩序之進一步介紹，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

項第二款第一目）。 

  組織型態方面，目前歐美職業隊伍普遍以公司型態經營79，但基於個別地區的發

 
不攏 兄弟另尋門路，自由時報，載於：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61556（最後瀏覽日：

2020/05/22）。 
77 Ming Li、Susan Hofacre、Dan Mahony，同註 10，頁 9。 
78 KATARINA PIJETLOVIC, EU SPORTS LAW AND BREAKAWAY LEAGUES IN FOOTBALL, at 34-35 (2015). 
79 例如 MLB的紐約洋基隊是由企業家史坦布瑞納（Steinbrenner）與他人合資取得經營權，現由其家

族控制的公司取得多數股權。參見維基百科，紐約洋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7%B4%84%E6%B4%8B%E5%9F%BA（最後瀏覽日：

20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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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歷程和文化特色，歐洲有少數職業足球聯賽的球隊，迄今仍保有部分非營利性質的

會員制（membership system80）。 

第三款 職業運動聯盟 

  職業運動聯盟是由職業運動隊伍所組成的組織，主要任務在維繫一個足以讓隊伍

間進行比賽，並且藉由賽事的舉辦獲取經濟利益的環境。聯盟透過制定規則、組織賽

事、編排賽程等行政事務，整合隊伍以共同生產、宣傳、銷售比賽及其他衍生產品

81。由於歐洲和美國的職業運動發展歷程不同，也各自形成兩種不同型態的組織結

構，以下分別簡單介紹。 

一、北美模式 

  北美四大職業聯盟的架構較符合一般人認知中的球隊聯合組織，由固定的職業隊

伍經營者組成，並從會員中選出一位主席主導聯盟的業務82。聯盟賦予有能力繳納鉅

額費用的特定人或企業對球隊的特許經營權83，由於隊伍數量的增加或減少、甚至既

有球隊更改據點，都必須經過會員決議通過，因此被視為一種「封閉（hermetic）」的

系統84。在北美職業運動體系中，除了較為一般人所知的大聯盟（major league）85

 
80 會員制亦可稱俱樂部制（因改採公司制的隊伍其大多仍在名稱中保留「俱樂部（Club）」，為免混

淆，本研究以會員制指稱此種組織型態），球隊所有權由繳納會費的會員所共有，收益不會直接分配給

會員，性質上屬於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組織型態異於球隊係由私人股東所有，且股東

（們）有受分配盈餘權利的公司制。現今頂級足球聯賽中仍保有會員制型態或精神者為西班牙甲級足

球聯賽（La Liga，簡稱西甲）及德國甲級足球聯賽（Bundesliga，簡稱德甲）。德甲於 1998 年允許球隊

引入私人投資者，但以「50+1 rule」要求各隊會員須擁有超過 50%的表決權，確保球隊經營不致完全

受商業考量所控制；西甲雖於 1992 年為了改善各球隊長期衰敗的財務體質，以修訂運動法（Sports 

Law）的方式強制各球隊全面改成公司制，但該法予以四支球隊例外豁免，包括西甲豪門皇家馬德里

(Real Madrid C.F.)和巴薩隆納(FC Barcelona)。See Wikipedia, 50+1 ru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50%2B1_rule (last visited: 2020/03/25); also see Khalid Khan (2010/6/11), Cure 

or Curse: Socio Club Ownerships in Spanish La Liga, SportingNews.com, 

https://bleacherreport.com/articles/404511-cure-or-curse-socio-club-ownerships-in-spanish-la-liga (last visited: 

2020/03/25). 
81 Ming Li、Susan Hofacre、Dan Mahony，同註 10，頁 11；also see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PORTS LAW AND REGULATION: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at 388 (2017). 
82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39. 
83 Id. 
84 Id. 
85 有論者認為大聯盟的定義是比賽和轉播的受眾及收益範圍涵蓋全國，且在選手技術與待遇上皆為該

項目之頂尖。除了前述北美四大職業聯盟外，美國女子職業籃球聯盟（簡稱 WNBA）亦屬於此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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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存在獨立運作的小聯盟（minor league），其中球隊的經營者大多與大聯盟球隊

同一或具有密切合作關係，獨立舉辦賽事的同時，也具備為大聯盟球隊培訓和儲備球

員的功能86。北美模式的優點在於競爭僅存在於聯盟內部各成員球隊間，聯盟做出的

決策自始以追求整體的商業利益最大化為優先87。 

二、歐洲模式 

  相對於北美模式，歐洲的職業運動聯盟被視為「開放（open）」的系統88。以英國

為例，英超是該國最高層級的聯賽，但其下尚有其他較低級別的聯賽，因此又被稱為

金字塔型的系統89。各層級聯賽內部的隊伍並非固定，而是透過升降制度於每個賽季

產生不同的成員，而隊伍當賽季的升降主要取決於上一季的戰績。一般認為此種模式

可以鼓勵參與，並強化球隊間的競爭性90。然而時至今日，此種系統由於以戰績為球

隊參與層級的主要考量，欠缺其他資格或平衡機制，也因此被認為是造成聯盟內強者

恆強的主因91。而弔詭的是，雖然近年歐洲足球聯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簡稱歐足聯或 UEFA）提倡財務公平以求減少隊伍間的強弱差距（實際

上即為財務上的貧富差距），而開始仿效北美模式，對球隊課予其他義務（包括財務

穩定、農場培訓等），使歐洲模式的運作不再是全然戰績取向92。 

第三項 轉播業者 

  運動賽事的轉播業者過去以支付權利金獲取轉播權的電視廣播公司為主。然而，

此一角色在現今轉播型態多元發展的時代已不受限制。運動賽事轉播帶來的龐大商

機，對任何產業都是極大的誘因；而對消費者來說，能讓我不用到場就看得到比賽

 
參見 Ming Li、Susan Hofacre、Dan Mahony，同註 10，頁 11。 
86 同前註，頁 11-12；also see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39-40. 
87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38-39. 
88 Id, at 38. 
89 Id, at 36. 
90 Id, at 38. 
91 Id. 
92 有論者則認為此修正方向，反而鞏固甚至強化了既有的實力不平衡，因為只有財務健全或持續有資

金挹注的球隊，方有餘裕達成這些額外的義務。Id, 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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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轉播業者。由於前文已分別討論過運動賽事轉播的發展歷程、型態變化，此

處介紹現今運動轉播市場中的業者，將以提供的服務類型作為主要分類依據，並偏重

多重角色和跨業合作的特性，望能呈現出此產業市場參與者的具體面貌。 

第一款 電視台業者（提供線性影視服務） 

  最為一般人所熟知的運動賽事轉播業者是電視台業者。主要提供的是線性影視服

務，也就是透過固定頻道載送節目內容。如本章前述，電視台長久以來，都是製作與

播放職業運動賽事轉播，並使之走向商業化的主導角色，以無線、有線衛星等傳輸技

術逐步使之成為大眾生活中的一般性娛樂，是時只有電視台業者有足夠的財力、技術

與人力進行賽事的製播與轉播。而在網路寬頻逐漸普及之後，這些電視台業者也可以

透過 IPTV提供線性頻道的轉播服務。 

  隨著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本身規模的擴大和高度商業化，及整體運動轉播市場的全

球化，為了盡可能不受線性頻道本身的時段限制，大型電視台除了在主要頻道轉播重

要賽事外，也開闢運動專屬頻道，以因應同一聯盟內或世界各地諸多運動賽事同時進

行時，廣大觀眾們收看直播的需求。對電視台來說，除了可以拓展喜愛不同隊伍、不

同運動項目的收視群，也得以將體育台作為獨立訂閱方案，針對特定收視群體收取費

用。例如一路帶動英國運動賽事轉播發展的天空廣播公司（Sky Ltd.）旗下 Sky 

Sports93，美國最知名的運動專屬頻道則是曾為福斯廣播公司（Fox Broadcasting 

Company）所屬的 Fox Sports94，及以亞洲地區為主的星空衛視（STAR Group 

 
93 天空廣播公司已於 2018 年由美國最大的電信與影視傳媒服務提供商康卡斯特集團（Comcast 

Corporation）收購，成為集團之子公司。See Wikipedia, Sky Gro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ky_Group (last visited: 2020/05/28)；Wikipedia, Comca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cast (last visited: 2020/05/28). 
94 Fox Sports 是福斯集團旗下運動頻道的統稱，在美國及其他地區，所轉播節目、合作夥伴和頻道名

稱，都因地制宜而有所差異。福斯廣播公司的母集團二十一世紀福斯公司（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已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正式被華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所收購，旗下不同地

區的 Fox Sports 等頻道，也依契約分屬迪士尼集團或新拆分出的福斯公司（Fox Corporation）所有。

See Wikipedia, Fox Sports (United St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x_Sports_(United_States) (last 

visited: 2020/05/28)；Wikipedia, Fox Sports Internation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x_Sports_International (last visited: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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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旗下衛視體育台（Star Sports）等頻道95；我國本土電視台中，此種模式最具

代表性者是緯來電視台於 1997年所開設的緯來體育台96。 

  大型電視台業者另一種涉足運動賽事轉播的模式，則是成立或收購以運動賽事轉

播為營運目的的電視台。特色是從包括頻道名稱在內的整體品牌塑造皆以運動賽事為

主，消費者從外觀看不出其與經營者既有傳播媒體事業的關聯性，使該頻道的運動賽

事轉播專屬性更強，在大眾心中形成獨立的品牌形象。此模式最早可追溯至 1980年

代在美國成立的 ESPN（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電視網97，旗下

所有頻道播放的節目內容，包括新聞台在內皆與運動賽事相關；從歐洲起家的跨國性

運動專屬頻道，除了 Eurosport 外98，尚有近年在台設立分公司，並且積極嘗試在我國

有線電視上架的 Eleven Sports99；我國本土電視台則以愛爾達電視（ELTA TV）100、

博斯運動網（Sportcast）為代表101。 

 
95 星空衛視原為香港公司，後被福斯廣播公司的母集團收購，旗下電視台成為福斯電視網的一員。於

大部分地區的衛視體育台也因此更名為 FOX Sports 2（FOX 體育二台），例如台灣。經過後續多次收購

整併後，「Star」此一電視頻道品牌，目前則由迪士尼集團所擁有。參維基百科，衛視體育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8%A6%96%E9%AB%94%E8%82%B2%E5%8F%B0（最後

瀏覽日：2020/05/28）。 
96 維基百科，緯來電視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AF%E4%BE%86%E9%9B%BB%E8%A6%96%E7%B6%B2（最後

瀏覽日：2020/05/28）。 
97 ESPN 在進軍亞洲市場時，係與星空衛視合資成立 ESPN STAR Sports，於 2012 年賣出所有股權後退

出亞洲市場。ESPN 的母公司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簡稱 ABC）則於 1996

年被華特迪士尼公司所收購。See Wikipedia, ESP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SPN (last visited: 

2020/05/28). 
98 Eurosport 原本最大股東為法國傳媒集團 TF1，後於 2015 年由美國傳播媒體公司 Discovery, Inc.取得

100%股權。營運版圖以歐洲為主，並逐漸拓展至亞洲、澳洲、非洲等地。See Wikipedia, Eurospor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sport (last visited: 2020/05/28). 
99 Eleven Sports 於 2015 年成立於英國，經營者為 Aser Ventures，是一家全球性的運動娛樂投資公司。

版圖以歐洲和亞洲為主，2016 年即開始扎根我國運動轉播市場。See Wikipedia, Eleven Spor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ven_Sports (last visited: 2020/05/28). 
100 愛爾達電視網由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線性節目內容的播出渠道以 IPTV 為主，並未在

有線電視系統上架。其影視服務提供以運動頻道為主力，嗣後也成立戲劇台、綜合台等播出其他類型

的節目。參見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年報，愛爾達科技，頁 4-5，載於：

https://www.elta.com.tw/download/108/2019072401.pdf（最後瀏覽日：2020/05/29）。 
101 博斯運動網是華人衛星電視傳播機構（Chinese Satellite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s Group）旗下頻道

之一，和中華電信 MOD 的最大頻道代理商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屬於同一集團。參見維基百

科，博斯運動頻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6%96%AF%E9%81%8B%E5%8B%95%E9%A0%BB%E9%8

1%93（最後瀏覽日：2020/05/29）；高嘉和（2017），【MOD 風暴】最大頻道代理商 台灣互動「喊水會

結凍」，自由時報，載於：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6266（最後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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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網路影視平台業者（提供非線性影視服務） 

  此處所指網路影視平台業者，係指提供串流直播、賽事隨選服務（VOD）等非線

性服務的業者。而前款所述提供線性影視服務之電視台業者，現在大多也同時提供網

路影視服務，除了傳統電視台自行或合作開發新的傳播平台，也有像 Eleven Sports、

愛爾達等設立初期便同步以網路影視平台為主要發展方向的業者102103。由於網路影視

平台對於寬頻流量的高度需求104，尤其運動轉播對於畫質和直播同步率的要求特別

高，電信業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視，例如愛爾達成立之初即有中華電信入

股，雙方並展開密切合作，之後中華電信雖然全部撤資，迄今愛爾達仍被視為中華電

信推動MOD普及的的重要合作夥伴105；名列美國前兩大電信營運商的 AT&T也在

2019年確定透過收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取得被收購方所擁有 NBA、MLB 等

多個高價值的美國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106。 

  另外，網路影視平台的興起，以及運動轉播相較其他影視內容較低的替代性107

 
2020/05/29）。 
102 Eleven Sports 將 OTT TV 服務列為其發展核心目標，自 2015 年成立後，在多個國家皆率先以 OTT

為主要上架模式。See supra note 99；Also see Eleven Sports Official Website, 

https://elevensports.com/about/ (last visited: 2020/06/03). 
103 愛爾達自身經營的 OTT 平台雖於 2016 年始正式上線，惟其於 2000 年成立後，即積極發展線上影

視串流技術，陸續協助或與其他電信業者或電視台業者合作推出 VOD 和線上影視服務。且其自始在運

動賽事轉播權的爭取上，便以取得包含 OTT、IPTV 在內的全部新媒體轉播權為目標，賽事節目除了在

IPTV（即中華電信 MOD）播出外，在其尚未擁有自營 OTT 平台時，亦利用 YouTube 等既有影音串流

平台進行網路直播或提供隨選服務。參愛爾達科技，前註 100，頁 7-8。 
104 例如 2020 年全球爆發 COVD-19 疫情，長時間且密集的遠端工作、線上娛樂需求致使數據流量暴

增，也引發頻寬超載的疑慮，促使歐盟執委會與各大網路影視業者協商降低其提供的影視內容畫質，

以確保電信商能夠持續因應大眾必要的網路使用需求。參見張璦（2020），在家隔離狂看片！Netflix、

YouTube 降歐洲畫質減網路壓力，華視，載於：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2003/202003211994448.html（最後瀏覽日：2020/06/03）；陳苓

（2020），數百萬人在家上班 網路癱瘓成隱憂！歐籲串流影音商相助，MoneyDJ 理財網，載於：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7Bfc684cb1-ce2c-43c8-8c42-

ac1810e972f7%7D（最後瀏覽日：2020/06/03）。 
105 翁書婷（2012），愛爾達女董事長 槓上蔡明忠的凱擘，今周刊第 809 期，載於：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206210038/%E6%84%9B%E7%88%BE%E

9%81%94%E5%A5%B3%E8%91%A3%E4%BA%8B%E9%95%B7%20%E6%A7%93%E4%B8%8A%E8%

94%A1%E6%98%8E%E5%BF%A0%E7%9A%84%E5%87%B1%E6%93%98（最後瀏覽日：

2020/11/01）；另參前註 100，頁 5、58。 
106 Hadas Gold (2019/02/27), Appeals court backs AT&T acquisition of Time Warner, CNN Business, 

https://edition.cnn.com/2019/02/26/media/att-time-warner-merger-ruling/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20/06/03). 
107 Johan Lindholm, The Netflix-ication of sports broadcasting. 18 INT SPORTS LAW J 99, at 9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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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也促使一些非典型業者看中其帶來的用

戶和廣告商機而紛紛進入市場，其中尤以本身具有串流技術或龐大用戶基礎的科技平

台業者最受矚目，包括社群／通訊平台、影片分享平台、直播平台、電商平台等。社

群／通訊平台由於是現今普羅大眾接收資訊最直接、流量最大的管道，近年 Twitter、

Facebook陸續投入熱門職業運動賽事的轉播權競購中108；主打族群及功能不同，但本

身主要服務即以影片串流為主的 YouTube、Twitch 等使用者分享、直播平台，一方面

成為許多較冷門運動賽事拓展觀眾群的管道，另一方面也主動將觸角伸至職業運動轉

播領域109110。電商平台的代表莫過於早已將事業版圖拓展至影視串流平台的

Amazon，它也是目前科技巨擘中，對於職業運動轉播權競逐表現最為積極者111；

Yahoo則挾其大型搜尋入口網站和新聞匯集平台的優勢投入市場112。此波科技平台業

者投入職業運動轉播的趨勢，有論者將之稱為運動轉播的 Netflix 化（Netflix-ication of 

sports broadcasting113）。而此類業者對於職業運動轉播的參與方式，包括直接投入轉播

權的競購，企圖成為直接獲取權利的轉播業者，以及積極與前述的電視台及影視平台

轉播業者合作，成為賽事轉播的渠道之一114。 

 
108 黃意文，同註 63。 
109 例如 YouTube 分別與 MLB 及 MLS（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皆簽有部分賽事的獨家線上轉播契約。

參見侯文婷（2019），YouTube 與 MLB合作 獨家串流直播 13 場賽事，中央通訊社，載於：

https://www.cna.com.tw/news/aspt/201905010144.aspx（最後瀏覽日：2020/06/03）。 
110 Twitch 是 Amazon 旗下以電子競技、線上遊戲直播為主要服務的公司，其既有的與觀眾互動模式和

年輕收視族群，使其母公司 Amazon 將部分 NFL 賽事於 Twitter 上進行轉播。See Sam Carp 

(2019/11/22), Twitch’s plan to change how fans watch live sports, SportsPro Media, 

https://www.sportspromedia.com/from-the-magazine/twitch-live-sports-broadcasting-nba-nfl-f1-co-streaming-

ott-interview (last visited: 2020/06/03)；在我國，Twitch 也從 2020 賽季開始，成為中華職棒各隊直播賽

事的合作夥伴。參見無標明作者（2020），中職》樂天桃猿、統一獅主場轉播 新增網路平台

TWITCH，自由時報，載於：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23059（最後瀏覽日：

2020/06/03）。其他以直播平台發展運動傳播的商業模式，較知名的還有中國的企鵝體育。 
111 Amazon 於 2017 年以高於 Twitter 五倍的高價取得 NFL 部分賽事轉播權；2019 年則以 1.18 億美元

獲得英超 10 場賽事於特定地區的轉播權。參見李欣岳（2017），用 5 倍權利金簽下 NFL 轉播權，亞馬

遜撥打的 3 個金算盤，SmartM 新網路科技，載於：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3353639cea3（最

後瀏覽日：2020/06/03）；陳瑞武（2019），串流媒體是否為國際運動賽事轉播權的未來？，

DIGITIMES，載於：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75710_vt76rq0q2bznqmlc0o5w4（最後瀏覽

日：2020/06/03）。 
112 Yahoo Sports, https://sports.yahoo.com/nfl/live-video/ (last visited: 2020/06/03). 
113 Johan Lindholm, supra note 107, at 100. 
114 Seb Joseph (2019/11/01), Tech platform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cool interest in broadcasting live 

sports, Digiday, https://digiday.com/future-of-tv/tech-companies-cool-on-live-sports-broadcasts/ (last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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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內容提供者自營轉播平台 

  如前項所述，在產業鏈中作為內容提供者的職業聯盟或隊伍，也隨著串流技術普

及和製播賽事門檻降低，而出現自行建構專屬轉播平台的趨勢。不過以隊伍為主體經

營專屬轉播渠道的模式，其實從傳統電視台階段就已經開始出現。由於歐美職業聯盟

隊伍大多具有專屬地域性，而在地球迷也是尚未全球化的時代下，球隊最重要的支持

群體。且在有線電視盛行時，地方電視網對大多數在地球迷，可說是最普及的收視管

道。因此部分較具財力的球隊便會成立隊伍專屬電視台，或是插足經營當地的電視

網，至少確保在地球迷能夠透過電視看到自家主場的比賽。例如 MLB 的紐約洋基

隊，即擁有紐約當地有線電視網 YES Network 的部分股權115；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

（La Liga，簡稱西甲）的豪門皇家馬德里，也成立馬德里當地電視台 Real Madrid 

TV116。而在網路興起後的多元傳播平台時代，擁有跨國粉絲基礎的隊伍，也更有自

建平台的誘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粉絲和商業合作夥伴們提供專屬轉播和其他衍伸的

影視內容117。 

  職業運動聯盟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容提供者自營轉播平台，當屬 MLB 創設的MLB 

TV。而此一專屬於特定職業運動聯盟的線上轉播服務，其現世的時間或許會令許多

人驚訝，MLB TV於 2002 年賽季間首次線上直播賽事118，並於 2003年開始提供觀看

完整賽季的付費方案119，不但比 Netflix、Amazon Prime 和 Hulu等美國主要串流隨選

 
2020/06/03). 該文提及相較於前幾年（約 2016-2018），大型科技業者對於職業運動轉播的態度，逐漸傾

向於運用其平台性質及擁有的技術，與該市場既有的轉播業者的合作，開拓更多賽事轉播及接觸球迷

的途徑，而非與既有業者就轉播權直接進行競爭。 
115 洋基曾於 2012 年將 YES Network 賣給迪士尼，後於 2019 年與 Amazon 等其他公司合作，回購 YES 

Network。參見陳耿閔（2019），MLB》「邪惡帝國」再現！洋基砸 34.7 億美元購回 YES 有線電視網，

風傳媒，載於：https://www.storm.mg/article/1041809（最後瀏覽日：2020/06/03）。 
116 Real Madrid TV 設立於 1999 年，陸續透過有線電視、衛星電視、IPTV 和網路串流轉播皇家馬德里

的主場賽事，並提供球迷取向的各種球隊相關剪輯影片。See Wikipedia, Real Madrid TV,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ven_Sports (last visited: 2020/06/03). 
117 IAN S. BLACKSHAW, SPORTS MARKETING AGREEMENTS: LEGAL, FIS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t 287 

(2012). 
118 No author (2012/08/26), Ten years ago today MLB.TV: Digital Media's most successful live video 

subscription product debuted - in 'high resolution' 300K broadband video, MLB.com, 

https://www.mlb.com/news/ten-years-ago-today-mlbtv-debuted/c-37372302 (last visited: 2020/06/04). 
119 Ben Popper (2015/08/04), The Change Up: How baseball’s tech team built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The 

Verge, https://www.theverge.com/2015/8/4/9090897/mlb-bam-live-streaming-internet-tv-nhl-hbo-now-esp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28 
 

服務業者更早120，甚至早於普及全球的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121。其技術係由 Major 

League Baseball Advanced Media （“BAM”）所提供，BAM原本只是MLB 內部的 IT

部門，專門負責建設和維護整個聯盟及各球隊的官方網站、轉播影視服務，甚至是比

賽中的即時重播等，之後則將串流技術的部份拆分為獨立公司122。這間公司所擁有的

影視直播串流技術在業界不下於其他大型科技公司，隨著影視媒體的使用者習慣從電

視轉移到線上串流，BAM 的業務也逐步向外拓展，除了跨足影視、電玩的串流技術

支援與解決方案提供123，在職業運動界也與MLB 以外的職業聯盟展開合作，角色甚

至從單純的平台技術提供者，轉變成賽事內容的共同權利人124。 

  而我國方面，中華職棒經營的聯盟專屬線上影視平台 CPBL TV則是從 2014年開

始營運，技術合作夥伴是同時身為 IPTV轉播權被授權方的愛爾達125；個別球隊則大

多先透過前款所述有現成串流平台的轉播業者，在該平台上建立球隊專屬頻道126，同

樣有直播、隨選和其他為球迷客製化的功能，達到與自建平台類似的效果127。 

第四項 其他市場參與者 

 
(last visited: 2020/06/04). 
120Amazon Prime 自 2006 年、Netflix 和 Hulu 則是於 2007年開始提供網路串流、隨選影視服務。參見

劉幼琍主編（2017），同註 49，頁 90、92、94。 
121 YouTube 於 2015 年開始營運。See Ben Popper, supra note 119. 
122 Id. 
123 BAM 的非職業運動聯盟或球隊客戶，包括 HBO、ESPN、CBS 等大型電視廣播公司，以及 Sony 的

遊戲業務。See Maury Brown (2015/08/13), MLB Approves New Digital Media Company Spin-Off That Will 

Create Billions In New Revenues,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urybrown/2015/08/13/mlb-

approves-new-digital-media-company-spin-off-that-will-create-billions-in-new-revenues/#da05cec315dd (last 

visited: 2020/06/04)；Chris Welch (2015/02/23), MLB considers spinning off its powerful streaming business, 

The Verge, https://www.theverge.com/2015/2/23/8092439/mlb-considers-mlbam-spinoff (last visited: 

2020/06/04)；also see Elliotte Friedman (2015/08/04), A closer look at NHL’s partnership with MLBAM, 

SportsNet, https://www.sportsnet.ca/hockey/nhl/a-closer-look-at-nhls-partnership-with-mlbam/ (last visited: 

2020/06/04). 
124 Ben Popper, supra note 119. 
125 愛爾達科技，同前註 100，頁 57。, 
126 此處所稱「頻道（channel）」，係指線上影視平台上，由某個特定人或組織註冊帳號所擁有的頁面。

不同於線性影視服務中，藉由個別訊號傳輸所產生的特定電視台頻道。 
127 例如中華職棒球隊中信兄弟在直播平台 Twitch 設有官方頻道，或富邦悍將在 Yahoo TV 也有官方頁

面。參見中信兄弟官方頻道，Twitch，載於：https://www.twitch.tv/brothers_baseball （最後瀏覽日：

2020/06/04）；富邦悍將，Yahoo 運動，載於：https://tw.sports.yahoo.com/tv/fubon-guardians/ （最後瀏覽

日：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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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運動媒體經紀公司 

  一般提到運動中的經紀／代理業務，大多會先想到的是運動選手的經紀人或公司

（player agents / agency），其功能係代表選手向其所屬隊伍協商契約條件、管理選手

的商業活動等128。然而在職業運動轉播市場中所稱的「經紀公司」，客戶主要是運動

賽事的轉播權人，包括生產原始賽事內容的聯盟或隊伍，以及取得轉播權的電視台、

影視平台業者，協助他們最大化權利的商業價值，具體業務包括代理轉播權分銷、協

助品牌行銷、規劃社群媒體策略、連結與廣告贊助商的合作機會等129。與一般的媒體

代理商（marketing agency）在媒合產品與客戶的中介者（intermediary）功能上較為相

近130。本研究將此類型市場角色概稱為「運動媒體經紀公司（sports media agency）」。

由於無論從全球化或媒體類型多元化來看，運動賽事轉播權的授權交易架構顯然愈來

愈複雜，運動媒體經紀公司在轉播權交易中的功能性與存在感也因此更加強烈。 

對台灣人來說，此類型公司最知名的當屬 2004年設立於倫敦的MP & Silva（該

公司已於 2018年宣告破產），因其曾於 2014年，即中華職棒聯盟與長期合作夥伴緯

來電視台約滿之際，與聯盟簽下 6年高達 21.4 億的專屬顧問合作協議，獨家取得為中

華職棒聯盟向除 IPTV 以外轉播業者協商的權利131（此案所延伸之爭端始末與後續影

響，請參本研究第五章第一節）。另外，我國本土的綜合性運動經紀公司（此處係指

綜合前述運動選手和媒體經紀業務的公司）寶悍運動平台，甚至自行跨足賽事轉播，

創立線上影視轉播平台 PB+ TV，除了播出自製運動類節目，近年亦曾取得中職多家

 
128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upra note 

81, at 389. 
129 RUSSELL HOYE & MILENA M. PARENT, THE SAGE HANDBOOK OF SPORT MANAGEMENT, at 324 (2016). 

Also see MP & Silva Official Website, https://mpsilva.com/about/ (last visited: 2020/06/05)；and SMS 

AGENCY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sms-agency.com/sportsmedia-expertise/ (last visited: 2020/06/05). 
130 媒體代理商的工作包括尋找並與目標受眾建立關係。參見 Kent Wu（2019），什麼是媒體代理商 

(Marketing Agency)？，Affiliates.One，載於：https://www.affiliates.one/zh-tw/blog/post/s-277-

what_is_a_marketing_agency.html#（最後瀏覽日：2020/06/05）。 
131 張耀中（2014），十大體育新聞／消失的天價合約 中職轉播爭議始末，今日新聞，載於：

https://tw.news.yahoo.com/%E5%8D%81%E5%A4%A7%E9%AB%94%E8%82%B2%E6%96%B0%E8%81

%9E-%E6%B6%88%E5%A4%B1%E7%9A%84%E5%A4%A9%E5%83%B9%E5%90%88%E7%B4%84-

%E4%B8%AD%E8%81%B7%E8%BD%89%E6%92%AD%E7%88%AD%E8%AD%B0%E5%A7%8B%E6

%9C%AB-001400202--mlb.html（最後瀏覽日：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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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的線上賽事轉播權132，成為前項所述的轉播業者。 

第二款 廣告贊助商 

  廣告贊助與職業運動轉播的密切關係，已從本章前段對歐美職業聯盟與傳播媒體

互動關係的發展歷程中可見一般133。運動轉播的普及，最初驅使的動力之一即為對當

時皆尚在發展中的職業運動聯盟與傳播媒體的廣告效益134。而普及後帶動整個職業運

動在娛樂產業中的價值提升，也使得廣告商為了其中龐大的商業利益，願意持續投注

重金獲取曝光，包括向轉播業者競標廣告時段、使品牌標誌於畫面露出，以及對聯盟

或球隊的高額贊助等135，以求在球場、球衣、記者會背板、中場休息時間等諸多場域

中不落人後，不單單是取得一席之地，更要以最顯著的方式攫取觀眾的注意力136。 

  而廣告商這一連串的積極投入，帶動了轉播權利金的大幅攀升。聯盟／隊伍、轉

播業者和廣告商三方，都在這個循環中相互加乘，獲取龐大收益，形成一個共生的經

濟體137。此即為廣告／贊助商對於職業運動轉播產業鏈的加值效應，甚言之，廣告／

贊助商在職業運動轉播市場中的角色非但不可或缺，其影響力也擴及到賽事、轉播甚

至是球員與球隊間的權利義務等各種層面。故權利人在考量轉播權後續利用與布局時

也會將之納入考量，以獲取最大商業價值，並避免違約等損失風險138。 

 
132 台灣棒球維基館，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司，載於：

https://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AF%B6%E6%82%8D%E9%81%8B%E5%8B%95%E5

%B9%B3%E5%8F%B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

8（最後瀏覽日：2020/06/05）；台灣棒球維基館，Pb+TV，載於：

https://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Pb+TV（最後瀏覽日：2020/06/05）。 
133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 
134 例如 20 世紀初期美國電影業崛起時期，也有電影業者在 1910 年因職業棒球受到民眾歡迎，買下部

分賽事的製播權於電影院中直播，吸引大眾走進電影院；1920 年代，則有職業隊的經營者以宣傳球隊

為目的，自行接洽傳播媒體付費請其轉播賽事。參見 Stefan Szymanski、Andrew Zimbalist，同註 13，

頁 189-190。 
135 NFL 超級盃的 30 秒廣告價格從 1967 年到 2020 年間，漲了 130 倍。See Ruobing Su & Erin 

McDowell, supra note 30；世界前五大足球聯賽（英格蘭、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和法國），於 2017-

2018 的整體收入中，廣告贊助商所占比例皆在 20%-30%，僅次於轉播權利金。Michael Barnard, Sam 

Boor, Christopher Winn, Chris Wood and Izzy Wray, supra note 14, at 9.  
136 David Goldblatt（著），韓絜光、陳复嘉、劉冠宏（譯）（2018），《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

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頁 137，台北：商周。 
137 Barry Smart，同註 20，頁 142-144。 
138 例如歐洲冠軍聯賽（集結歐足聯各會員國內聯賽冠軍隊伍，全世界最高層級的職業足球賽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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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作為本研究的起始，目的在於對主題中的重要角色——職業運動聯盟及運動

轉播產業價值鏈加以介紹，使過去未深入了解此產業的讀者能夠建立起基礎的認識，

並從中勾勒出職業運動聯盟與傳播媒體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過程中，透過賽事

轉播所共同形成的高度商業化獲利模式。 

  其中的影響因素，包括傳播媒體的普及和運動轉播受眾不同於其他影視節目內容

的特殊性，促使轉播權的商業價值急速提升，廣告贊助商在其中扮演的加值角色也愈

漸吃重。身為內容提供者的職業運動聯盟和隊伍，則因轉播權成為其最大獲利來源，

使其以維持公平競爭和結果不確定性為目標的運作模式面臨考驗。而近十年來傳播媒

體的數位化使產業進入門檻降低，促使產業價值鏈中出現多重角色和各種形態的跨業

合作，分界逐漸模糊。如何將轉播權的利用價值最大化且更具有彈性，成為每個參與

者的最大目標，並促使市場架構的複雜化。 

 

 

 

 

 

 

 

 
即以獨家贊助的方式，主打僅有少數幾家廠商得以在節目精華時段和醒目位置（如門票、節目單、中

場休息與賽後訪問背板等）取得展示其品牌標誌的權利，並將這些露出條件結合於轉播合約中，以求

達到最大效果。參見 David Goldblatt，同註 136，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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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之經濟特質與法律定性 

第一節 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經濟特質 

  職業運動賽事轉播在影視內容產品中，有其不同於其他影劇、綜藝等節目特殊的

面貌，也因此無論從消費需求或產業供應面上也有其相對特殊的經濟特質。本節將對

此進行統整與分析，以利在本研究後續討論中，進一步了解這些特質如何影響產業鏈

參與者進行轉播權交易時的考量。 

第一項 從消費面觀之 

第一款 直播的時效性、獨特性與多螢收視需求 

  運動賽事轉播最直觀的特殊性，必然是其「直播（Live）」的價值遠高於錄播

（D-live）或重播（Rerun）。如本研究將於後續第三章第一節所詳述，運動賽事結果

的不確定性對觀眾的吸引力是無可取代的，縱使觀眾接觸比賽的方式，從進入比賽現

場演變到透過各種傳播平台觀看，此一特性並未改變。甚至因為網路的普及消弭了媒

體傳播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從此之後比賽過程與結果都可以在第一時間，透過社群媒

體的即時推播139或即時賽事比分網站140傳送給目標消費者，故賽事錄播使部分無法收

看直播的觀眾達到相近體驗的功能性也逐漸減少。此一趨勢從而增強前述直播產品特

性在運動轉播市場的價值，因為掌控某種產品的時效性（time sensitive），是一家公司

有無能力做出市場區隔以創造需求的關鍵因素之一141，而從直播作為影視內容產品的

 
139 例如 Yahoo sports 皆有針對各項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專屬頁面提供即時比分。以中職為例，參見

Yahoo!運動官網，https://tw.sports.yahoo.com/cpbl/（最後瀏覽日：2020/06/29）；在 Facebook、IG 等社群

媒體上，各家轉播業者也會以文字或影音隨時更新比賽現況。參見愛爾達體育家族（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LTASPORTS/（最後瀏覽日：2020/06/29）；FOX 體育台（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oxsportstaiwan/（最後瀏覽日：2020/06/29）。 
140 例如 FlashScore.com 清楚列出足球、網球、籃球、棒球等各項運動，於世界各地各聯盟賽事之賽程

與即時比分，點入個別賽事還可看到以文字呈現的詳細比賽過程。See FlashScore.com, 

https://www.flashscore.com/ (last visited: 2020/06/29). 
141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STREAMING, SHARING, STEALING: BIG DATA AND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at 46 (2016). 本書有中文譯本，請參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著），洪慧芳

（譯）（2018），《3S 風潮：串流、分享、盜版，看大數據如何改寫創意產業的未來》，頁 84，台北：日

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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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型態來看，其具備之時效性所能帶給消費者的，實有異於一般影視節目的首映、

首輪「我可以比別人先看到」的搶先心理，而是「我非在此時看不可」，對於「期間

限定」商品的稀缺效應（scarcity effects142）。更具體而言，直播賽事因其時效性所生

的價值，源於無論該場賽事之後重播多少次，透過螢幕，與場內場外無數不特定人在

同一時間，為賽事過程與結果的不確定性而激動、驚喜、憤怒、失落的共感「僅只一

次」，此一難以取代的獨特性143。 

  有論者分析現今由數據驅動的影音娛樂市場時，認為 Netflix、Amazon 等科技巨

擘之所以能夠徹底顛覆產業，在於其改變了市場中產品的稀缺性質，進而影響整個產

業的獲利模式與基礎144。以此理論為引，本研究認為這也是傳播科技始終在運動轉播

產業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之關鍵因素，影音串流技術的出現，使前述以稀缺性為

基礎的產品獨特性在市場上的掌控地位出現挪移，促使本研究第二章所述市場參與者

的轉變與市場角色多重性的出現。 

  另外，賽事即時性則強化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消費者的多螢（multi-screen）收視需

求。第一種面向是指消費者得以不受限於空間限制，透過不限於電視的多種終端裝置

上收看賽事，不用在比賽時間內必然得守在電視機前，此即前文所述「隨時皆可收看

賽事」的行動化；另一面相則與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多場比賽同時舉行的常態有關，甚

至在季賽積分制的聯賽中，影響最終排名結果的賽事會刻意同時舉行145，因此職業運

動聯盟轉播消費者中，亦存在部分欲於「同一時間透過複數螢幕收看不同直播賽事」

 
142 稀缺效應，係指產品因為難以取得（unavailability）而提高其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Michael Lynn, 

Scarcity effects on value: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commodity theory literature. 8 PSYCHOL MARKET 43, at 

44, 51-52 (1991). 
143 如文中所述，此處所稱的獨特性具有稀缺性之內涵，然而造成商品稀缺性之因素甚多，除時效性以

外，常見者尚有限制數量、購買途徑等，而由於直播賽事數量和收看途徑的供應整體係呈現上升趨

勢，故為免混淆，本研究以「獨特性」指稱此一運動賽事的經濟特質。 
144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supra note 141, at 13-14.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註 141，頁 42-

44。 
145 職業聯盟的賽制各不相同，從聯賽冠軍和排名結果的決定方式來看，主要分成季賽積分制和季後賽

制。前者以各隊輪流對戰的季賽勝負結果計算積分，直接作為賽季的最終排名依據；後者則是以季賽

結果選出一定數量隊伍晉級季後賽，透過捉隊廝殺的淘汰制季後賽決定該賽季冠軍歸屬。而文內所指

情形也有不同態樣，最常見的情況係指積分制聯賽中，為避免因最後一輪賽事各隊伍結果相互連動影

響最終排名，進而影響選手場上表現及人為操作，故大多安排該輪全部賽事於同一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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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146。 

第二款 產品替代性 

一、對特定節目內容的黏著度／忠誠度較高 

  影視市場重視「內容」的品質，對消費者來說，一般影視節目內容的品質主要反

映在其主觀上認為好看與否，以及客觀上收視體驗的優劣147。然而，職業運動聯盟賽

事轉播的消費者，不同於其他影視節目內容的地方，在於其對「品質」所在意的層

面，與節目內容（即賽事）本身好看與否的關聯性較低，更多的是反映製播能力、即

時性、清晰度、畫面提供資訊等轉播技術對收視體驗的影響。這是因為對多數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消費者來說，決定想看與否的依循標準，來自於其轉播的是哪個聯盟

的比賽，或是聯盟中哪個隊伍的比賽148。如果某人是某隊的粉絲，無論他成為該對粉

絲的理由為何，此事實本身即足構成某人觀看該隊比賽的理由；而某人並不會僅因為

聽說某一隊的比賽總是很精采149，就必然因此產生特別選擇、甚至固定收看該隊比賽

的誘因。雖然部分消費者也會以演出卡司作為收看影視節目的選擇依據，但相較於職

業運動聯盟賽事，此誘因對消費者的整體影響力還是比較弱的。而此種對特定節目內

容的黏著度（stickness）／忠誠度（loyalty）150較高的收視特性，也進一步對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其他層面的經濟特質產生影響，除了緊接著將討論的平台忠誠度外，

從供應面看業者對投資風險的評估、市場驅動性等產業特質，亦皆與此特性攸關（請

 
146 此兩種面向之需求可對應到前文所述，傳播科技演進賦予終端設備的彈性，所帶來空間和時間上的

解放。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 
147 劉幼琍（2017），同註 49，頁 30。 
148 Angelo Chetcuti, The Exploitation of Football Media Rights in the EU: a competition law analysis (2017), 

at 3, available at: 

https://www.academia.edu/974423/The_Exploitation_of_Football_Media_Rights_in_the_EU_a_competition_la

w_analysis (last visited: 2020/07/07). 
149 運動賽事的「精彩」與否實係取決於個人之主觀評價，本研究不欲討論不同情形下此一主觀評價的

認定標準與影響因素等問題。 
150 消費者忠誠度（loyalty）係一種用以顯示客戶對特定品牌或企業消費偏好的指標，黏著度

（stickness）也是用以呈現使用者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重複使用、購買特性，兩者在行銷學運用上習慣

指涉不同型態的產品，但意義相近，本研究礙於篇幅暫不探究產品性質在此兩種概念適用上之差異，

故併列使用以免歧義。See JILL GRIFFIN, CUSTOMER LOYALTY: HOW TO EARN IT, HOW TO KEEP IT, at 17-2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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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節第二項）。 

  綜上，從單一節目內容的角度，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個別產品間替代性不

高。意即對多數消費者來說，除非價格或其他因素出現極為顯著的變化，否則並不會

因此影響其對原產品的需求，轉而收看其他聯盟或隊伍的賽事，不同聯盟和隊伍賽事

彼此間的交叉需求彈性低151。 

二、對轉播平台的黏著度／忠誠度較低 

  然而，如果將消費者對產品的選擇，從單一節目內容擴大至轉播平台，前述消費

者特性所反映的經濟特質即有所不同。相較其他類型影視節目，職業運動轉播的消費

者使用平台的誘因更可能繫於單一賽事節目，而不受這些平台尚有其他哪些節目可供

選擇所影響。易言之，本研究所關注之消費群體，會因其對特定職業運動賽事的黏著

度／忠誠度高，而造成其對平台的忠誠度較低。此時，若以轉播平台的角度來看，消

費者對平台間的替代性反而較高，加上相較於一般觀眾，運動轉播消費群體付費收看

的意願較高152，故消費者原則上會跟著內容跑，收費方案差異的影響不大。意即當同

一賽事轉播節目可以在不同平台上觀看時，相對於費用，各該平台在轉播技術、賽事

完整性、其他衍生服務等收視體驗上的落差，較有可能對消費者產生可比較性153。 

第二項 從產業面觀之 

第一款 與目標受眾之距離較小得以降低投資風險 

  對於供應端的業者來說，在對一項產品進行投資前必須評估其獲利可能性。而在

 
151 交叉需求彈性（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係經濟學上用以衡量消費者對某一商品的需求，對於另

一商品價格變化所生反應的指標，並反映出兩種產品間的替代性。參 Christopher Pass、Bryan Lowes & 

Leslie Davies（著），施犖善、施蓓莉（譯）（2004），《經濟學辭典》，頁 109-110，台北：貓頭鷹出版。 
152 有論者認為美國的傳統電視業者掌握特定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轉播權，是觀眾在 OTT 愈漸普及時

代仍續訂有線電視的主因之一；另外，在一項針對我國 OTT 影視平台使用者的調查中，亦顯示運動賽

事是多數人願意接受付費收看的節目類型。參劉幼琍（2017），同註 49，頁 30、242。 
153 這同樣是運動賽事影音盜版猖獗的原因之一。不過串流興起雖然使盜版影視內容難度降低，同時也

促使合法轉播業者有更高意願，提供轉播畫質和穩定性皆高於盜版者的轉播內容，予以消費者付費以

合法管道收看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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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娛樂產品市場，困難點在於如何事前評估一個尚未成形的內容，得以在製作完成

後找到其目標受眾154。對於一個內容產品能否獲取與投資額相應的關注，進而使消費

者願意買單將之變現的預測，必然有相關統計數據或經驗作為根據，但就其本質仍是

一種賭注155，此從參演卡司的重要性，及近年知名作品改編、續集系列作品愈來愈多

的趨勢，亦可觀察出相關業者藉此降低投資風險、最大化獲利可能性的意圖。尤其考

量影視產品的需求基本上源自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156，而從企劃、製作到播出中間的

時間差，更增添這項主觀標準的不可預測性。 

  相較於其他影視內容產品，如本款第一目所述，職業運動轉播的消費者對特定內

容的黏著度高，相較於其他影視節目內容，此點使得電視廣播業者能夠相對穩定地進

行風險控管。因為職業運動賽事本身有其粉絲基礎，先天上存在轉播內容與目標受眾

距離小157，意即該內容吸引消費者的可預測性較高之優勢，加上其在製播技術與財務

上的門檻158，皆促使有承受此風險能力的業者更願意投資，透過自身規模優勢降低成

本，包括競標獨家轉播權、自建專屬製播團隊等，確保高額且相對穩定的獲利基礎。 

第二款 收視行為常態性成為傳播市場的競爭優勢與驅動力 

  前述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消費者，對特定節目內容的高黏著度，也從運動轉

播出現後，逐漸被傳播市場業者視為一種競爭優勢。取得頂級賽事的轉播權，對業者

本身來說就是一種最有效的宣傳，足以吸引大量具有潛在消費力的收視群體。另外，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相較於一次性大型賽事（例如奧運、世界盃足球賽），得以在長時

間內持續性產出，例如歐洲足球聯賽之賽季多從 8月底持續至隔年 5月，MLB 則從 4

月開賽至 10月季後賽結束，期間幾乎每週／每天都有賽事進行，此種長期帶狀播出

的性質159，使消費者對賽事節目的收視行為呈現常態的收視慣性；加上交易實務上，

 
154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supra note 141, at 25.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註 141，頁 58-59。 
155 Id, at 25.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前註，頁 59。 
156 Id, at 67.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前註，頁 112。 
157 Angelo Chetcuti, supra note 148, at 2. 
158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至第三項 
159 劉昌德，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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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授權期間多超過一個賽季，因此若能爭取特定賽事轉播權，即得

以吸引對該聯盟賽事有收視需求之消費者選擇，並在可預期的一定期間內持續使用同

一轉播平台。此之所以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成為驅動傳播市場變化，尤其是訂閱付

費市場拓展的重要角色。 

  此一特質從傳播市場的實際發展歷程亦可得到印證，如第二章介紹傳播媒體與職

業運動的關係所述，在 20世紀，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業者等尚屬於新興廣播媒體，

而其進入市場之初，皆選擇大動作投入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的競爭、甚至直接影響既

有聯盟改制或參與新聯盟的創立，以之作為吸引閱聽大眾的指標產品160。於今進入數

位串流時代，有心投入新型態傳播市場的非典型業者，包括 Amazon、Youtube、

Yahoo等，亦挾其既有的資本與技術，將此不同於其他影視節目、具有前述特質的產

品，作為拉高訂戶數量、跨越收視族群、增加異業收益、蒐集用戶資料，進而擴展市

場版圖的有效武器161。 

第二節 運動賽事轉播權的定性與歸屬 

  運動賽事轉播權為交易市場的主要產品，轉播權具備之財產性質，使其得以作為

交易標的透過授權或轉讓從中獲取利益，以及繼承之客體162。然而「誰」擁有這項權

利，卻是長久以來受到討論的議題。從前一章對產業價值鏈的介紹可知，一個職業運

動賽事轉播節目出現在螢幕上，整個產出過程中，其持續變化的型態，非得以著作權

一言蔽之；且參與者眾多，究竟哪一個階段的貢獻，賦予了轉播權不同於其他權利的

特殊性，亦值得進一步探究。而前述章節提及產製過程中愈來愈難忽視的角色多重

性，更使得此一認定具有難度與必要性。 

  本研究非以轉播權法律性質之分析為目標，然因主旨係討論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

交易架構的模式與相關法律議題，則該交易標的之性質與歸屬即為不可迴避之先決問

 
160 IAN S. BLACKSHAW, supra note 117, at 286-287. 
161 Johan Lindholm, supra note 107, at 99. 
162 謝銘洋（2008），《智慧財產權》，頁 7，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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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故以下將整理過往研究與運用於實務中的各種學說觀點，以作為後續討論之基礎

與參考。 

第一項 與著作權的關係 

  運動賽事「節目內容」係經相關單位製作，就跟其他節目作品一樣，一般來說被

認定屬於著作權法上的視聽著作，為受著作權保障之客體163。然而當我們在討論「運

動賽事轉播權」時，涉及的層面非僅限於呈現於傳播平台的節目本身，包括運動賽事

的舉辦必須有聯盟和隊伍的資源投入164，選手們是構成比賽內容的主角165，而為了因

應轉播需求，製播和轉播單位也從賽事籌辦到比賽進行皆持續參與其中。故考量整個

轉播權交易係以「運動賽事」的產出發動，關於「轉播權」性質與歸屬的討論也應從

此階段開始檢視——這份產出成果，是否為著作權所保障之著作？若否，則其與著作

權有何異同？參與其中的角色們，誰自始擁有將賽事「轉播」或「同意」他人為轉播

的權利？為逐一回答以上問題，本項將先簡要回顧著作權之性質，並比較其與轉播權

之異同與關聯。 

第一款 著作權的性質與範圍 

  從法律層面觀之，著作權是一種法定的專屬排他權利166，其所保護者，非有形

物，而係人類精神上之創作167，例如對於某種想法的表達形式。故其屬無體財產權

168，規範目的主要是透過法律將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或勞動成果私有財產化，以提

 
163 同前註，頁 100。 
164 舉辦運動賽事的資源投入，可能還會涉及職業聯盟所屬的運動團體組織（例如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

名義上係受英格蘭足球總會管轄）。在目前國際運動法的領域中，此種具有制訂與賽事、組織相關之運

動規則權限的運動團體組織，是在「單一聯盟原則」的前提下深入內國法，原則上保持單項運動單一

組織的架構，以確保部分運動規則所涉事件不受內國法審查之自主性。而與運動無關之組織規範，自

仍須受內國法之拘束。有關前述運動團體組織之權能及其與內國法之關係，詳細論述請參林佳和

（2020），〈裁判判罰與制裁之運動法爭議—從德甲 Nils Petersen 案談起〉，《全國律師》，2020 年 2 月

號，頁 8-11。 
165 依照運動賽事規則，比賽進行所需參與者並不限於選手，也包括裁判、教練等。不過仍以選手為最

必要的角色。 
166 謝銘洋，同註 162，頁 6-7。 
167 同前註，頁 33。 
168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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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們持續創作的誘因169。而著作權賦予著作人的專屬排他權利，包含對著作的重

製、改作，以及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等行為之權利170。 

  若從公共經濟學角度觀之，財貨得以其是否具有「排他性（excludability）」或

「競爭性／敵對性（rivalrous）」大略分成四類，包括公有資源（Common resource)、

公共財（Public goods）、私有財（Private goods）及俱樂部財（Club goods）171。而從

前述著作權的性質可知，其在使用上不具競爭性／敵對性，意即一般情況下使用者不

會影響另一人對同一物之使用，但卻透過法律規範所賦予之特權，使之具備排他性，

故使之從公共財轉變為具俱樂部財之性質172。 

第二款 轉播權與著作權、鄰接權、公開權的性質與範圍比較 

  轉播權與著作權首要不同之處，在於其非法定權利，其權利性質並非由明文法律

規範所賦予，而是透過實務運作藉由契約所界定，也因此造成學說上對其內涵的不同

觀點（將於本節第二項介紹）。而最常與轉播權一併提及討論之著作權法概念，在我

國法的架構中，有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上映等權利，在其他國家，

則進一步包含專為表演人、錄音製作人或廣播機構予以保障的「鄰接權」。世界智慧

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在其官方網站「運

動轉播與媒體權（Broadcasting & Media Rights in Sport）」的介紹頁面中，也是以著作

權和鄰接權作為相關權利的基礎，認為這些權利所賦予的專屬性（exclusive），使轉播

 
169 同前註，頁 6、13-14。 
170 我國《著作權法》第 22 條至第 29-1 條。 
171 將財貨區分為公共財與私有財之概念，最初由經濟學學者 Paul A. Samuelson 提出，後由其他學者如

James M. Buchanan 加以延伸，提出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完全無競爭的公共財，進而提出介於公共財與私

有財間的俱樂部財之概念。See generally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36(4)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87, 387-389 (1954) ;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32 ECONOMICA-NEW SER 1, 1-14 (1965) ; also see CHRIS WEBSTER & LAWRENCE WAI-CHUNG LAI, 

PROPERTY RIGHTS, PLANNING AND MARKETS, at 135-141 (2003). 
172 俱樂部財（Club goods）的特性在於，其在一般使用上具備公共財之非競爭性／非敵對性，但又具

有私有財的排他性。參 David W. Pearce（著），簡貞玉、宋承先、壽進文、唐俊雄、唐振彬、章雷

（譯）（2005），《現代經濟學辭典》，頁 121，台北：五南。然而若因使用者過多而影響實際使用效益，

則可能促使供應者進行權利的再分配，使部分權利的使用上具有競爭性質，轉為私有財。財貨的分類

並非絕對且靜態的，而是一種動態變化的過程。參陳建元（2010），〈變遷的公共財理論與都市治理結

構：從新古典到新制度經濟學之引介〉，《地理學報》，第 58 期，頁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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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必須支付高額權利金以轉播熱門賽事173。確實，在轉播權交易中，前述著作權是

不容忽視的，然而本研究認為，尚不能純粹以上述法定權利一體涵蓋轉播權之內涵。 

一、運動賽事是否為著作權保障之著作 

  首先，對於運動賽事本身能否認定為一種精神創作，即非沒有存在爭議。在著作

權的定義中，著作必須為具備原創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因著作權保護僅及於「表

達」不及於思想，故亦須有一定表現形式且具備最低限度的作者創作性174。而運動賽

事是在既定規則下，由眾人協力完成的活動。球迷雖然常讚嘆某位球員的技術、某個

球隊的戰術執行華麗得就像藝術品般，但這些比賽本身的呈現，在實務上仍不被認為

是著作權保護之「創作（work of authorship）」，例如 1997年 NBA v. Motorola, Inc.案

件中，美國第二巡迴法院即明文表示運動賽事「轉播」固然受著作權保護，但「賽事

本身（sports events and performances）」則否175。 

而從著作權既有的分類來看，無論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等權利，皆

是賽事本身已經轉化為節目內容後產生的權利；而公開演出之著作權則是屬於舞蹈、

戲劇等作品之創作人，使之得以將創作動態化呈現的權利，亦難將以選手們臨場相互

較量競賽為核心的運動賽事歸入其下。綜上可知，運動賽事轉播權最原始的擁有者，

之所以能夠將其授權給他人進行轉播，此一財產上權利，並非基於著作權的法定專屬

排他性。 

二、運動賽事可否主張鄰接權 

  著作權相關概念中，有專為表演人、錄音製作人或廣播機構之權利為保護的「鄰

 
173 Broadcasting & Media Rights in Sport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s://www.wipo.int/ip-

sport/en/broadcasting.html (last visited: 2020/06/19). 
174 謝銘洋，同註 162，頁 102-108。 
175 NBA v. Motorola, Inc. 105 F.3d 841 (2d Cir. 1997). Also see National Assn. of Broadcasters v. Copyright 

Royalty Tribunal, 675 F.2d 367, 377 and n.16 (D.C. Cir. 1982). 該判決中引用美國 1976 年著作權法的國會

公聽會紀錄「單純的運動賽事(the mere performance of a sport or game)表現不能受著作權保護」之說

法。More comments on these two cases, see supra note 81, at 999. 
176 謝銘洋，同註 162，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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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權（related rights or neighboring rights）」。受鄰接權保護者，係將既有創作加以演出

或透過技術錄製而得以進一步播放，雖然對文化傳播有所貢獻，然而這些並不構成著

作權法規定之著作176。先予說明者，此種於著作權外另行訂定的權利，並非通用於每

個國家，雖然在相關國際條約中有明確規範177，但仍有部分國家直接將此納入著作權

保護範疇中，例如美國和我國178。 

  本研究於運動賽事轉播權性質之討論中述及鄰接權，係因如將參賽之選手視為

「表演人」，則其對於賽場上表現的後續利用，即有主張鄰接權或類似權利之空間，

則賽事轉播權的原始擁有者可能並非理所當然為隊伍和聯盟，或至少非其單獨享有。

不過，本研究認為，由於鄰接權係一依附於著作權所生之權利，須先有受著作權保障

之創作存在，方有保障將此著作透過演出、錄音等方式予以呈現、傳播之人或機構的

可能性。而如前所述，選手之賽場上表現——即運動賽事本身，既非受著作權保障之

客體，則選手自非任何著作之表演人，而無鄰接權之適用。 

三、公開權於運動賽事之適用 

  然而，選手身為運動賽事的必要參與者，在著作權與鄰接權之外，是否存在其他

涉及轉播權之主張，亦為此領域受到關注之問題。如前所述，在著作權中有公開播

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等以權利人具同意其創作是否以特定方式「公開」呈現之權

利態樣，此類權利之共同性質，即在於對某種與自身密切相關之內容予以「公開」的

決定權限。WIPO在其於 1996年通過的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WCT）

 
176 謝銘洋，同註 162，頁 189。 
177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t 29,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09_2016.pdf (last visited: 2020/06/20). WIPO 通過之與鄰

接權相關之國際條約，依照時間先後順序分別有羅馬公約（Rome Convention）、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WIPO 表演

與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簡稱 WPPT）及視聽表演北京條約

（Beijing Treaty on Audiovisual Performances）。上述條約內容之介紹與分析，可參考智慧財產局著作權

組（2018），〈表演人及錄音著作保護之調整〉，《智慧財產權月刊》，229 期，頁 79-84；張懿云

（2014），〈視聽表演人保護之研究—以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為中心〉，劉孔中主編，《國際比較下我國著

作權法之總檢討（下冊）》，頁 303-323，新學林：台北。 
178 謝銘洋，同註 162，頁 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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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公開傳播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的概念，並將各種著作

權利人及鄰接權人皆納入此權利範疇中179。歐盟執委會則在隔年提出並於 2001年通

過「資訊時代著作權與相關權利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80）」，將前述WCT 中的條約精神付諸實行181。 

  此揭WIPO和歐盟的相關規範，可視為前述「公開」決定權在著作權相關領域概

念之延伸。而此種權利最初係源自於人格權，其源起於一個人對自身姓名、肖像與行

為表現決定是否及如何公開、進而對於後續利用和衍生利益得以支配之權利182。我國

著作人格權中的「公開發表權183」，也許更趨近該權利從屬於個人的原始內涵。在美

國著作權法中，雖僅對少數情形賦予著作人格權，惟美國法對「公開權（Right of 

Publicity184）」的論述已有相當長期的發展，主要著眼於該權利對公眾人物個人資訊在

經濟面的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及維繫市場秩序、經濟效率等觀點185，有學者甚至直

接認為該權利可被認為是一種智慧財產權186。如循此理論脈絡，如認定參賽選手得以

公開權主張其對賽事轉播同意與否的權利，即不會因賽事本身非屬著作權保障客體，

而直接被排除在討論之外。然而，「公開權」所保障之客體範圍，係限定於與個人攸

關進而具辨識性的特徵，例如肖像、姓名等187，而選手在特定運動賽事中的表現能否

作為公開權保障之客體，進而使選手在收錄其賽場上表現之影像被轉播的行為上主張

經濟利益，即涉及公開權保障客體是否擴及「現場表演」之爭議。此爭議於 1977年

 
179 同前註，頁 188。 
180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1 馮震宇（2001），〈WIPO 著作權相關條約規範內容與其爭議問題之探討（上）〉，《智慧財產權月

刊》，35 期，頁 63。 
182 王澤鑑（2012），《人格權法：法釋義學、比較法、案例硏究》，頁 32，新北：作者自行出版。 
183 我國《著作權法》第 15 條至第 21 條。 
184 Right of Publicity 之譯名在各中文文獻中並未統一，除「公開權」外，另有「個人公開權」、「公開

化權」等譯稱。因本研究介紹此種權利，係為說明選手個人在運動賽事轉播權中可能的法律地位，囿

於研究主題與篇幅限制未能深入討論與分析，故為避免爭議，採直譯以「公開權」稱之。 
185 王澤鑑，同註 182，頁 309-310。相似見解與分析，請參李智仁（2004），〈人格權經濟利益之保障

－－個人公開權（Right of Publicity）之探討〉，《法令月刊》，55 卷 11 期，頁 30-31。 
186 同前註，頁 311。 
187 同前註，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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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案件188，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基於現場表演

所生之經濟利益為公開權之範疇後，陸續獲得實務與學說的肯認189。 

  雖然「公開權」之保障範圍在美國藉由前述 Zacchini 案及後續討論，而有擴大之

趨勢190，有論者基於此案見解，認為公開權之保障內涵除「辨識價值」外，可另行區

分出「表演價值」此一類型191。 

然而，探究「公開權」之原始性質，終究係基於人格權所生之權利，而相較於姓名、

肖像等與個人連結性極為明確之個人特徵，「現場表演」仍應在個案上判定其與訴求

權利之人間的連結性，包括其表演內涵、呈現方式、甚至後續利用方式，是否與其個

人密切相關而具有高度辨識性。故在運動轉播中使用之選手賽場上表現，並不當然因

上開見解，即可被認定為具備個人所特有、具表演性質之經濟價值，而可主張公開權

之特徵。美國最高法院曾於 Baltimore Orioles v. 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 案件中，提出傾向否定之見解192，但因實務上針對此特定客體之案件較

少，此爭議仍待未來持續討論與釐清。 

四、轉播權與著作權在性質上之相似性 

  承前所述，可知轉播權之性質與內涵並非得以著作權概括。然而，轉播權本身雖

非法定權利，在性質上仍有諸多與著作權相似之處，包括其亦屬於無體財產權，同樣

具有不同人在使用上不具顯著競爭性之特質；而在轉播權的發展歷程中，其已普遍透

過契約，被賦予促使轉播業者爭相競奪，進而使其商業價值水漲船高之專屬排他性。

故亦可視為一種介於私有財與公共財間的俱樂部財。此揭相似性及權利實施型態的重

 
188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433 U.S. 562 (1977). 
189 王澤鑑，同註 182，頁 307-308。  
190 同前註，頁 315-316。 
191 參張懿云、賴曉君（2009），〈球類運動轉播之法律問題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

刊》，17 卷 3 期，頁 18-23。 
192 Baltimore Orioles v. 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 805 F.2d 663, 7th Cir (1986). 本案係選手

針對賽事轉播提出利益分配請求。最高法院不認為選手之訴求得透過公開權主張，而指出其應以著作

權與球隊進行談判。與本案見相關討論，請參張懿云、賴曉君（2009），〈球類運動轉播之法律問題研

究—以美國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17 卷 3 期，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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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193，使得在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的產業價值鏈（即轉播權的交易過程）中，兩種

權利間得以相互交集運用，並進一步呈現相互加值之關係。 

第二項 運動賽事轉播權之權利基礎  

  運動賽事轉播權之所以得以透過契約成為一項財產權，係因運動賽事本身是一種

具商業價值的活動，其後續利用可以產生明確的經濟利益。故哪些人為權利人，得自

始對此權利為主張，在實務上即屬具討論實益之議題。於本節第一項的分析中，已初

步將參賽選手排除於轉播權的原始所有者範疇內（縱部分實務見解對公開權之主張採

肯定說，此亦為選手分享轉播權利益之請求基礎，而非其因此被視為轉播權之所有

者）。誠然，目前實務上以隊伍或聯盟作為權利人之普遍作法並未出現明顯爭議，但

「轉播權」作為一種非自始存在的權利，球隊或聯盟身為權利人的理論基礎為何？此

問題隨著運動賽事轉播在庶民娛樂的普及，及隨之而來轉播權在商業世界中重要性逐

漸提高，而有在法律上加以探究之必要。法律上的不同觀點也有助於釐清聯盟或球隊

在賽事轉播權上的主導地位，以利本研究後續對轉播權交易模式的討論。 

第一款 各國見解與規範模式 

  雖然實務運作上「運動賽事轉播權」一詞由來已久，然而目前少數針對該權利明

文立法肯認者為法國，在多數其他國家，必須從相關案例，或從對更廣泛的「媒體權

（media rights）」的討論中，探究實務上對此項權利的肯認見解與理論基礎。 

一、歐洲立法規範與案例見解 

  首先，少數針對「運動賽事轉播權」予以立法肯認的法國，係於《運動法（Code 

du sport）》L.333-1條，直接規定包含轉播權在內的運動賽事相關控制權，其權利人為

該項運動之協會（Sports federations）194。從條文前後判斷其規範理由，係因其認為單

 
193 例如取得授權之業者欲實施運動賽事的轉播權時，亦須取得該賽事節目之著作權，。 
194 Code du sport, art. L.333-1 (2006).（原文為“Les fédérations sportives, ainsi que les organisateurs de 

manifestations sportives mentionnés à l'article L.331-5, sont propriétaires du droit d'exploitation des 

manifestations ou compétitions sportives qu'ils organi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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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運動協會為該國職業聯盟賽事的創辦者或組織者195。 

  在英國，過去多認為「運動賽事轉播權」係歸屬於具控制進出場館權限的人或組

織，並以入場票券上的規定作為其與被允許進入之人（如轉播業者）間的契約約定

196。不過，此說法曾被 1999年英國限制貿易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在公

平貿易部（Office of Fair Trading）與英超的訴訟案件中作為先決問題被提及，並提出

不同見解197。法院於該案中，認為聯盟或球隊對於特定人進行賽事攝錄影的同意權，

不單純是因為權利人得以控制場館的使用和進入，主要是源自於權利人是該娛樂活動

的提供者（provide entertainment198）。不過，因該案主要爭點在於轉播權交易的競爭法

議題，故法院並未對此見解為進一步說明。嗣後於該國訴訟實務上，並未出現針對運

動賽事轉播權歸屬的新見解，仍有與特定活動攝錄影同意權相關之案例可資參考。於

2005年知名影星麥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與 Hello!雜誌社的案件中199，法院

認定組織特定活動之人，對該活動內容之利用所蘊含的商業利益具有控制權，而此處

所稱之控制權，包含以攝錄影等方式傳播活動內容的權利200，有論者認為法院此見解

有助於作為該國探究運動賽事轉播權權利基礎的重要參考201。 

  德國也是先以對場館的進出控制權出發，肯認球隊或聯盟擁有運動賽事轉播權

202。後來同樣是在轉播權交易模式相關的競爭法案件中，德國聯邦法院對於轉播權的

歸屬和權利基礎作出進一步見解203，其認為運動賽事轉播權的權利人，係因其組織、

進行球賽所投入的大量資金、建設、人力等各方面資源，才能夠創造出運動賽事這項

吸引人的產品204。基此，法院認為至少作為經營者的球隊應被視為得以從中獲取商業

 
195 Id. 
196 Steve Cornelius, The legal nature of media rights in sport: part two, 6 GLOBAL SPORTS LAW AND TAXATION 

REPORTS 8, at 9 (2015/3). 
197 Office of Fair Trading v Premier League, LTL 28/7/99 : [2000] EMLR 78.  
198 See generally Case brief of Office of Fair Trading v Premier League (1999), Maitland Chambers, 

https://www.maitlandchambers.com/information/recent-cases/office-of-fair-trading-v-premier-league-1999 (last 

visited: 2020/06/25).  
199 Douglas v Hello! Ltd [2005] EWCA Civ 595.  
200 Steve Cornelius, supra note 196, at 9-10. 
201 Id, at 10. 
202 Id. 
203 DFB v Bundeskartellamt, BGH, Beschluss v. 11.12.1997-KVR 7/96. As cited in supra note 196, at 10. 
204 Id. See more comments on this case, supra note 196,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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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權利人205。  

二、美國案例見解 

  相較於歐洲，美國則是早在 1938年，MLB 球隊匹茲堡海盜經營者對廣播公司未

經其同意轉播賽事之案件中206，即已提出了綜合前述歐洲各國見解之各項理由，以說

明為何球隊得以擁有受到法律保障之轉播權或類似權益207。包括球隊有准許任何人進

入場館的權利，且可向進入者收費208；球隊為了創設足以組織和進行賽事的環境，投

入資源建設與維護包含場館在內的基礎建設，並保障選手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待遇209。 

第二款 權利基礎之觀點整理與權利歸屬待釐清之疑慮 

一、權利基礎之共識 

  綜前所述，可知各國對於運動賽事轉播權的權利基礎，其歷來見解不出以下兩個

方向，並由此分別推論出隊伍或聯盟為運動賽事轉播權之原始權利人：1. 是否有允許

人員進入場館的控制權。2. 是否為該運動賽事的創設者或組織者，並為此投入一定程

度的經濟資源。且見解之趨勢係從前者往後者靠攏，本研究認為原因在於「允許人員

進入場館的控制權」一說，明顯忽略除了舉辦賽事的場館以外，一場比賽能夠順利進

行至足以轉播供大眾觀賞之程度，除場館控制權人外，其他相關人和組織在各層面的

經濟資源投入210。 

二、權利歸屬之疑慮 

 
205 Id. 
206 Pittsburgh Athletic Co. v. KQV Broadcasting Co., 24 F. Supp. 490 (W.D. Pa. 1938). 
207 Steve Cornelius, supra note 196, at 8-9. 
208 Id. 
209 Id. 
210 以「是否有允許人員進入場館的控制權」作為權利基礎之見解，另一突兀的問題則是「進入場館」

與「轉播賽事」，兩者對大眾來說應屬截然不同的賽事參與途徑，對權利人來說，獲取收益的受眾也不

盡相同。簡言之，兩者已然在職業運動史中，各自發展出文化和經濟上的不同功能與內涵。類似見

解，參郭玉軍、裴洋（2003），〈歐洲足球比賽電視轉播權轉讓中的競爭法問題研究〉，《國際法與比較

法論叢》，6 期，載於：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17110（最後瀏覽日：2020/07/26）。

該文認為「場館控制權」之見解，無法反映運動賽事轉播權的社會目的及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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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除了法國直接以立法形式明確規範權利人之身分，即由各項運動「協會」

擁有包含轉播權在內的經濟利益支配權211，雖然如第一目所述，其他國家對於職業運

動聯盟轉播權定性的見解，方向逐漸趨於一致，仍存在對權利歸屬的模糊解釋空間。

尤其在如今高度商業化、市場細部分工與角色多重性強烈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方面，

在實務上可能面臨權利人不明確之疑慮。 

  首先，究竟「隊伍」或隊伍所屬的「聯盟」何者才是該見解所認定之「賽事組織

者」？隊伍經營球隊，付出龐大的硬體和人事投資，其作為賽事提供與組織者的身分

應無可置疑；然而，聯盟不同於隊伍的主要任務係組織賽事與制定規則，進而建構一

個足以整合各隊伍順利進行比賽的體制212，此同樣是維繫職業聯盟賽事運行所不可或

缺。尤其對本身知名度較低的隊伍來說，其所參與賽事的經濟價值得以提高，受到更

廣泛的觀眾、轉播業者或廣告商所重視，主要是因為透過聯盟的賽事組織，使其得以

與其他知名度相對較高的隊伍對戰，甚或僅僅附屬於聯盟本身的品牌價值213。簡言

之，無論係「隊伍」或隊伍所屬的「聯盟」，兩者都會在賽事舉辦上投注大量經濟資

源，並因此承擔相對程度的經營風險。 

  又各國體制型態各異，有些聯盟或隊伍可能受國內運動協會組織一定程度之管

轄，而因此在賽事組織、舉辦和其他事項上，協會也有監督、介入甚至直接逕為決策

的權限。更不用說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型態早已不限於國內聯盟，亦包含以各國職業

聯賽頂尖隊伍為主要成員之跨國性職業聯賽，以足球為例，即有以歐洲各國職業聯賽

中獲得前一賽季高名次的球隊為主要參賽者之歐洲冠軍聯賽（UEFA Champions 

League，簡稱歐冠聯賽或歐冠）、歐足聯歐洲聯賽（UEFA Europa League，簡稱歐霸聯

賽或歐霸）等各層級跨國賽事214，此時涉及賽事組織與資源投入者，則從內國組織擴

 
211 該條文中以運動協會為權利人，係以其參與運動聯盟之建立（créer）為前提（參前註 194-195）。然

而，此一見解能否適用於每個國家、運動項目甚至是個別聯盟賽事，仍有疑慮。如本研究第二章所

述，各地區及各項職業運動聯盟之發展歷程殊異，且單項運動協會是基於國際運動法「單一聯盟原

則」而存在（參前註 164），其與職業運動聯盟間，不必然存在創設者或組織者的關係。 
212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213 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THE ECONOMICS OF SPORTS BROADCASTING, at 146-147 (2007). 
214 See infra notes 445,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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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至歐足聯等國際組織。 

  以上種種情形，賽事轉播權與其他經濟利益之控制權應屬何者？或者應屬相關組

織所共有？在訴訟實務上，細查前述英國 Office of Fair Trading v Premier League 案件

中，法院進行系爭轉播權交易之適法性分析時，即係以「球隊」為原始權利人，並透

過共同協議委由聯盟統一進行交易為前提215；另外，前述德國聯邦法院案件，因其爭

點涉及德國足球協會（Deutscher Fußballbund，簡稱 DFB）所屬球隊，不滿 DFB 將球

隊參與歐洲賽事之轉播權逕行交易216，故法院亦須提及權利歸屬之先決問題。該案中

法院雖明確表示「主場隊伍（Home team）」為原始權利人之一，但並未排除其他組織

係共同權利人之可能性217。基此，本研究認為，此問題在法律上仍需透過更多案例見

解的累積進一步釐清，然而，權利歸屬牽涉該財產權衍生利益的利用，包含交易實務

中誰有主導權、如何進行利益分配，並進一步影響產業鏈中各方參與者的投資意願

218，故為了明確性和便利性之考量，目前之商業運作實務上，多係透過聯盟的規章或

各隊伍與聯盟間簽訂的協議，作為隊伍同意由聯盟或協會統一運用轉播權，包含與轉

播業者進行權利交易的依據。 

第三節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的交易與授權模式 

第一項 現行常見之交易模式：集中交易 

  本節所稱交易模式，主要聚焦於第二章產業價值鏈所介紹之內容提供者將權利授

權予轉播業者的過程。綜觀前一節所述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歸屬分析，依目前對

該權利性質之見解，可能的歸屬情形包括：1. 參加該場賽事的隊伍。2. 創設、組織

賽事的聯盟或協會。3. 隊伍與聯盟共同擁有。而觀察前述案例，及實務上明確性之考

量及運作常態219，職業隊伍為轉播權之權利人應為共識，故本節所討論的內容，原則

 
215 Office of Fair Trading v Premier League, supra note 197. 
216 DFB v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203. 
217 Id. 
218 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supra note 213, at 147, 149. 
219 相關權利明確屬於聯盟或協會者，多係明文制定於法規中（如前文所介紹之法國運動法，參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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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假定該賽事主場隊伍為賽事轉播權之擁有者220（無論係單獨或與聯盟共有），並

以此為前提介紹現今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常見的基本交易架構，即集中交易（collective 

selling / joint selling221 ）模式。 

第一款 集中交易之架構 

  在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所稱之「集中交易」，係指由各隊伍將轉播其所參與賽

事之權利，統一透過規章或協議，委由特定機構向轉播業者進行授權事宜，此一特定

機構即為本研究所稱之職業運動聯盟。聯盟可能透過競標，開放符合條件的轉播業者

參與，或直接接觸有意願的業者與之協商。此模式簡要之架構請參以下圖 3所示： 

 

圖 3 集中交易架構示意圖222 

第二款 集中交易之目的 

 
194），或見於原係以組織特定賽事為目的所創設的聯盟，故在規章中即已明訂，例如歐冠聯賽。See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VISION SPORTS RIGHTS, at 89 

(2013). 
220 從運動賽事的產製過程來看，客場隊伍亦為必備要素，應有主張相關權利之空間。不過因為主客場

本身的賽事數量分配原則上是公平的，且基於執行上的可行性和便利性，無論是轉播權或其他賽事相

關權利，一般會基於互惠概念，由主場球隊全權支配，義務的承擔亦然。Id. at 88. 
221 collective selling /joint selling，亦有文獻稱作 centralized selling，部分中文文獻直譯為「集中銷售」。

然本研究認為銷售一詞在法律上多指稱「買賣」，而包含轉播權在內之無體財產權，其權利轉讓的法律

關係除被稱為「無限制讓與」之買賣、贈與外，實際上係以「限制讓與」的「授權契約」為主，故為

免混淆，本研究採「集中交易」之譯稱。關於無體財產權之「無限制讓與」及「限制讓與」之分類與

詳細分析，參見謝銘洋，同註 162，頁 274-276。 
222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Reference from Ofcom (2007), Summary of UK sports rights- Annex 10 to pay TV 

market investigation consultation, at 11,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5/54187/annex_10.pdf (last visited: 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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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從目前全世界受歡迎程度較高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觀之，係以集中交易為

常態。然而在職業聯盟的發展過程中，此模式亦非理所當然。美國各職業聯盟在 20

世紀前期的轉播權交易係由個別球隊逕行為之，現今地區性有線電視網之轉播權交易

亦仍係由各隊自行交易；西甲甚至到 2015年，才從各球隊個別交易改為由聯盟統一

進行（詳參本款第二目）；甚而，我國最大職業運動聯盟中華職棒，反而從 2014年開

始形成各球隊個別交易模式迄今（請參本研究第五章第一節）。故本研究認為有必要

先行探究轉播權「集中交易」在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所以成為主流模式之原因，易言

之，即為各大聯盟普遍採取此模式之目的——包含職業運動聯盟之本質、外部環境因

素的影響及實際執行層面的考量，以下將逐一說明之。 

第一目 結果不確定性與隊伍間的競爭平衡 

  首先探究交易客體所內含之特質，如何促使此種交易模式得以建立普遍認知的必

要性：此處所指即為本研究業於前文多次提及之「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of outcome223）」與「隊伍間的競爭平衡（competitive balance224）」。由於大眾觀看運動

賽事最主要追求的就是比賽結果不確定性所帶來的觀看體驗，故創造與維持此特性即

為運動賽事運作之核心225。而職業運動賽事相較於其他非職業賽事（例如奧運、單項

運動世錦賽、學生賽事等），參與者共同維持結果不確定性之行為更具正當性，係因

職業賽事的存在除了運動精神及其所蘊含之文化意義外，對現今所有市場參與者而

言，因其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才是最大交集226，賽事節目對消費者有吸引力，對轉播業

者、對廣告贊助商而言方有投入的價值。 

 
223 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supra note 213, at 151. 
224 Id. 
225 Id. Also see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91. 
226 過去如知名運動經濟學家 Simon Rottenberg 等論者，多認為北美職業聯盟的架構及其隊伍經營者，

傾向追求一般公司的經營目標，即經濟利益最大化（profit-maximising regime）；而歐洲職業聯盟則較

有意願在投資決策上，為了追求賽場上的勝利等非經濟效益的目標，而在財務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win-maximising regime）。然而，現今亦有論者認為，近十幾年來，前述兩種體制的差異，已隨著歐

洲職業聯盟改制、隊伍公司化等因素逐步縮減，往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靠攏。See 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supra note 213, at 153-158. 該書作者提出假設性模型對兩種聯盟的投資決策進行

比較。相似觀點亦可參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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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暫不論隊伍個別的歷史淵源和屬地差異等變因，當一個隊伍表現愈好，喜

歡該隊伍的粉絲也會因此增加（尤其當轉播技術興起，大眾觀賞賽事的途徑不僅限於

現場後，潛在粉絲基礎更大227），在各方面的收益必然會相對提高，進而其財務狀況

相較於他隊，也更有能力負擔有才華的選手及訓練人員的薪資、強化訓練設備，並且

承擔投資錯誤的風險228，使其在賽場上更具有競爭力。若無相關機制加以平衡，將形

成大者恆大、且隊伍間實力程度落差愈來愈大之局面，致使該聯盟賽事失去結果不確

定性此一對消費者的核心誘因229。 

  因此，同一聯盟內的隊伍間，除了第二章所述共同產製產品的關係外（joint 

production230），還必須確保競爭對手具有基本水準的競爭力，以避免單一或少數隊伍

過於獨大231。縱使該些隊伍有其球迷基礎，但長期來看，將使其所屬聯盟可看性下

降，反而削減整體的經濟利益232，此即隊伍間在「賽場外」的相互依賴性（mutual 

interdependence233）。而維繫相互依賴性的具體方法，主要是確保各隊伍的財務穩定，

使隊伍間在「賽場內」的實力差距存在翻轉可能。此一特殊競爭秩序關係如下圖 4所

示。而轉播權的集中交易模式則為此目標帶來解方——透過聯盟統一交易獲取權利金

和其他相關收益，再由聯盟向各隊伍將之進行分配234。分配比例和實際效果自因聯盟

而異，然採取此一交易模式的共同目標，即在縮減強弱隊間的實力落差，以確保彼此

 
227 過去因職業運動聯盟多具地區專屬性，故粉絲基礎與該隊伍代表之區域當地人口數量、結構、經濟

條件等性質攸關。然而，隨著轉播技術的飛躍成長，賽事轉播已經跨越了地區界線，職業隊伍的粉絲

構成已逐漸改變，尤其是具有優秀成績傳統或是有知名球星投效的球隊，更可能因知名度在傳播媒體

的加乘作用，取得世界各地廣泛粉絲的支持。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supra note 213, at 

152-153. 
228 任何投資決策都有其不確定性。在職業運動領域，當隊伍決定重金聘僱一位選手，所憑據的可能僅

僅是難以實際量化的「才華（talent）」，且一但選手受傷或狀態因其他因素無預警下滑，就會完全無法

發揮預期的效果，故此種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特別高，隊伍是否有足夠的風險承擔能力因此更顯重

要。對於此領域投資與風險的經濟模型研究，可進一步詳參 Id. at 158. 
229 Id. at 152. 
230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91. 
231 CHRIS GRATTON & HARRY ARNE SOLBERG, supra note 213, at 152. 
232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92-93. 
233 STEPHEN WEATHERILL, EUROPEAN SPORTS LAW: COLLECTED PAPERS, at 346-347 (2014) ; Also see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234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92-93. Also see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upra note 81, at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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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競爭平衡及賽事結果不確定性。 

 

圖 4 職業運動聯盟的特殊競爭秩序235 

 

第二目 轉播權整體商業價值的提升 

  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述，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價值在 20世紀後期逐漸提升，進而

與傳播媒體在經濟上成為共生發展的合作夥伴，此一外在環境因素，與轉播權集中交

易模式的建構及運作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聯盟統一將轉播權向轉播業者進行協商

交易，搭配獨家、地域等授權限制、轉播型態全包或區隔等不同授權模式的運用（請

參本節第二項），對轉播業者來說會產生更強大的投入誘因。由於單一隊伍原則上僅

擁有其主場賽事的相關權利，如果轉播業者想要完整轉播特定隊伍的賽事，僅與單一

隊伍取得授權並無法達到目標。而透過聯盟的整合，轉播業者取得轉播授權的賽事完

整度更高，除了技術上得以做更靈活的轉播時程安排，使具吸引力的對戰組合能得到

更完整的轉播，進而對廣告商產生吸引力，原始權利人面對轉播業者的議價能力也相

對提高。此從第二章第一節介紹北美職業聯盟發展時，提及 AFL 開創首次以聯盟為

主體協商與簽訂轉播契約，即帶動權利金總額顯著提高，及此事件對整個產業發展的

代表意義可見一般236。總歸來說，該賽事轉播的商業價值會因此而獲得顯著提升，聯

 
235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236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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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整體的獲利也因此更高，而得以延伸前目所述維繫隊伍間競爭平衡的目標，進行聯

盟內部利益的合理分配。 

  關於轉播權整體商業價值的提升與集中交易模式間的相互影響，近年出現得以比

較執行前後效果的案例，即前文曾提及的西甲聯賽。該聯賽雖然貴為歐洲前三大職業

足球聯賽237，其中最頂尖的兩支隊伍皇家馬德里（Real Madrid FC）和巴薩隆納（FC 

Barcelona），都是歐洲冠軍聯賽的常勝軍，是全世界足球員夢寐以求想要為之效力的

球隊，球迷遍布全世界。然而，其聯盟賽事轉播權在 2015年以前，完全由各隊自行

與轉播業者進行交易，在對該聯盟隊伍間實力差距愈來愈大、且無法如同英超等其他

頂級聯賽品牌化經營增加收益等持續不斷的批評下，西班牙終於在 2015 年直接透過

制定《第 5/2015 號皇家法令（Royal Decree-Law 5/2015238）》，明文規定各隊伍須將轉

播權授權給聯盟和協會向轉播業者進行交易，且對於集中交易後之獲利如何分配亦作

出清楚的規定239。而就在該法生效後首次適用的 2016-2017賽季，該聯盟透過集中交

易，在轉播權收益的部分整體劇增 29.7%240，出現立竿見影之效果。 

第三目 減少交易成本 

  從交易執行面上來看，採行集中交易的目的之一則是轉播權交易市場參與者交易

成本的減少241。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是影響公司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242，在逐

漸走向以創造更大商業利益為指標的職業運動領域，交易成本的減少促使隊伍、聯盟

 
237 前三大足球聯賽為英超、德甲和西甲。Supra note 14, at 9. 
238 Royal Decree-Law 5/2015, Of 30 April, On Urgent Measures In Relation To The Marketing Of The Rights 

Of Exploitation Of Audiovisual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Competitions. 
239 Id. 
240 Spanish League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La Liga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2017, at 

20-21, https://files.laliga.es/pdf-hd/informe-economico/informe-economico-2017_en_v2.pdf (last visited:  

2020/07/19). 
241 Oliver Budzinski, Sophia Gaenssle & Philipp Kunz-Kaltenhäuser, How Does Online Streaming Affect 

Antitrust Remedies to Centralized Marketing? The Case of European Football Broadcasting Rights, 128 

Ilmenau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s, at 6 (2019). 
242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包含尋找供應商、客戶及與之協商之各種衍生成本。參前註 151，頁

548-549。經濟學大師寇斯（Ronald H. Coase）指出，企業組織的存在目的之一，即在於盡可能最小化

交易成本，從而使企業內部得以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See generally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Estrin S. & Marin A.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ECONOMICS, at 37-5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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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市場運作更有效率243。對於聯盟，其得以透過轉播權的集中交易，促進以聯盟

整體賽事為單一產品，以聯盟為單一品牌，向有興趣投入的廠商行銷的目標244；而對

於個別隊伍，則可將資源運用在其他重要經營事項上（例如選手的訓練和交易、設備

的投資、對球迷的經營等），進而達到提高整體收益和組織價值的效果。 

  此目的不限於運用於轉播權領域，例如北美職業運動聯盟，就個別球隊之商標

權，也會部分授權予聯盟集中交易245，以利搭配各種廣告贊助、商業合作的開發與執

行，並同樣會將收益進行統一分配，給予先天條件不佳的隊伍合理的財務支援。將此

手段最徹底發揮的當屬 NFL，聯盟與隊伍間所簽署的協議（NFL Trust and Licensing 

Agreements），將除了地方性廣告和設施相關以外的權利全部授予聯盟進行交易與進

行獲利分配246。 

第二項 授權模式 

  此處所稱授權模式，則是著重於討論在前述集中交易的架構下，獲得隊伍同意將

各隊轉播權統一向轉播業者（或媒體經紀公司等中介人）進行交易的聯盟（即以下所

稱之「權利人」），所採取可能的授權方式。授權方式的差異，有時空環境的因素，包

括傳播科技的演進、競爭法或其他法規的介入、消費者使用習慣的變遷等。不過從權

利人的角度來看，原則上都是以如何將權利的商業價值及利用彈性最大化的方向出

發。以下將簡要介紹各種常見模式，以利在本研究後續章節進一步探究競爭法及其他

管制方式如何影響集中交易下授權模式的演變。 

第一款 以授權對象／內容為考量 

第一目 獨家授權 

 
243 Philip Kienapfel and Andreas Ste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81 and 82 EC in the sport sector, 2007(3)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6, 11-12 (2008). 
244 Id. 
245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upra note 

81, at 442-443. 
2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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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交易模式搭配專屬／獨家授權（exclusive / sole license），使原本不具使用互

斥性質的轉播權成為市場上的高度稀缺品，是使其商業價值提升不可或缺的環節。在

智慧財產權法領域中，專屬授權係指在授權範圍內只有一位被授權者，且授權方自身

在授權範圍內，除另有約定外，亦無法實施該權利247。專屬授權在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規中皆有明文規定248，其相對概念則為「非專屬授權」，兩種類型的區別實益在於被

授權人取得授權後的地位強弱差異249，意即獲得專屬授權者，在其被授權範圍內得本

於相當於權利人之地位行使權利250，相較於無法排除其他被授權人存在的非專屬授權

251，具有更高度之排他性。 

  而所謂的獨家授權，則是屬於授權實務上的一種常見型態，所指涉的授權態樣為

除該被授權者外，在授權範圍內權利人不得再授權予第三人252。在智財法領域中，因

專屬授權之特別規定，故有必要區別獨家授權與專屬授權之差異（即授權者本身能否

在授權範圍內行使權利）。然而在單純涉及轉播權之情形，雖然實務上皆使

用”exclusive license”或”exclusive rights”，但其內涵並未及於智慧財產權上的專屬授權

特性253，而係著重於該授權範圍內僅有單一被授權者，進而討論被授權者因此在市場

取得之地位及影響。而在此類型契約中，如涉及著作權或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通常

會明文區別，並以不同條款予以約定254。是以，在轉播權授權中，”exclusive”的明確

內涵，似非如智慧財產權得明確定義為專屬授權，並與獨家授權有所區別。 

 
247 謝銘洋，同註 162，頁 280-282。 
248 以我國立法為例，《專利法》規範於第 37 條第 3 項「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

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及同條第 4 項「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

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

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類似規定於《商標法》則規範於第 39 條第 1 項、第 5 項及同條第 6 項；

《著作權法》則規範於第 37 條第 3 項及同條第 4 項。 
249 謝銘洋，同註 162，頁 280。 
250 同前註，頁 282。 
251 同前註，頁 283-284。 
252 白杰立（2009），〈專利專屬授權定義及效力之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130 期，頁 8。 
253 IAN S. BLACKSHAW, supra note 117, at 295-306. 
254 Id. 參該書所附之運動賽事轉播權授權契約（Sports Broadcast Licence Agreement）範本，於第一條

定義與解釋（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中，即分別就該契約所授與之權利（The Rights）與契約中

可能涉及之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分別予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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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此一疑義，認為雖然轉播權與智慧財產權同為無體財產權，但並無法

律明文對授權型態予以規範，故應回歸私法上之契約條款具體解釋與判定。意即轉播

權授權時，雖在契約中使用”exclusive”，但實際上是否屬於前述智慧財產權法上特別

定義的「專屬授權」，或係指稱無其他被授權者存在的「獨家授權」情形，仍應以契

約條款所約定之授權範圍為準，而毋須先行假設其必然是前述智慧財產權法規定之專

屬授權。毋寧說，在論及轉播權授權時，並沒有如智慧財產權等法定權利特別區分

「專屬授權」此一分類之必要，而應直接就個別契約授權範圍之效果進行討論255。故

本研究於後續，將以「獨家授權／獨家權利」一詞，概稱在轉播權授權中討論

之”exclusive license / rights”，為免讀者在後續閱讀中產生混淆，先在此敘明。 

  如前所述，「獨家授權」在運動轉播權市場極為重要。一般影視節目雖也有標榜

「獨家」者（例如現在最常見的” Netflix Original256”），但相較於運動賽事，一般影視

內容採取「僅只一家別無分號」模式的普遍性實不算高。此差異係由於運動賽事直播

的即時性所形成的稀缺性和再消費率低的特性，使運動轉播市場中直播的價值遠高於

重播和錄播257，轉播業者所欲吸引和爭搶的消費者注意力有時效性，轉播權能夠利用

的價值亦同，故「獨家轉播」對轉播業者有為此付出鉅額對價的高度誘因。而對以訂

閱付費為主要商業模式的轉播業者來說，針對特定賽事於一定期間內的獨家轉播，對

於有常態性觀看需求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消費者來說是一種保障，更能夠說服他們掏

錢長期訂閱該平台，進而協助業者促進消費者對轉播平台的使用黏著度258。故從職業

運動聯盟轉播的商業價值日漸提高的過程中，獨家授權模式的普遍採用確實佔有不可

忽視之地位。 

 
255 此類型契約中，多會針對系爭授權的獨家／專屬性（Exclusivity）特別以條款約定效果。Id. at 296. 

而此處所稱「個別契約授權範圍之效果」，包括在條款中約定被授權方在授權範圍內有基於權利人地位

對抗他人之權利（傾向專屬授權），但並未排除權利人本身行使的權利（傾向非專屬授權）等不同可能

性。 
256 Jacob Robinson (2018/11/09), The Four Types of Netflix Originals, What’s New on Netflix, 

https://www.whats-on-netflix.com/news/the-four-types-of-netflix-originals/ (last visited: 2020/07/26). 
257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258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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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分包授權 

  然而，進入 21世紀後，面對傳播平台多元發展的商業考量，及自 2001年以來競

爭法執法機關的調查與決定（詳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較為

常見的授權方式，從單純的獨家授權，轉變為權利人將賽事分成好幾個包裹

（packages）進行交易，此即為「分包授權（rights packaging259）」模式。 

  例如在 2006年直接受到歐盟執委會決定260拘束的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其轉播

權交易在經過執委會的調查與協商後，從 2007 年之後的賽事，均須於交易時將轉播

權分成多個包裹，由不同業者競標取得權利261。除了避免過去由單一業者獨攬同一賽

季轉播賽事之情形，也得以增加轉播賽事的組合類型和播出時間彈性，使對賽事有不

同收視需求的終端消費者有更多消費選擇（詳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 

  而在北美，雖然因為管制模式的差異（詳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相較

於歐盟，近年未有競爭法執法機關對集中交易模式表示意見之案例，但各大職業聯盟

亦基於商業考量採行類似分包授權的模式。例如最商業化的 NFL，即將其整賽季的賽

事依時段（如週末或週間賽事）和類型（如季賽或超級盃）拆分成各種具不同經濟價

值的包裹，由各大轉播業者分別取得授權262。 

第二款 以授權區域之限制為考量 

  無論係前述何種授權模式，現行之授權契約，權利人多會在授權範圍條款中對相

對人權利行使的地區為限制（territory restriction）；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地域限制

 
259 rights packaging，引用自歐盟執委會於 2001 年對歐足聯之集中交易違反競爭法調查所作之決定書。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commercial rights of the UEFA Champions League - CASE 

COMP/C.2-37.398 (2003), at 32. 亦有文獻將此授權模式稱為” partial unbundling”，see supra note 241, at 

7. 因若將” packaging”直譯為「包裝」、「包裹」，恐將與一般認知中的「包裹授權」（即授權方挾談判優

勢，將不相關產品與交易客體綑綁，一起授權給相對人）概念有所混淆，故本研究採其將交易客體分

成數個包裹之意，譯為「分包授權」。 
260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media rights to the FA Premier League - CASE COMP/C-

2/38.173 (2006).  
261 Id, at 11. 
262 Supra not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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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大多會搭配獨家性的規範條款一併約定，並且以附款盡可能詳盡羅列263，故此

種限制也使被授權方行使權利的獨家性得以被真正落實。而轉播權的地域限制，在過

去以廣播電視為主的時代，考量的可能是轉播者的實際技術能力、營運範圍有限，或

是職業聯盟隊伍的屬地性264。不過在多元傳播時代，當網路影視傳輸技術突破空間疆

界，地域限制並沒有因此變得不重要，反而成為權利人進行授權規劃布局和被授權人

從交易客體獲取經濟價值的重要環節。 

  對權利人來說，這涉及如何最大化該賽事轉播權在商業上的可能性，包括確保有

粉絲基礎的地區得以收看，以及增加觸及範圍以向有開發潛力的地區推廣；對轉播業

者來說，特定區域獨占性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必然需要更高昂的對價換取，該轉播帶來

的收益或其他目的之達成是否合乎投入之成本，地域限制的執行可行性皆須綜合加以

考量。從而，隨著傳播技術演進所帶來的轉播全球化，由於每個區域的轉播市場結構

顯有差異，權利人會傾向於將相對不熟悉但經評估擁有收視潛力的地區，授權給運動

媒體經紀公司等中介人進行再授權之規劃，以減少資訊與認知落差的彌補成本和風

險。同時，傳播技術的無遠弗屆也在地域限制的執行可行性方面帶來新的挑戰，當串

流普及促使盜版的門檻降到最低，如何在轉播前及轉播後，採行有效的方法進行維權

（如常見的鎖 IP、監控（policeability265）、通知 UGC 平台下架等），並且妥善處理轉

播內容中出現的智慧財產權客體（例如使用配樂的著作權、贊助商的商標等）授權問

題，都考驗著現今的轉播業者。 

第三款 以轉播途徑的區別為考量 

  承前所述，在多元傳播時代，轉播途徑的多元性是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面對的現

實，同時也代表無窮的商業潛力。授權時常見的考量除了區域限制外，還有以轉播途

 
263 IAN S. BLACKSHAW, supra note 117, at 296-297. 
264 例如 MLB與地方有線電視網的「Balck out」條款，其迄今仍存在且持續產生法律爭議。請參本研

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  
265 Reddi Kotha, Phillip H. Kim & Oliver Alexy, Turn your Science into a Business, 2014(11) HARVARD BUS 

REV, at 6-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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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差異作為授權範圍的依據。分類上包括過往傳統電視時代的無線電視、有線電

視、衛星電視，以及如今的數位電視、網路串流等不同傳輸渠道，廣義的數位電視中

更進一步從傳輸技術上細分 IPTV電視、數位訊號傳輸的數位頻道、智慧電視等266。 

  從原始權利人授權給轉播業者或中介者的過程觀之，雖然奧運、世界盃足球賽等

大型國際賽事皆採取「全權利授權（all-rights license）」，即對同一區域的同一業者授

予全部途徑轉播權利的模式267，然而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多仍以對個別轉播途徑分開授

權的型態為多數。本研究初步認為可能的原因，包括職業聯盟賽事是帶狀且整個賽季

時間跨度較大268，收視群體具有收視慣性269，聯盟的立場傾向於使粉絲有管道定期收

看，故相較於大型國際賽事注重各區域廣泛的觸及收視人數，職業聯盟賽事更需要確

保個別轉播途徑的穩定性。不過，如前一款所述，為了拓展潛在市場（例如歐美職業

聯盟對於亞洲地區），權利人對部分地區之轉播權也會採取以全權利授權模式，直接

授權給該地區的特定轉播業者、跨國轉播集團或運動經紀公司等中介人進行不同轉播

途徑的再授權。例如英超曾於 2013 至 2016年，將亞洲的轉播權利全部授予運動媒體

經紀公司MP & Silva270；德甲則曾於 2013年，以類似全權利授權的模式，授權給跨

國性運動傳播公司的 FOX集團271。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承繼第二章描繪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輪廓，以經濟及法律的面向討論其

特質，並以此建構本研究所聚焦之轉播權交易模式之框架。經濟特質方面分別從消費

者和產業的角度出發，專注於運動賽事產品特有的時效性所形成的高度稀缺性，以及

 
266 此揭傳播技術之分類與介紹，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267 陳秉訓（2018），《世足熱！公開播送權被侵害 愛爾達能主張權利嗎？》，北美智權報 215 期，載

於：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IPNC_180711_0704.htm

（最後瀏覽日：2020/07/25）。 
268 劉昌德，同註 6。 
269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 
270 Bill Wilson (2013/01/31), Premier League sells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V rights,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21239216 (last visited: 2020/07/25). 
271 陳子軒（著）（2019），《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頁 131-132，台北：聯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60 
 

消費者對特定職業聯盟或球隊運動賽事，生成不同於其他影視作品的產品黏著度，並

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觀察消費者對賽事節目的高黏著度，反而形成對轉播平台較低的忠

誠度。但同一特質，從產業面的角度卻能夠增加對消費者收視習慣的預測性，縮減產

品與目標受眾間的距離，相較其他影視產品相對投資風險較低。綜合前述經濟特性，

促使職業運動聯盟轉播賽事被視為影視傳播市場的驅動力，面對新興傳播科技和收視

途徑的快速演進，無論既有業者或新進業者，都陸續有藉由投入此一市場，以增加訂

閱、拓展版圖等目的之商業意圖。 

  又本研究雖非以轉播權法律性質為主要分析對象，但在進入本研究主軸之轉播權

交易模式討論前，仍有必要先從法律面釐清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的權利基礎和歸

屬。在轉播權授權實務上必然會牽涉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的處理，然而，轉

播權雖同為無體財產權，本身卻非如智財權是一法定賦予排他性質之權利。本章透過

我國法規與比較法案例分析，否定運動賽事本身為受著作權保護客體，因此亦非比較

法上鄰接權相關規定所得適用。進而，為探究賽事轉播可能的權利主體，先從運動賽

事實際且必要之參與者即參賽選手的角度切入，以美國長期以來司法實務上對公開權

的見解與態度變遷，了解參賽選手現階段以公開權主張其個人所特有具表演性質之經

濟價值的侷限。最後回歸「運動賽事轉播權」本身的權利基礎，透過歐洲各國及美國

的立法與案例見解，說明對此一透過契約所形成、且後續利用具有明確經濟利益之財

產權，早期有場館控制權說，而目前共識則傾向肯認實際對賽事的創設、組織與舉

辦，投入經濟資源、承擔相對經營風險之組織，故參賽隊伍、職業聯盟或各國之單項

運動協會皆可能為賽事原始之權利人，擁有相關經濟利益的支配權。然而，此現階段

對權利基礎的共識，由於各國賽事發展歷程與性質差異，亦尚未能完全釐清法律上的

權利歸屬問題。 

  由於參賽隊伍的權利歸屬在法律上較無疑慮，故而回歸商業運作層面，則出現以

聯盟內的隊伍透過規章或協議，將其擁有的權利（無論係獨有或共有）授予聯盟或協

會等單一特定組織進行轉播權交易的「集中交易」模式。此模式外觀並不難理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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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理解其運作本質及進行後續適法性和管制合理性的分析，必然須了解其最核心之存

在目的，即賽事的「結果不確定性」。此一特性可視為職業運動賽事的產品本質，沒

有它就沒有消費者需求（無論是現場或透過轉播觀賞）的存在，進而促使聯盟與隊伍

戮力於追求與維繫聯盟內各隊伍間的「競爭平衡」。除了此一內部特性，轉播權整體

商業價值提升的外部因素也是影響該模式形成與發展的關鍵，此外部因素與集中交易

模式間交互影響，使聯盟得以透過集中交易轉播權，在執行面上降低交易成本，進而

達到提升聯盟整體收益，並對獲利進行統一分配，促進前述競爭平衡、維繫結果不可

預測性之核心目標。 

  本章最後則檢視轉播權交易架構下的各種授權模式。此係因不同授權模式間的差

異，影響因素甚多，然而如何因時制宜選擇適當的方式，將大大影響市場參與者們，

包括權利人和被授權方如何最大化其權利商業價值及利用彈性。此部分除介紹後續將

與競爭法介入交易模式息息相關的獨家授權與分包授權模式，也概述授權範圍的地域

限制，及以轉播途徑做為區分標準的現況。從而歸納出上揭自各種層面切入的授權模

式，在授權實務上彼此間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效果，一切仍應回歸契約條款之個別

約定。且在網路興起後的多元傳播平台時代，每種模式都將面臨條款明確性和執行可

行性的衝擊與挑戰。 

  本研究接下來則將以本章為基礎，聚焦探究轉播權交易模式在競爭法及其他管制

方式下顯現出的問題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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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競爭法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之形塑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的集中交易及授權模式，除了前述隨著傳播科技與商業

環境逐步建構與演進，行政與司法機關透過競爭法或其他法規的介入，對其運行模式

的形塑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例如集中交易是否構成競爭法所規範之聯合行為，無論

在美國或歐盟長期以來皆存在爭議，而其所搭配之各種授權限制，是否對市場造成限

制競爭之效果也都受到檢視。承襲前文脈絡，由於北美及歐洲之職業運動聯盟是各國

發展上的主要參考對象，以美國與歐盟對相關議題的因應及效果進行觀察，應具有一

定代表性，故本章亦將以此為討論主軸。先就第三章所介紹的現行普遍交易模式，分

析其可能之限制競爭行為態樣與違法疑義，歐美相關法規範及其實際管制模式，再據

此探討如何對目前共存於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的新興轉播權商業模式與現行規範管制

模式予以不同觀點的檢視。 

第一節 現行交易模式造成之限制競爭行為態樣 

第一項 聯合行為 

  如前所述，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之限制競爭效果最具爭議者，莫過

於集中交易是否構成競爭法上所規範之聯合行為。聯合行為係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用

語，各國競爭法與學術上亦有稱為卡特爾（cartel）、水平協議（horizontal 

agreement）、共謀（conspiracy）等，在定義與規範方式上雖略有差異，原則上皆指同

一類型的行為272。以下將先就聯合行為之定義、相關法規與可能之違法行為態樣初步

說明。 

第一款 聯合行為之定義與其限制競爭效果之認定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所稱之聯合行為，係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

 
272 本研究以使用「聯合行為」為優先，亦會依據前後文，採用較符合該段落語境之用語。如未另外予

以辨明或補充，於本研究中出現「聯合行為」、「卡特爾」、「水平協議」及「共謀」之用語，皆係指涉

同一類型之行為。參胡祖舜（2019），《競爭法之經濟分析》，頁 450，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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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

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相較於濫用獨占地位等由單一事業體依

憑其市場力量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聯合行為的特色在於由本身具有競爭關係的多個

廠商共同參與，進而達到降低市場競爭機能的效果273。構成要件則包括行為主體為

「複數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體」、「彼此間存在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意思聯絡形成

的合意」，以及該合意對事業活動的相互約束「足以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274。公平

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亦明文規定我國聯合行為採事前許可制，未取得主管機關許可

之事業為聯合行為即屬違法。由於本研究後續將以歐美案例為主要探討對象，故以下

將先簡要介紹美國與歐盟的相關規範。 

一、美國  

  美國競爭法規範之基礎係 1890 年所制定之休曼法（The Sherman Act），該法第 1

條即規定以任何方式形成的「共謀（conspiracy）」，足以限制貿易與商業行為者，即

屬違法275。雖然該條文本身並未明述，透過實務案例見解可知所規範之行為態樣，包

含聯合定價（price-fixing）、市場分割（market divisions）、圍標（bid rigging）、聯合抵

制（boycott）、共同拒絕交易（concerted refusals to deal）或資訊交換（Data 

Dissemination）等276。簡言之該條所關注者，實係事業間是否藉由卡特爾限制特定產

品或服務的產出或抬高其價格，減少消費者原本得以透過正常市場機制對其消費行為

進行的選擇277。 

 
273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2015），《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六版）》，頁 112，台北：公平交易委

員會。 
274 胡祖舜，同註 272，頁 451-453。 
275 See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Section 1(1890).（該條前段原文為：“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276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UNDESTANDING ANTITRUST AND ITS ECONOMIC 

INPLICATIONS, at 115-168 (2003). Also see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at 201-224 (2008). 
277 Id.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a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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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實務上認定聯合行為的違法性時，對聯合定價或共同減少產出等在限制市場

競爭效果上，被視同獨占企業所為的行為採取較為敵意的態度278，屬於證明行為存在

即應受非難性評價的「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279。而對於其他態樣之行為，大多

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衡量該行為整體的限制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s）是否大於促進競爭效果（procompetitive effects）。此原則從休曼法施行以來在

司法實務中逐步確立，法院將聯合行為區分為「直接限制（direct / naked restraint）」

和「輔助限制（ancillary restraint）」，前者即屬前述當然違法之行為，後者則意指該聯

合行為之目的主要係增進生產、效率或其他對該產業必要且有益的層面（例如由特定

組織制訂參與者的專業能力標準，有益於業者自律），其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只是暫時

性、附帶性的效果280。 

  嗣後此一將聯合行為類型化以認定其違法性的標準，則明文見於美國聯邦貿易委

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於 2000年所公布，針對聯合行為的指

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中。其中認定包括

聯合定價、圍標或透過分配客戶、供應商、銷售區域等方式分割市場等行為，皆屬於

當然違法，法院無須考量行為人的商業目的（business purposes）或綜合評價其行為之

競爭效果（overall competitive effects），應將之視為一種「惡性卡特爾（hard-core 

cartel）」281。而對其他適用合理原則的行為認定促進競爭效果時，主要應判定該行為

對競爭之限制對於增益整體經濟活動「效率」（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存在合理必要的關聯性282。 

 
278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supra note 276, at 199. 
279 胡祖舜，同註 272，頁 452。 
280 See generally Addyston Pipe and Steel Co. v. United States, 175 U.S. 211 (1899) ; Polk Bros., Inc. v. Forest 

City Enterprises, Inc., 776 F.2d 185 (7th Cir. 1985) & National Assn of Review Appraisers and Mortgage 

Underwriters Inc. v. Appraisal Foundation, 64 F.3d 1130 (8th Cir. 1995). 此處介紹美國法實務上的認定原則

（the Ancillary Restraint Doctrine），係於前揭案件中逐步確立。More commen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cillary Restraint Doctrine in these cases, see ROGER D. BLAIR & DAVID L. KASERMAN, supra note 276, at 

122-126. 
281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at 3 (2000). 
282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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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之競爭法規範，現行係以歐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 Union，以下簡稱 TFEU）第 101條和第 102條為基礎283。聯合行為規範於第

101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3項為例外規定），相較前述美國休曼法第 1 條，條文內容

較為具體，構成要件包括「事業間存在某種形式之協議（agreements）、決定

（decisions）或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s)）」、「行為有影響歐盟會員國間貿易之

虞」且「以限制歐盟內部市場競爭為目的（object）或已造成實質負面影響

（effect）」，並例示數種行為態樣284。該條對於聯合行為定義明顯與我國不同之處在

於，TFEU第 101條亦適用於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的事業間，意即包含以垂直協議形成

之聯合行為285。 

  在判斷聯合行為對市場效果的影響時，由於該條文要件中有「目的性限制競爭」

與「效果性限制競爭」兩種違法態樣286，對前者，歐盟執委會認為，如該行為從合意

或共識的內容、目的、產生背景或實際行為外觀上，得以認定其本質上有負面影響市

 
283 即原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下稱歐體條約）第 81 條和

82 條。 
284 concerted practice，亦有研究翻譯為「共同行為」、「實質聯合行為」。此處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條

文內容之中文翻譯，主要參考謝國廉（2015），〈歐盟競爭法之架構與範圍：以反競爭協議與濫用獨占

地位之規範為中心〉，洪德欽、陳淳文主編，《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下）》，頁 16-18，台北：

臺大出版中心。（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原文為： 

”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285 同前註，頁 20-22。或參許曉芬（2017），〈歐盟競爭法關於限制競爭協議之研究—以市場界定與市

場效果為中心〉，廖義男、黃銘傑主編，《競爭法發展之新趨勢：結合、聯合、專利權之行使》，頁 158-

159，台北：元照。由於本研究後續亦將討論限制競爭之垂直協議，為避免混淆與誤解，後續所稱之

「聯合行為」皆係指我國公平法第 14 條規範之「水平」聯合行為。 
286 許曉芬，同前註，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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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之可能，即構成第 101條之違反287，其中尤以涉及聯合定價或市場分割等對市

場造成顯著且嚴重限制競爭效果的「惡性卡特爾」為首要處理之行為態樣288。有論者

則進一步認為，此種「足以影響」市場競爭功能即可認定違法之標準，已屬類如刑法

上抽象危險的概念289。歐盟法院則於 Hüls AG v. Commission290及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291案件中進一步明確表示，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之聯合行為，執委

會只要能夠證明前述限制競爭之目的存在，即無須再證明該行為具有限制競爭的實際

效果，此時應由行為人提出其未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效果之反證292。 

  TFEU第 101條第 3項則為針對聯合行為的例外規定，要件包括「有助於改善商

品之生產或流通」或「有助於促進技術進度或經濟發展」，且「使消費者因此獲得適

當比例之利益」293。而在歐盟執委會於 2004年所頒佈，針對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3項

（即 TFEU第 101條第 3項）的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中，對此例外條款具體操作上的解釋，可知此條係賦予聯合行為在歐盟

競爭法體系下，非以構成要件該當即認當然違法，而係存在必須進一步衡量行為對市

場的限制競爭效果及促進競爭效果之空間294。 

 
287 同前註，頁 165-166。 
288 同前註，頁 156-157。 
289 林宜男（2015），〈歐盟競爭法攸關卡特爾議題之研析〉，洪德欽、陳淳文主編，《歐盟法之基礎原則

與實務發展（下）》，頁 67，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290 Case C-199/92P, Hüls AG v. Commission [1999] ECR I-4287. 
291 Case T-25/95, Cimenteries CBR SA v. Commission [2000] ECR II-491. 
292 謝國廉（2017），〈論歐盟競爭法「共同行為」（concerted practice）之概念與實務〉，廖義男、黃銘傑

主編，《競爭法發展之新趨勢：結合、聯合、專利權之行使》，頁 143-145，台北：元照。 
293 此處 TFEU 第 101 條第 3項條文內容之中文翻譯，主要參考謝國廉，同註 284，頁 24。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原文為： 

”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29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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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集中交易的違法疑義 

  承前所述，當市場中同一產銷階段相互競爭的事業間，有一致性行為可能危害市

場競爭或實質上已造成限制競爭效果時，即有競爭法上聯合行為之違反。而本研究第

三章所介紹之轉播權集中交易模式，相較於現今難以直接證明事業間具有合意的「地

下卡特爾295」，在一致性行為的構成上極為明確，因同一聯賽的球隊，在其產出賽事

及衍生產品如轉播權的銷售上具有競爭關係，而其將各自所擁有的賽事轉播權，藉由

彼此間、或個別與聯盟或協會間的協議，委由該單一組織進行共同銷售，此行為模

式，符合前款所述聯合行為由複數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對特定產品的銷售條件形成合

意的要件。因而無論在美國或歐盟，皆曾產生此一交易模式是否構成聯合行為，而應

以相關法規加以禁止的疑慮。 

一、行為主體 

  關於聯合行為的爭議，首先可能出現在行為主體包含哪些人。在競爭法關於聯合

行為態樣的討論中，一種常見模式為特定產業從業者所組織的「行業協會（trading 

association）」，透過該組織交流必要資訊，以共同制定技術統一標準、自律規範等，

係行業協會存在的良性目的296。然而，行業協會自然也極可能成為水平事業間，針對

影響市場價格的資訊進行交換並形成合意之平台，進而成為共謀的溫床297。故行業協

會的成員透過此平台所為決議或共識，並不會因其設立之良善立意而豁免於聯合行為

的規範之外，仍須就其實際行為是否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而定298。 

  而在行業協會的聯合行為認定中，爭議之一在於行業協會是否為行為主體。有論

者認為，行業協會本身就是由成員間卡特爾行為所構成的結果299，但也有法院應認定

 
295 胡祖舜，同註 272，頁 466。 
296 同前註，頁 476。「行業協會（trading association）」對應於我國公平交易法，應屬於第 2 條第 2 項及

第 14 條第 4 項所稱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 
297 同前註。Also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148. 
298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148-152. 
299 Id. at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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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協會本身是行為主體300。歐盟方面則可參考 2015年的 AC-Treuhand 案301，該案

被告係提供該案事實中參與限制競爭協議的事業，諮詢、管理服務之顧問公司，實際

上並非聯合行為所涉協議或一致性行為的當事人。然而歐盟執委會認為其實質協助參

與事業，實現以水平協議限制市場競爭，故認定其為當事人302。如據此見解，則本身

即以作為競爭同業間共同平台為目的而生的行業協會，事業間透過其達成具限制競爭

效果之協議或合意而構成聯合行為，實難認行業協會非該行為之當事人。對此，我國

已於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4項明文將「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以各種方式約束事業

的行為納入聯合行為303，惟學者仍認為須關注是否存在足以代表該行業協會的意思決

定之行為304，以及該行業協會是否參與協議或合意的作成，換個角度來說，即須檢視

成員們所作成協議或合意，是否必然透過行業協會、以其名義形成或存在305。申言

之，即須認定系爭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或合意，究竟存在於行業協會及協會

參與成員哪些事業體之間306。 

  前述爭議，在認定集中交易模式中職業運動聯盟是否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首先

須肯認者，係雖各職業聯盟或單項協會之成立依據與運作方式各異，其確係類似行業

協會型態的組織——成員包含職業運動隊伍等特定產業從業者，並且以協助該些業者

經營為運作目標，方式包括制定共同規則、成員間定期會議等，甚至具有執行獎懲機

制之權能。而各隊伍與聯盟間所達成之轉播權統一交易合意，皆係透過聯盟規章或與

聯盟間之協議達成，且由聯盟為代表具體執行合意內容，聯盟本身參與及實現合意之

作成實屬必然。故參照前述歐美司法實務與我國學者見解，可知同一聯賽共同將轉播

 
300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 435 U.S. 679 (1978) & Alvord-Polk, Inc. v. F. 

Schumacher & Co., 37 F. 3d 996, 1007-08(3rd Cir. 1994). More comments on these cases, see Id. at 205. 
301 Case C-149/14P, AC-Treuhand v. Commission [2015] ECR I-717. 
302 關於前註 AC-Treuhand 案更多分析，可參考謝國廉，同註 292，頁 145-147。 
303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4 項：「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304 廖義男、黃銘傑、石世豪、王立達、楊宏暉（2019/12）。〈聯合行為裁判見解之趨勢及執法注意事項

之建議—「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分析—以聯合行為為例」〉，發表於：《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

易法學術研討會》，頁 4，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辦），台北。 
305 同前註，頁 14。 
306 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2 項：「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

本法所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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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交由聯盟進行交易的隊伍，及聯盟本身，在考量是否違反聯合行為時，均應視為行

為主體併同檢視之。 

二、限制競爭效果 

  承本項第一款所述，聯合行為限制競爭效果與否之認定，並非完全以當然違法為

標準，如從歷史經驗或個案分析中，未顯示該行為常態性地存在對市場競爭嚴重影響

之情況，縱使聯合行為造成涉及價格之限制，仍有以合理原則加以檢視之餘地307。而

回到本研究所關注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集中交易模式中，行為人間達成的協議係使

其產出之運動賽事及轉播權等衍生產品得以統一制定包含價格、轉播場數在內等交易

條件，確有以水平協議進行價格和產出限制之虞，但仍須就此揭協議所造成的競爭限

制，從各層面的市場因素，包括市場結構、產業性質、行為目的等，衡量限制是否具

備合理性308，並且評估其所產生的促進競爭效果，如效率的提升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是否足以抵銷限制所造成之效果309。 

  本研究第三章曾介紹過集中交易模式的存在目的，其核心即為確保賽事結果不確

性進而維繫聯盟內隊伍間競爭平衡，這是職業運動產業，尤其是職業運動聯盟產業運

作與商業價值的核心，故本研究認為集中交易模式的建構係源於產業結構和產品需求

特殊性，應作為考量限制競爭合理性的重要市場因素之一。而在考量水平協議所產生

的促進競爭效果時，如前所述，實務上認為應衡量其與增益整體市場效率間之關聯

性，而集中交易模式的目的之一，即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應是重要考量因素310。 

第二項 垂直非價格限制：獨家交易 

 
307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129-136. 
308 Id. at 128-129. 作者以 Appalachian Coals, Inc. v. United States 288 U.S. 344 (1933)案中法院的判決理由

為例，說明法院適用開放式合理原則（wide-open rule of reason analysis），將各方面可能影響價格和公

共利益的市場因素皆納入對聯合行為的考量，拓展法院在此種案件的裁量空間，也是建構日後以是否

有益於市場效率作為合理原則衡量標準的一環。 
309 Id. at 139. 
310 See 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BMI), 441 U.S. 1 (1979) & CBS v. American 

Soc’y of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 620 F. 2d 930 (2nd Cir. 1980). 法院在此揭案件判決中皆強調原告所爭

執的水平協議對降低該產業參與者交易成本的關聯性與必要性。See Id. at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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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三章關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的授權模式之討論可知，轉播權授權

模式十分多樣且彼此並非互斥，交易實務上會依據不同的商業目的考量作出調整或相

互搭配。而其中長期被廣泛運用的獨家授權，極易陷入是否構成競爭法上「垂直非價

格限制」的違法爭議中，也因此在因應相關質疑與處分後發展出更具彈性的授權型

態。雖然目前交易實務上採取「完全」獨家授權已非常態，為利於本章後續司法實務

上發展的討論，此處仍將簡要介紹此授權型態可能被認定為「獨家交易」之行為定

義、相關規範與獨家授權的違法疑義。 

第一款 獨家交易之定義與其限制競爭效果之認定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係競爭法違法態樣中「垂直非價格限制（non-price 

vertical restraints）」的一種311。垂直交易限制（vertical restraints）係指上下游業者間

對交易相對人附加的限制，如直接涉及價格，則屬約定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我國公平法直接規範於第 19條；而若係針對其他交易條件附加限制而

影響市場競爭，即屬垂直非價格限制，我國規範於公平交易法第 20條。而此處所關

注之獨家交易與區域限制等行為，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條第 1項，屬於公

平交易法第 20條第 5款不正當限制交易條件之行為態樣312。判斷是否具有該條「有

限制競爭之虞」的違法性時，應就行為人的目的、市場地位、市場結構、產品特性及

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因素綜合判斷313。而在美國與歐盟，針對垂直交易皆未

以單獨條文與以規定。美國主要規範於前述休曼法第 1條限制競爭協議、克萊頓法

（Clayton Act）第 3條314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條

 
311 胡祖舜，同註 272，頁 526-527。 
312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

事業活動之情形。」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同註 273，頁 171。 
313 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 
314 See the Clayton Act, Section 3.  

（該條原文節錄：“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lease or make a sale or contract……on the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lessee or 

purchaser thereof shall not use or deal in the goods, wares, merchandise, machinery, supplies, or other 

commodities of a competitor or competitors of the lessor or seller, where the effect of such lease, sale, or 

contract for sale or such conditio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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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對不正當交易條件的規範，如造成獨占（monopolize）地位之濫用則可能落入休曼

法第 2條316之範疇317；在歐盟亦屬 TFEU第 101 條限制競爭協議型態的一種，如行為

人獨占地位達到一定程度，也可能構成同法第 102條濫用獨占地位（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318之違法行為態樣319。 

  獨家交易的構成要件包括「該限制係基於交易雙方的合意」、「須具有排他性」及

「雙方當事人分屬上下游市場」320。型態則分成獨買或獨賣，前者為賣方要求買方只

能向其購買特定產品，後者則是買方要求賣方不得將特定產品向其他競爭者進行交易

321。而相較於約定轉售價格，獨家交易在違法性的評價上較為寬鬆，首要原因在於交

易條件如未顯著影響市場競爭，本屬契約自由原則之範疇322，且獨家交易對市場亦存

在正面影響，例如保護廠商投資利益、智慧財產、確保產品品質等鼓勵廠商投入之誘

因，以增加市場競爭的效果323。故對於獨家交易，競爭法係採合理原則，個案衡量該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315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Section 5.  

（該條原文節錄：”(a) Declaration of unlawfulness; power to prohibit unfair practices; inapplicability to 

foreign trade: (1)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316 See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Section 2. 

（該條原文節錄：”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317 Deborah A. Garza, Vertical Nonprice Restraints of Trade and Bundled Discounts and Rebates, In: Mary L. 

Azcuenaga & M. Howard Morse (eds) Antitrust Counceling & Compliance 2010, at 165 (2010). 
318 TFEU 第 102 條原文為：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319 胡祖舜，同註 272，頁 534。 
320 同前註，頁 573。 
321 公平交易委員會，同註 273，頁 174。此處雖以獨「買」和獨「賣」作為兩種相對型態的分類名

稱，但獨家交易（或者更廣泛的垂直交易限制）可能涉及的交易型態不僅限買方與賣方，尚包含製造

商與經銷商、權利人與被授權人等。See Deborah A. Garza, supra note 317, at 163. 
322 公平交易委員會，同前註。 
323 同前註，頁 175；或參胡祖舜，同註 272，頁 57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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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條件之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就包含前述施行細則例示之因素在內的各項市

場情形進行認定。而當行為人市場力量愈大，限制競爭效果就會愈顯著，而提高競爭

者的成本、創造市場進入障礙，進而產生市場封鎖，甚至有益於卡特爾的形成或強化

其維繫324。因此該獨家交易當事人之市占率（判定市場力量因素之一）、所涉之交易

量（用以判定封鎖比例）、獨家限制期間長短等因素325，即成為衡量其限制競爭效果

之重要依據。 

第二款 獨家授權的違法疑義 

  轉播權利人對轉播業者為獨家授權，顯屬於前述獨家交易中的「獨賣」型態，即

授權方僅得將權利授予單一相對人，以排除被授權方之其他競爭者。而如本研究第三

章所述，由於產品本身的即時性和再消費率低等特性，獨家授權模式具有強化職業運

動聯盟賽事轉播高度稀缺性、吸引消費者注意力及增加黏著度等功能，進而對交易雙

方當事人來說，皆得以顯著提高產品之商業價值。然而在適用合理原則下，考量此模

式對市場競爭之整體效果時，首先須更細緻地考量個案中包括授權時間長短、授權的

轉播途徑有無限制等因素，是否致使下游轉播市場集中化，使高價值產品集中掌握在

具特定條件的大型業者手中，強化小型、不同類型或新進業者的市場參進障礙326。另

外，亦須一併考量此授權模式與集中交易模式的結合，當集中交易已將授權方市場單

一化，限縮產出，同時也限制了被授權方的交易選擇時，獨家授權是否可能進一步造

成相關權利運用的限縮，降低轉播業者（即潛在被授權方）對轉播品質的投入意願，

甚至影響新興轉播型態與技術的發展327。 

  下一節將從過往歐盟與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實務案例，分析他們以何種態度和手

段，因應上揭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交易模式在競爭法上的違法疑義。 

 
324 胡祖舜，同註 272，頁 577-581、602。 
325 同前註，頁 603-604。或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同註 273，頁 175。 
326 KATRIEN LEFEVER, NEW MEDIA AND SPORT: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at 138 (2012). 
327 Id. at 13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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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比較法上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管制手段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與歐盟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面對前述職業運動聯盟賽事

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競爭法疑義，發展出不同的管制方向。前者透過案例及立法等方

式，針對職業運動聯盟給予競爭法上的部分豁免；後者則對現行模式附加條件，要求

當事人施予補救措施，以衡平市場競爭利益與產業現實需求。無論何者，在此前都須

探究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鏈的相關市場界定問題，並據此進一步了解歐美主管

機關和法院在個案審查並進行利益衡量時，所關注的面向，及因此受到正負面影響的

是產業鏈中哪些參與者的利益。 

第一項 相關市場界定 

  在認定事業行為是否對市場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前，必須先就「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的範圍加以界定，方得以進一步認定該行為對哪種產品或服務、對哪些競爭

者或消費者，造成何種程度限制競爭的不利效果。故相關市場界定結果將直接影響後

續對限制競爭效果的分析與行為違法性的認定328，無論學界或實務對於此階段在競爭

法上因應個案該如何處理、甚至是否有存在必要性，都是極為重要的議題。因市場如

界定過廣，則後續認定行為人的市場力量相對較小，恐造成其行為難以被認定有限制

市場競爭的效果；惟如界定過窄，行為很容易會被認定為具有市場優勢力量，致威懾

過度，使廠商動輒得咎，反而可能不利市場機制之運行329。 

  我國對相關市場的定義為「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330」，更具體而言，相關市場就是事業間就特定產品相互競爭、產品間產生替代性的

範圍，主要考量基準是當某一產品價格變動時消費者的反應，係持續消費該產品或轉

 
328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92 年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案之判決中，即明

示：「市場力通常是由市場份額推斷而來，市場界定則決定了個案最後的結果。（Because market power 

is often inferred from market share, market definition generally determines the result of the case.）」此句足可

作為相關市場界定在競爭法案例中重要性的指標。 
329 黃銘傑（2009），〈聯合行為成立與市場界定、影響市場功能間之理論與論理〉，《競爭法與智慧財產

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88，台北：元照。亦可參胡祖舜，同註 272，頁 33。 
330 參公平交易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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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產品331。而在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原則係分析相關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332，

並視個案事實，衡量時間因素333、交易相對人、交易階段334對相關市場範圍的影響。 

第一款 界定相關市場之方法 

一、假設獨占者測試（SSNIP測試法） 

  現今競爭法學界與實務上，進行相關市場界定的通行方法為「假設獨占者測試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簡稱 HMT）」335，又稱為 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測試法。操作上係觀察假設獨占者對產品

有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時，該市場消費者的反應，如果該假設獨占者因此

有利可圖，代表消費者無法因為漲價轉移至其他產品或區域，則該候選市場即可確定

為相關市場；惟如果該假設獨占者在此情形下無利可圖，表示對消費者來說，存在其

他合理可替代之產品，此產品與用以界定候選市場之產品應屬同一市場336。此分析方

法關注的首要經濟因素為「需求替代」，其所界定出的市場，係由消費者為同一目的

合理可替代的產品和區域所組成337。歐盟則將「供給替代」、「潛在競爭」皆納入相關

市場界定所考量的經濟因素中338。 

二、因應新興商業模式之其他界定方法 

  另外，因應新型態經濟的出現，前述迄今通用的 SSNIP 分析法也出現適用上的侷

限，故而出現對 SSNIP測試法之修正，同時也發展出其他市場界定方法作為因應。例

 
331 胡祖舜，同註 272，頁 34-35。 
332 公平交易委員會，同註 273，頁 35-36。 
333 同前註，頁 36。 
334 黃銘傑，同註 329，頁 93。 
335 「假設獨占者測試」由美國司法部於「1982 結合處理原則（1982 Merger Guidelines）」中提出，並

在後續多次修正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中以「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命名。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82 Merger 

Guidelines, at 3-11. Also 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t 8-15 (2010). 
336 Id.中文說明可參胡祖舜，同註 272，頁 53-54。 
337 胡祖舜，同註 272，頁 36-37。 
338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section 20-24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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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今常見的雙邊／多邊平台（two-sided / muti-sided platform），其商業模式同時涉及

不同市場，且具有價格結構的非中立性，及橫跨平台兩側的網路間接效應，上開特性

致其適用 SSNIP 分析法時，可能面臨無法決定須以哪一側產品價格的變化為依據，或

無法完整考量假設獨占者的獲利可能性等諸多問題。故有學者提出以兩側使用者是否

可透過其他管道進行交易為標準，區分為「雙邊交易市場（two-sided transaction 

market）」和「雙邊無交易市場（two-sided non-transaction market）」，前者可劃分為同

一市場，後者則為兩個市場339，此一見解亦於 2018年的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案

中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採340，成為指標案例。 

  而現今數位市場更常見產品或服務均係免費供應341，此時則不存在 SSNIP 測試法

所需要的價格上漲情形可供觀察，故有論者提出 SSNDQ（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

transitory decrease in quality）測試法，改以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品質降低的反應作為

觀察依據342。面對零元定價的困難，歐盟亦曾採取以產品功能性（functionalities）的

比較為優先考量的界定方法作為解決之道，論者認為係因功能性本身即為決定產品間/

是否具可替代性的核心343。而歐盟在 2014年的 Facebook 與WhatsApp 結合案審查

中，即採此觀點344。 

  轉播業者本身即如傳統媒體具有平台的性質（詳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

一款），且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述，如今職業運動轉播產業已進入多元傳播時代，每個

參與者都因為網路數位科技的盛行而可能具備多重角色／功能的特性，或採取前述數

位市場中常見的雙邊／多邊平台商業模式，故而在處理與此產業相關競爭法爭議時，

亦可能面臨無法單純藉由傳統 SSNIP 測試法界定相關市場的問題。 

 
339 Lapo Filistrucchi, Damien Geradin, Eric van Damme & Pauline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9) TILEC DISCUSSION PAPER 1, at 5-10 (2013). 
340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138 S.Ct. 2274 (2018). 
341 JACQUES CRE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at 44 (2019). 
342 Id. at 45. 
343 Id. at 45-46. 
344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 Case M.72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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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鏈之相關市場 

  參照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在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產業價值鏈中，參與者包含內容

提供者、轉播業者、運動媒體經紀業者、廣告贊助業者及終端消費者等。過程中提供

的產品型態從「運動賽事」轉變為「運動賽事節目」，其中必須完成的交易包含三個

層面：一是「運動賽事」本身的產製，接下來則由「賽事轉播權」之權利人，將轉播

權授權予轉播業者或運動媒體經紀商，轉播業者再透過訂閱收費、廣告收入為主等不

同的商業模式，將「運動賽事節目」推銷給觀賞賽事的消費者或廣告贊助商。由此可

知，此一產業鏈的最上游為「運動賽事產製市場（sport contest market345）」，往下依序

則為「賽事轉播權交易市場（sport broadcasting right market346）」和「賽事節目市場

（sport programming market347）」，上下游市場關係及市場內主要產品、參與者和經濟

活動，整理如下圖 5。而在處理前述競爭法爭議時，則必須分別就案件所涉及之個別

水平市場進行界定。 

 

圖 5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鏈之市場關係圖348 

 
345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70.  
346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38-39. Also see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07. 
347 Id. 
348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Reference from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Figure 2.1 The 

Sports Broadcasting Markets, supra note 219, at 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77 
 

1. 運動賽事市場 

  此為產業鏈廣義的最上游市場，主要經濟活動即最原始產品「運動賽事」的生

產，參與成員包括聯盟、隊伍和選手等人員349。之所以稱作「廣義」，係因此「運

動賽事市場」背後包含了更廣泛且商業利益同樣極大的聯盟與隊伍經營權、選手轉

隊交易、選手勞動350等市場351。如第二章第一節所述，該些市場的運作皆與轉播權

的出現與蓬勃發展，為此產業挹注的龐大商業收入有緊密關聯。易言之，轉播權的

價值高漲使得聯盟與隊伍有更多資金得以運用，隊伍的高度商業價值亦引動資本市

場的注意，入主經營球隊成為一項具備高獲利誘因，同時也有高資金門檻的投資選

項352；而為了以成績製造話題吸引或綁住粉絲，以及拉抬賽事轉播權、代言贊助的

價碼，必然得積極投入資源以促進隊伍競爭力，其中最為直觀的就是比賽產製過程

中不可或缺、最受一般觀眾矚目的選手本身，因此選手身價在近年以指數形式水漲

船高353，選手在各球隊間的流動同時也成為資本市場金錢流動的一種途徑。 

  而前述這幾項要素間也必然相互影響，例如在大家較熟悉的籃球、足球領域，

女子職業選手的薪資待遇都遠低於男子選手，然而排球職業聯賽卻是少數頂尖女子

 
349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70. 此處所稱運動賽事的生產者，包含本研究前述之「內容

提供者」，詳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及第二項。 
350 雖與本研究關注之轉播權市場無直接相關，但職業運動選手勞動市場引發的競爭法爭議，可說是職

業運動場域競爭法議題討論之濫觴。 
351 有論者將此處所述市場進一步細分為資本市場（處理經營權問題）、勞動供應市場（處理選手轉

會、薪資談判及各聯盟關於選手資格等問題）等。See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70-171. 
352 例如切爾西（Chelsea FC）、巴黎聖日耳曼（Paris Saint-Germain FC）等歐洲各大職業足球聯賽的頂

級球隊，現在皆由不同國家的石油大亨握有經營權；諸多球隊則由同一運動投資集團所有，例如 MLB

的波士頓紅襪（Boston Red Sox）和英超的利物浦（Liverpool FC）同屬芬威體育集團（Fenway Sports 

Group)，美國商人克倫克（Enos Stanley Kroenke）則坐擁 NFL 的洛杉磯公羊（Los Angeles Rams）和英

超的阿森納（Arsenal FC）。 
353 此處所稱職業選手的身價，多以其「薪資」或「轉會費」為比較基準，也會綜合如代言贊助價碼、

因其加入所反映的隊伍獲利或股價變化等因素綜合判斷。「轉會費（transfer fee）」係指當選手在與原隊

伍間的契約尚未約滿前，即轉至其他隊伍，此時新隊伍須給付原隊伍的補償費用。See Miriam Quick 

(2017/08/29), How does a football transfer work?, BBC Worklife, 

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170829-how-does-a-football-transfer-work (last visited: 2020/08/26). 

而選手身價的暴漲，雖然還要考量通貨膨脹等經濟因素，然而在 2010 至 2020 期間轉會費的漲幅及漸

趨常態性的天價轉會現象仍然值得關注。以職業足球為例，目前轉會費金額世界前十的案例（均高於 1

億歐元），沒有任何一個出現在 2010 年之前，前二十的案例中（均高於 7000 萬歐元）也僅有一位；另

外，破世界紀錄的轉會費數額從 2016 年的 1.1 億，隔年迅即暴升至 2.22 億歐元。See Wikipedia, List of 

most expensive association football transfe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ost_expensive_association_football_transfers (last visited: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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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選手的薪資明顯高於男子選手的運動領域354，此即因女子排球受到的關注度高

於男子排球。這個例子也顯示出，對觀眾／廣告贊助商注意力的競爭不僅限於同聯

盟間的隊伍，還包括相異聯盟間（甚至是不同項目的聯盟）。不過由於本研究主題

係探討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故對此一層市場，僅將焦點投注於其中市場參與

者在轉播產業中係最原始產品「運動賽事」之提供者，以及為了產品後續的獲利誘

因，其體制的建立和參與者的投入，皆必須致力於維繫比賽結果不確定性與隊伍間

競爭平衡355。而在此層市場中，與該職業運動聯盟本質目標相關的措施，除本研究

關注之交易模式與獲利分配外，尚有歐足聯的財政公平競賽規則（Financial Fair 

Play Regulation356）、MLB、NBA和 NFL 皆有設定的薪資上限（Salary Cap357）

等。 

2. 賽事轉播權市場 

  簡言之即為轉播權之權利人將該權利透過交易，授予轉播業者的市場，其中可

能的參與者尚有運動媒體經紀公司，負責中介原始權利人358與轉播業者間的交易

359。也有論者將此層市場更廣泛地定義為「權利開發市場（exploitation 

market360）」，在此一概念下，包含轉播權在內，所有與賽事相關，由隊伍或聯盟自

始或透過契約擁有的權利，例如商標權、肖像權、贊助代言權等權利的協商交易，

都可納入此一市場經濟活動的範圍。 

  而本研究則聚焦於轉播權，主要觀察轉播業者透過交易取得賽事轉播權的誘因

 
354 獨排眾議（2017），世界各國排球職業聯盟之分析，運動視界，載於：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42085（最後瀏覽日：2020/08/26）。 
355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356 財政公平競賽規則（Financial Fair Play Regulation）於 2009 年公布，限制歐足聯所屬聯盟中各隊伍

的支出上限，以避免部分球隊獨大，或是因無限制支出而造成財務不健全甚至嚴重虧損。See Financial 

Fair Play, UEFA.com, https://www.uefa.com/insideuefa/protecting-the-game/financial-fair-play/ (last visited: 

2020/08/26). 
357 薪資上限（Salary Cap）係指北美職業運動聯盟於每年度所制定，對各隊支付選手薪水總額的限

制，目的係維持聯盟內各隊伍間一定程度的實力平衡。See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41. 
358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歸屬問題，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 
359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38-39. Also see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07. 
360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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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取捨，此涉及是否有其他賽事節目對個案中的交易標的具替代可能性，也和業者

欲取得轉播權的商業目的攸關361。具體在個案上，多會藉由運動賽事的性質差異作

為需求替代的認定依據362。而轉播業者目標群體（即下一層轉播賽事節目市場中的

觀眾或廣告商）的需求變化，其影響力所及除了轉播業者外，也極大程度及於賽事

轉播權市場中權利人的交易決策363。 

3. 轉播賽事節目市場 

此市場的經濟活動主要係由轉播業者提供賽事節目內容予終端消費者（觀

眾），同時轉播業者則透過消費者對其節目的反應程度以爭取廣告商的青睞364。此

時的轉播業者，從需求方轉變為供應方，在上下游市場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365。而

其商業模式的差異，如以訂閱制或廣告收入為主，則會決定在此市場中如何認定何

者為因價格或其他因素變化之產品，及誰是必須加以觀察面對變化有所反應的消費

者。對廣告商來說，能夠吸引多少消費者的注意力投注於節目中，是決定其需求與

否的關鍵；然而若係單純的終端消費者，其影響因素即可能較為複雜，除了單純價

格變化外，內容選擇、使用體驗、觀看耗用時間等，這些也確實曾經成為主管機關

界定相關市場時的考量因素366。也有論者認為應將轉播者在傳輸技術、轉播途徑等

差異一併納入考量367。 

  綜上對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產業鏈中各階段市場之介紹，本文認為第一款所提及之

新興數位商業模式的諸多特徵，確實存在於現今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中，主因在於

此產業具有多邊市場的特性，且存在不同市場間相互影響、依賴的網路效應（network 

 
361 例如藉由轉播頂級賽事塑造自身品牌，以吸引觀眾和贊助商。Se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6-37. 
362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07-108. 賽事性質除了考量項目差異外，尚須考量因舉行方式

差異而形成不同的轉播需求，例如歐盟執委會曾在案件決定中，點出歐足聯主辦的歐洲跨國聯賽，與

英超、德甲等國內聯賽，兩種賽事不可一概而論。Se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9. 
363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39. 
364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70. 
365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39. 
366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07. 
36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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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368）。在難以單純用 SSNIP 測試法界定市場的情形下，前述其他方法也應納入

考量。不過仍應注意這些方法過於聚焦處理單一問題，卻不見得具備執行可能性的問

題。例如 SSNDQ 測試法，在「品質降低」的判定上就缺乏一個明確有效的機制369；

而單以產品功能性來比較認定，則可能忽視該功能是否確實對消費者合理的替代需求

有必然影響370，尤其在此產業中多重角色／功能的特性日漸盛行，在現今賽事轉播權

市場中，廣義的轉播業者取得轉播權可能是為了更廣泛的商業需求，而在轉播賽事節

目市場中，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也逐漸改變甚至出現分化，賽事的觀看不僅限於單一態

樣（詳參第四章第三節），則此時運用產品功能性的比較進行界定，則須更為謹慎而

非可流於表面的觀察。 

第二項 美國採取之管制模式 

  美國針對職業運動聯盟的轉播權交易模式爭議，主要出現在 1961年之前，此係

因國會於該年通過《運動轉播法（Sports Broadcasting Act371）》，在一定範圍內賦予職

業運動聯盟在轉播權交易上的競爭法豁免權。然而，這並非代表競爭法議題在職業運

動聯盟消失，且歷經時代變遷，當年的法規如今是否、或該如何才能妥善適用於新的

轉播型態與商業機制中，也成為有待持續研究之課題。更甚者，除了該法對轉播權交

易模式的豁免外，美國司法實務早在 20世紀初，即對特定職業運動聯盟（即 MLB）

予以豁免於競爭法外的見解，且沿用此先例將近一世紀，其見解是否合乎競爭法立法

目的、在早已人事全非的變遷下是否仍可適用於現今案件中，各種爭議也持續面臨挑

戰。 

 
368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又稱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或需求方規模經濟（demand-

side scale economics），指產品的價值取決於產品使用者的數量。又分成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s）或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s），前者係單純指使用者數量使產品價值增加，同時也

促進了該些使用者的使用效益；後者則指一群使用者數量增加，其所增加的主要是另一群使用者的效

益，多發生在平台類型的商業模式。See JONATHAN B. BAKER, THE ANTITRUST PARADIGM: RESTOR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at 123 (2019). 
369 JACQUES CRE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 HEIKE SCHWEITZER, supra note 341, at 45. 
370 胡祖舜，同註 272，頁 108。 
371 Sports Broadcasting Act, 15 USC Ch. 32: Telecasting of Professional Sports Contest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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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國會立法與司法見解 

第一目 U.S. v. NFL系列案件 

一、1953年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案372 

  促使前述 1961年國會訂立運動轉播法的競爭法案件，皆與 NFL 有關。首先發生

於 1953年，惟該案事實與爭點皆未直接涉及轉播權交易架構，因該時北美職業運動

聯盟尚未出現集中交易模式。該案係針對 NFL 官方規則的 Article X 中，關於轉播區

域的諸多限制，爭執是否違反休曼法第 1條。該條款規定大致分為（1）除獲得主場

球隊（home team）同意，否則任何球隊不得在該隊主場區域（home territories）內播

放非該球隊的比賽（outside games）；（2）如果主場球隊容許其參與之客場比賽（away 

games）在主隊區域內轉播，則該區域內不得播放非該球隊的比賽。（3）在前述兩種

情形時，禁止電台廣播（the broadcasting by radio）非該球隊的比賽。（4）NFL 聯盟協

會理事長（Football Commissioner）有權禁止聯盟所屬球隊進行任何賽事的轉播373。 

  該案法官係以合理原則對前述規約之限制進行適法性審查，判決結果係認為第

（1）部分之限制合法，其餘限制均違反休曼法第 1條374。值得注意的是該案法官在

判決理由中，對於職業運動聯盟的存在及運作本質之特殊性，所提出的分析與結論。

首先法官肯認職業運動聯盟是一種特殊的商業型態（an unique type of business），必須

基於聯盟的存在才能成立，因此無法像一般商業型態般，隊伍的商業決策皆得以利益

最大化為優先375。聯盟隊伍間在場內廝殺，但場外，即商業上的競爭卻必須受到一定

限制，否則當大者恆大，弱隊（weaker teams）的財務無法持續支持，最終將影響整

個聯盟的生存376。例如，當聯盟內部欠缺競爭、實力落差愈來愈大時，就算是強隊

（stronger teams）的死忠粉絲，也不見得有觀看其支持之球隊與弱隊比賽的意願377。

 
372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116 F. Supp. 319 (E.D. Pa. 1953). 
373 Id. at 321-322. 
374 Id. at 330. 
375 Id. at 323, 326. 
376 Id. at 323-324. 
377 Id. a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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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官認為，聯盟制定規則促使強隊支持弱隊的財務健全，使聯盟內部競爭得以

平衡，是職業運動聯盟此一特殊商業型態的不可不為378。 

  故而對於第（1）到（3）項限制，法官即以前述論述為基礎，認為當足以證明大

部分較弱隊伍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是入場門票和相關收入（包括入場後的周邊消費），

且賽事轉播對球隊獲取入場收益有不利影響時，對轉播區域和場次的限制如果能促進

弱隊的門票及相關收益，甚至因此削減強隊得以從中獲取的轉播收益時，即可認定為

合理限制，未違反休曼法第一條379。法官更在判決中特別強調，由於足球（職業運

動）與轉播業者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故第（1）項的合法限制以平衡聯盟內隊伍間

競爭實力為目的，並未限制隊伍間對轉播權銷售的競爭，也非在限制轉播市場（包含

電視台和廣告商等）的競爭，反而得以達到促進該些市場競爭的效果380。而第（2）、

（3）項限制則未能保護任何隊伍的門票收入，目的主要是促使主隊區域裡觀眾僅能

看他們的客場賽事，達成一種對主隊區域球迷消費選擇的壟斷，僅能增加主場隊伍販

售其客場比賽轉播權的優勢，但無法證明對前述促進聯盟內部競爭平衡有所助益381。

而第（4）項限制則因「無限制地」賦予 NFL 聯盟對所有轉播權契約條件的最終決定

權，故明顯違反休曼法382。 

二、1961年的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案383 

  如本研究第二章所介紹，北美職業運動聯盟第一份由聯盟為主體與跨區域的電視

網業者簽訂之轉播契約，係 1960年 AFL 與 ABC 電視網每年轉播權利金達 170萬美

元的契約384。就在隔年，當時與 AFL 聯盟競爭的 NFL 隨即採相同模式，與 CBS 電視

 
378 Id. at 323. 
379 Id. at 324-325. 
380 Id. 
381 Id. at 326-327. 
382 Id. at 327-328. 關於第（4）項限制，在判決理由中提及 MLB被特別豁免於競爭法外之判決先例。

該先例認為職業聯盟非屬休曼法第一條規定的「州際」商業（interstate commerce），故不受該條所拘束

（請參本節第二款）。但系爭判決認為無論職業運動是否是一種商業，此案 NFL 規則的限制至少涉及

到電視和廣播的轉播業者，而它們毫無疑問屬於州際商業，故認為該 MLB 判決先例不適用於本案。 
383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196 F. Supp. 445 (E.D. Pa. 1961). 
384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三款。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83 
 

網簽訂每年 930萬美元，為期兩年的獨家轉播契約385，並將其中將近一半的權利金分

配給聯盟內的 14支球隊386。除契約特別約定外（例如仍保留主場球隊對於其主場賽

事在主場區域內的轉播決定權），CBS 電視網對於轉播哪些比賽、在哪個區域轉播有

完全決定權387。NFL 為免爭議，故向主管機關與法院訴請確認該契約是否違反前述

1953年案例的判決見解388。 

  本案中法院同樣採取合理原則審查，最終認定系爭契約等同個別球隊同意將聯盟

所有賽事的轉播權以包裹形式授予轉播業者，可視為終結個別球隊得以單獨交易其賽

事轉播權的可能性，故此一集中交易模式實質上已經消除了聯盟內隊伍間對於轉播權

交易的競爭389，也違反前述 1953年案例對於個別隊伍透過決定個別賽事是否轉播，

以保障其門票收益的見解390。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此案件中，法院並未針對聯盟將轉

播權集中交易之獲利對所有隊伍予以分配，是否有利於 1953年案例見解中所強調職

業運動聯盟內部競爭平衡之特殊目的，提出任何說明。 

  本研究認為，法院之所以會在 1961年做出此一判決結果，且在檢視 NFL 與 CBS

之契約是否合乎 1953年案例見解的同時，卻未能一併考量該契約後續獲利分配可能

有助於職業運動聯盟內部競爭平衡，係受限於當下時空環境之限制。因此案發生於 20

世紀中期，甫出現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的集中交易模式未久，雖然整體轉播權利金相

較過往確實有所提升，但尚未能從中看出更為顯著的漲幅，無法依據當下資訊判定權

利金提升與集中交易模式的因果關係。且從此案發生之市場現況，亦未能推論出未來

權利金飛漲，進而促使各電視網業者紛紛投入競爭的長期趨勢，故將轉播權利金統一

分配是否足以超過原本各隊作為主要獲利來源的門票收入，也非當下法官得以預見，

 
385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5. 
386 United States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1961), supra note 383, at 446. 
387 Id. at 447. 
388 Id. at 446. 
389 Id. at 447. 
390 Id. 有趣的是，早於 NFL 率先採取此種交易模式的 AFL 並未受到主管機關或法院適法性之質疑。

理由係因 AFL 為新成立之聯盟，其中的隊伍在此交易前並不存在門票或轉播權收入，故不會因系爭交

易契約的出現而傷害既存利益，也沒有其他轉播業者會因為 ABC取得獨家授權而受到損害。See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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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事人難以提出明確證據加以說服之情況下，法官自亦持續將門票和相關現場收入

作為維繫弱隊財務狀況，縮減與強隊實力差距的途徑，以此保障弱隊在聯盟內的競爭

實力。然而從正面角度觀之，其該判決並未否定，甚至是再次肯認了前述 1953年案

件中職業運動聯盟作為一個獨特商業型態、及對於其運作本質目標的見解。在此情形

下，NFL 為了達到其以集中交易模式促進聯盟長期健全發展，並獲取更大商業利益之

目的，它們將戰場從司法轉向了國會。 

第二目 運動轉播法 

  承前所述，NFL 在前述案件失利後，改而透過遊說國會的方式，於同年成功制定

《運動轉播法（Sports Broadcasting Act）》。依該法規定，適用對象包括美式足球、棒

球、籃球、冰上曲棍球之北美四大職業運動聯盟，並明文將前揭聯盟內隊伍之賽事電

視轉播權（the rights of the sponsored telecasting of the games）委由聯盟集中交易的行

為態樣納入競爭法之豁免範圍391。該法雖接受 NFL所主張，以轉播權集中交易模式

進行獲利分配有助於聯盟內部競爭平衡為立法基礎，但同時也承襲 1953 年 NFL 案之

判決見解，在法條中明文保障主場隊伍在主場比賽時，得以限制任何賽事於主場區域

內進行轉播的權利392，可看出前一目案件分析時所述，此時仍認為主場門票收入為隊

伍獲利主要來源的現實與認知393。 

  雖然運動轉播法成功地為職業運動聯盟以立法形式，建立豁免於競爭法之保護

 
391 Sports Broadcasting Act, 15 U.S. Code § 1291. 

（“The antitrust laws, as defined in section 1 of the Act of October 15, 1914, as amended (38 Stat. 730) [15 

U.S.C. 12], or i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as amended (38 Stat. 717) [15 U.S.C. 41 et seq.], shall not 

apply to any joint agreement by or among persons engaging in or conducting the organized professional team 

sports of foot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or hockey, by which any league of clubs participating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or hockey contests sells or otherwise transfers all or any part of the rights of 

such league’s member clubs in the sponsored telecasting of the games of foot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or 

hockey, as the case may be, engaged in or conducted by such clubs….”） 
392 Sports Broadcasting Act, 15 U.S. Code § 1292. 

（“Section 1291 of this titl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joint agreement describ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in such 

section which prohibits any person to whom such rights are sold or transferred from televising any games 

within any area, except within the home territory of a member club of the league on a day when such club 

is playing a game at home.”） 
393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216. Also see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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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然而從該法的適用限制，包括主體僅適用於當時既存之四大職業運動聯盟、明確

規定豁免之行為態樣（除了轉播權集中交易外，另於 1966年修訂新增聯盟間在一定

條件下允許合併的規定394），且所涉及之轉播僅限於免付費電視395，可知國會仍十分

節制，盡可能以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基於相關行為在該特定產業之特殊性質所產生

之促進競爭效果，作為豁免之基礎，避免因剛性立法模式而使豁免範圍過大或被擴張

解釋，造成競爭法規範上之漏洞。 

  運動轉播法對市場的影響可說是立竿見影，如同本研究第二章所介紹，很快地在

此後數年間 NFL 便成功躍升北美最火熱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396，不但引起各大電視

網對轉播權的爭奪，使聯盟整體商業收益逐年增長397，其商業模式也受到其他職業運

動聯盟的仿效398，加上其後十幾年間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各種傳播途徑興起，從此

開啟職業運動聯盟、電視轉播與廣告贊助商共生共榮的時代399。 

第三目 單一實體原則及其檢討 

  然而，除了運動轉播法所明文規定之職業運動項目及其所屬聯盟外，其他職業運

動聯盟也不想被排除在集中交易模式所生之商業利益之外，例如在 1993 年成立的美

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Soccer，簡稱 MLS），其成立時便直接以聯盟形式

集中交易賽事轉播權。然而，MLS 和其他採取類似體制的聯盟卻面臨違反競爭法的指

控，縱使其在最初組織設計上即已採取將聯盟以類似合資公司的方式成立，再分別與

各隊伍、選手簽約以協助經營的設計，使「聯盟」更趨近於一個單一商業實體，而非

 
394 Sports Broadcasting Act, 15 U.S. Code § 1291. Also see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6.  

（“…In addition, such laws shall not apply to a joint agreement by which the member clubs of two or more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s, which are exempt from income tax under section 501(c)(6)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 [26 U.S.C. 501(c)(6)], combine their operations in expanded single league so exempt 

from income tax, if such agreement increases rather than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clubs so 

operating, and the provisions of which are directly relevant thereto.”） 
395 張懿云、賴曉君，同註 192，頁 29。 
396 Barry Smart，同註 20，頁 137-138 
397 例如光是在立法通過後下一輪（即 1964-1965）的轉播權利金，便漲至 1400 萬美元。See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6. Also see supra note 39、40.  
398 DENNIS DENINGER, supra note 36, at 26. 
399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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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獨立隊伍透過協議共同成立的組織400，但其所為之集中交易行為，仍然被法院認

為有違反休曼法的疑慮401。 

一、單一實體原則的一般性適用 

  究其根源，「單一實體原則（Single-Entity Doctrine）」的抗辯並非職業運動聯盟所

專屬，此一原則在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成員、被同一企業持股之公司，甚或母公

司和子公司間等各種商業型態的聯合行為爭議中已多次出現，並累積諸多實務見解

402，在此原則的發展歷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應屬 United States v. Yellow Cab Co.403、

United States v. Sealy Inc.404和 Copperweld Corp. v. Indep. Tube Corp.405等。於 Yellow 

Cab 案，最高法院認定各自單獨註冊的全資子公司間，雖然皆有具共同控制權的經營

業務，但仍屬可以相互共謀的個別經濟實體406；Sealy Inc.案則是床具上游製造商由下

游零售商所共同持有，法院認為無法將它們整體視為一個經濟實體407。與前述兩案均

傾向否定單一實體原則抗辯之見解相較，最高法院在 Copperweld 案則出現不同的檢

視角度，其透過「共同目的檢驗（unity of purpose theory408）」，認定被指控之母公司

與子公司係具有共同的商業利益，系爭彼此間合作的行為亦係對此共同目的之追求，

因此可視為單一實體，並未違反休曼法409。 

  由前述單一實體原則之見解發展可知，美國司法實務上對此尚未有趨向一致的見

解，前述個別案件的分析和結論，也無法通體適用於任何類如合資、共同持股、特許

 
400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218. Also see Luke Archer, First Draft 

Pick or Benched Indefinitely? The Future of the Single-Entity Doctrine in Sports Antitrust, 30 Marq. Sports L. 

Rev. 169, at 174, 187-188 (2019). 
401 Fraser v. Major League Soccer, 284 F.3d 47 (1st Cir. 2002). 
402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3. Also see generally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152-157. 
403 United States v. Yellow Cab Co., 332 U.S. 218 (1947). 
404 United States v. Sealy Inc., 388 U.S. 350 (1967). 
405 Copperweld Corp. v. Indep. Tube Corp., 467 U.S. 752 (1984). 
406 United States v. Yellow Cab Co., supra note 403, at 227. Also see generally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4. 
407 United States v. Sealy Inc., supra note 404, at 356. Also see generally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4-

175. 
408 Copperweld Corp. v. Indep. Tube Corp. supra note 405405, at 771-772. 
409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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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或其他多樣化的商業合作模式中。而職業運動聯盟本身自成一格的獨特商業型

態，自無法完全將前揭見解援引適用。不過，學者仍就以上判決，歸納出幾個原則可

供參考，其一為如該組織設計本身即涉及違法目的，例如聯合定價、限制產出（如

Yellow Cab案）或市場分割（如 Sealy Inc.案），則該行為將因其高度違法性而難有以

單一實體原則抗辯成功的空間410；其二，學者發現在其他類型的案件中，法院審查時

呈現兩種傾向，過去較多關注組織結構面，泛稱為「企業內部共謀原則（intra-

enterprise conspiracy doctrine）」，然而此審查原則具有對於類似性質的商業合作型態無

法等同處理的問題，故陸續出現從該實體的目的本質，甚至是其相關市場進行檢視的

案例411，Copperweld 案即為目的取向審查的代表案例，此案例的出現，也促使職業運

動聯盟以單一實體原則作為抗辯主張。 

二、單一實體原則於職業運動聯盟之適用 

  除了作為運動轉播法適用範圍以外之聯盟為其採行之集中交易模式辯護，在 MLS

等新興聯盟出現以前，職業運動聯盟採取單一實體原則的抗辯即曾在與轉播權無關之

案件中出現412。如前所述，Copperweld 案引發職業運動聯盟或可透過單一實體抗辯排

除轉播權集中交易違反競爭法風險之討論與嘗試，除了前述 MLS 案法院認為單一實

體原則無法使職業運動聯盟免於休曼法第一條的拘束，也有如 Chicago Professional 

Sports v NBA案413，法院明確表示承襲 Copperweld 案的見解，並且認為並非每種商業

合作型態中都需要對共同目的之檢驗採取如該案一般嚴格標準，其認為既然職業運動

聯盟與隊伍必須共同合作，方能產製出「運動賽事」此一核心產品，即可視為具有共

同目的之單一實體414。綜上可知，對於職業運動聯盟是否適用單一實體原則，司法實

 
410 See generally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209-210. 
411 Nathaniel Grow, American Need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Single Entity Defense Under Section One of the 

Sherman Act, 48 AM. BUS. L. J. 449, at 456 (2011). Also see generally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4-

176. 
412 See S.F. Seals, Ltd. v. Nat’l Hockey League, 379 F.Supp 966, 969 (C.D. Cal. 1974). & N. Am. Soccer 

League v. Nat’l Football League, 670 F.2d. 1249 (2nd Cir. 1982). 兩案事實皆與聯盟禁止球隊逕自遷移主場

的爭議有關。 
413 Chi. Prof’l Sports Ltd. P’ship v. Nat’l Basketball Ass’n, 95 F.3d. 593, 596 (7th Cir. 1996). 
414 Id. at 5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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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多年間並未存在明確共識。 

  不過，在 2010年最高法院作針對 NFL 做出的指標性判決 American Needle, Inc. v. 

NFL 案415，雖係針對智慧財產權（商標）之授權，而非轉播權，仍再次引發各方對於

「單一實體原則是否適用於職業運動聯盟」此一議題的關注。該案事實源於 NFL 各

隊會將部分智慧財產權授權予 NFL 統一行銷規劃，獲利同樣會分配給各隊，此一權

利開發模式與轉播權集中交易模式極為類似，且該案中也是透過此交易將使用商標的

權利獨家授權給特定企業，對本研究亦極具參考性。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同樣引用

Copperweld 案之見解，強調如果存在一個得以控制整合性經濟力量的單一決策中心

（a single center of decision making），則各實體間的協議或其他一致性行為，即可適用

單一實體原則416。而於該案中，其認定 NFL 雖有設立一間公司專門管理各隊授權利

用的智財權，但並不代表 NFL 具有前述所稱單一決策中心的權能，各隊在權利授權

利用上的獲利仍然是相互獨立，且具有競爭關係的417，因此，最高法院同時引用

Sealy Inc.案的見解，認定該間 NFL 設立之公司，應視為聯盟與各隊間達成休曼法第

一條共謀行為的工具（Instrumentality）418。然而，最高法院在判決最後仍不忘提示前

述 NBA案之說法，認為 NFL 與隊伍「合作產製產品」為該產業的本質，故在其他共

同決策上，仍須經由合理原則進行檢視，並不排除單一實體原則之適用419。 

  有論者認為，該判決實質上係肯認職業運動聯盟得適用單一實體原則420；然亦有

論者批評，此判決中對於組織型態或目的本質的判定標準模糊，且無法定義在不同商

業合作型態的當事人間，何謂具有共同目標的「核心產品或活動（core products or 

activities）」而可能有單一實體原則的適用421？實際上，本研究認為，此爭議之根本問

題仍在於如何理解「職業運動聯盟」的本質，在競爭法的目的下，其究竟可否被視為

 
415 American Needle, Inc.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560 U.S. 183 (2010). 
416 Id. at 191. 
417 Id. at 197-198, 201. 
418 Id. at 201. 
419 Id. at 202-204. 
420 張懿云、賴曉君，同註 192，頁 40-41。 
421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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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一經濟實體？抑或是數個（相互競爭的）經濟實體所組成的組織422？此問題的

實益，並非視為單一實體即可完全免於競爭法的規範，而是這項差異將使得聯盟的行

為在競爭法上面臨不同評價，進而影響其違法的風險。如被認定為後者，其行為即屬

競爭者間的一致性行為，依據其更具體的行為態樣可能以當然違法（per se）處理，

縱使在合理原則審查下，也因其造成之限制競爭風險較高，而更可能被認定違法423。

然而，如被視為前者之單一實體，則僅為個別事業體的行為，原告須對於其市場力是

否達到獨占的認定負較高的舉證責任424。縱使如此，在單一實體原則適用始終不明、

轉播運動法亦未能擴張其適用範圍之情況下，本研究認為，職業運動聯盟基於其自始

至終，被法院與國會所肯認的特殊產業性質，若其決策行為合乎以促進競爭平衡以維

繫聯盟生存的核心目的，則面臨相關競爭法爭議時，將其置於合理原則審查下，評估

相關限制有助於該產業之促進競爭利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效果，應可作為嘗試尋求

法院肯認其適法性之途徑425，而非持續依賴搖擺不定的單一實體原則抗辯。 

第二款 司法實務對職業棒球聯盟的豁免先例 

  除了前述運動轉播法和單一實體原則外，美國案例法中亦存在與職業運動聯盟競

爭法爭議相關之豁免先例，此先例早在 20世紀初即出現，沿用至今尚未被法院否

決。由於此先例僅適用於職業棒球聯盟，且當初法院在論證上並未就競爭法之目的與

職業運動聯盟本質間之關係詳予分析，故本研究以下僅對此先例之時空背景與豁免範

圍作簡要介紹，並概述學者對此先例之批評，及時至今日，豁免受益者（例如

MLB）自身對於在相關案件中主張此先例的含糊態度。 

一、豁免先例僅適用於職業棒球聯盟 

  在將時空回溯至 20 世紀初之前，先回顧休曼法第一條對於聯合行為的定義，其

中一項要件為「限制州際商業或貿易（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422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3. 
423 Copperweld Corp. v. Indep. Tube Corp. supra note 405405, at 767-769.  
424 Luke Archer, supra note 400, at 171-172. 
425 Similar comments see generally Id. at 1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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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States426）」，意即受到限制者必須是州與州之間的商業或貿易行為。職業棒球

在美國的發展歷史十分久遠，目前同屬 MLB 的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與美國聯

盟（American League）皆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然而在 20世紀初曾經有第三個聯盟

——「聯邦棒球聯盟（Federal League of Base Ball Clubs）」出現，其成立兩年後即告

解散，多數隊伍併入其他兩個既存聯盟427。而未併入的隊伍所有者即對上述相關人等

起訴違反休曼法，認為其等以聯合協議壟斷職業棒球市場，致使新參與者，即聯邦棒

球聯盟的解散428。而最高法院於此案中認為職業棒球並非州際性的商業或貿易行為，

故不適用於休曼法第一條429。自此案後，職業棒球即豁免於競爭法之拘束430，此先例

於嗣後職業棒球相關的競爭法案件中均受到法院肯認予以沿用431。同時，法院也否定

該豁免先例適用於其他項目與性質之運動聯盟432。 

二、佛拉德法對豁免先例的修正與影響 

  此一僅適用於職業棒球聯盟，且對豁免之行為態樣無任何限制的判決先例，並非

未曾受到質疑。在肯認 Federal League案見解的判決之一 Flood v. Kuhn 案中，最高法

院即以「脫離常規（aberration）」描述此一豁免決定，然而又隨即以其係存在 50幾年

的「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且在此段期間，未曾因實務上對於休曼法第一條州際

商業貿易的要件解釋擴張而受到挑戰為由，決定維持 Federal League 案對職業棒球聯

盟的特殊豁免，並強調此判決先例的存廢不應由法院決定433。Flood v. Kuhn 案主要爭

議在於聯盟單方面對選手設定的「保留條款（reserve clause434）」，造成選手與隊伍間

 
426 該條中「…或與他國間（的商業或貿易）（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or with foreign 

nations）」，係之後修正條文所新增。Supra note 275. 
427 Wikipedia, Federal Leagu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_League (last visited: 2020/08/31). 
428 Federal Baseball Club v. National League, 259 U.S. 200 (1922). 
429 Id. at 208-209. 法院認為不構成「州際」要件的理由，主要是比賽本身皆在「州內」發生（意即商

業或貿易行為在州內發生），而聯盟為了比賽所安排的人員移動及因此所生運輸成本，並不是比賽此一

商業或貿易行為發生的必然要件。 
430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upra note 

81, at 408-409. Also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204. 
431 See e.g. Toolson v. New York Yankees, 346 U.S. 356 (1953) ; Flood v. Kuhn, 407 U.S. 258 (1972). 
432 See e.g. Radovich v.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352 U.S. 445 (1957) ; Haywood v.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401 U.S. 1204 (1971) ; Brown v. Pro Football, Inc., 518 U.S. 231 (1996).  
433 Flood v. Kuhn, supra note 431, at 282, 285. 
434 保留條款（reserve clause）係指在勞資契約中，約定選手在職業生涯內，只要未經球隊同意即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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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勞資關係，此一爭議在該案確定後，仍一直是競爭法是否適用於職業運動聯

盟長期以來的主要爭議所在。經過諸多努力，國會終於在 1998年通過佛拉德法（Curt 

Flood Act of 1998435），對此一特殊豁免先例做出些許修正——該先例不再適用於「現

役MLB 選手的雇傭關係（employment of current 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436）」。在

職業運動之勞動法領域，此一修正因僅適用於現役大聯盟選手，而未及於勞方權利制

度本身更不完善、勞資地位更不對等的小聯盟選手，以及業餘或學生選手與聯盟間的

首份契約，也未賦予對過去案件溯及既往的效果437，故而被論者批評國會實質上係為

該豁免先例背書，因該法對於豁免先例的改變並無實質幫助438。 

  而對本研究所關注的運動賽事轉播權交易來說，由於包括職業棒球聯盟在交易轉

播權時採取的集中模式或其他不合理之交易限制（例如本項第一款第一目 NFL 案的

轉播區域限制），皆非此法適用範圍所及，代表 MLB 仍有持續執前揭豁免先例，在勞

動法以外領域規避競爭法之可能性。不過，在近期與轉播權交易限制有關的案件中，

可以逐漸看出MLB 傾向不主動在訴訟中主張該豁免先例439（詳參本章第三節），有論

者認為此趨勢代表MLB 本身也擔心在時空條件的變遷下，法院藉機檢視此豁免先例

的合理性，而致使此一特例遭到質疑甚至廢棄440。 

第三項 歐盟採取之管制模式 

  歐洲國家因其運動聯盟架構屬於開放式，自始與北美的封閉式聯盟有所差異441，

 
離開原球隊之條款。See Bona Law PC (2019/10/04), Baseball and the Antitrust Laws Part I: The Origins of 

the Reserve Clause, The Antitrust Attorney Blog, https://www.theantitrustattorney.com/baseball-and-the-

antitrust-laws-part-i-the-origins-of-the-reserve-clause/ (last visited: 2020/08/31). 
435 Curt Flood Act of 1998, 15 U.S. Code § 26b.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s to professional major league 

baseball. 
436 Id. see 15 U.S.C. §26b(b). 
437 MATTHEW J. MITTEN, TIMOTHY DAVIS, DISTINGUISHED RODNEY K. SMITH & N. JEREMI DURU, supra note 

81, at 413. 
438 Id. at 413-414. 
439 William F. Saldutti IV, Blocking Home: Major League Baseball Settles Blackout Restriction Case; 

However, a Collision with Antitrust Laws is Still Inevitable, 24 JEFFREY S. MOORAD SPORTS L.J. 49, at 53 

(2017).  
440 Id. at 53-54. Also see Edan Lisovicz, Protecting Home: Are MLB's Television Market Protections 

Reasonable under Antitrust Law, 24 SETON HALL J. SPORTS & ENT. L. 203, at 207 (2014). 
441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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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在不同層級聯賽間的升降規則傾向鼓勵隊伍間競爭，聯盟的決策單位也不若

北美對於隊伍的經營事項，理所當然具有高度介入權限，故歐洲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

的交易模式，以英國為例，雖曾在早期基於運動的公共性而統一授權 BBC 轉播，但

由於隊伍本身對轉播獲利無甚期待442，則授予 BBC 轉播的目的實非基於競爭平衡的

後續獲利分配，或降低交易成本等採取集中交易模式之優勢443。故實質意義上的集中

交易模式，係至 1992年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改制成功後出現，當各國國內及跨國聯

賽紛紛跟進後，即引發各國及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此模式適法性的關注。而歐洲國

家的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經過 21世紀初期歐盟執委會所作的數個附條件

決定，也逐漸調整成如今的樣貌，以下將分別介紹三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第一款 歐盟代表性系列案例 

第一目 歐盟執委會對歐洲冠軍聯賽之決定444 

  第一個案例涉及歐盟執委會針對歐冠聯賽轉播權交易作成的決定（以下簡稱「歐

冠案」）。歐冠是一項由歐足聯（UEFA）主辦的跨國性聯賽445，每年參賽隊伍皆以會

員國內頂級職業聯賽前一年的排名為依據選出446。UEFA原則上對歐冠賽事轉播權擁

有全部的利用權限，包含轉播權授權交易、廣告贊助、設備供應商及其他與轉播畫面

有關的商業使用等447。 

  起初，歐盟執委會在 2001年針對由 UEFA對歐冠賽事轉播權進行集中交易的運

作模式，發布初步調查結果，其認定該模式違反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即 TFEU

第 101條第 1項），且非屬同條第 3 項豁免範圍，理由係因該交易模式會傷害賽事轉

 
442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443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 
44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445 由於歐冠聯賽是由 UEFA 所創設，不若歐洲各國聯賽兼具養成地方足球層級系統的非商業性功能，

故 UEFA 對於賽事舉辦與運作各方面的控制權更高，除規則制定、人員派遣、賽事監督等舉辦比賽必

要事項外，其權限內容亦包含賽事的轉播、供應商、廣告贊助、周邊產品等商業權利開發，及提供法

律、財務、資訊分析協助等。Id. at 29-30. 
446 Id. at 28. 
447 Id.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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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權市場及轉播賽事節目市場之競爭448。賽事轉播權市場方面，因其限制個別球隊透

過轉播權交易獲利，對該市場的需求方來說，等同被限制僅剩單一供應來源，進而使

得需求方僅能以高價競逐特定區域的獨家轉播權，造成轉播賽事節目市場的集中化，

並使得相關權利無法被更有效地利用449，這對於消費者也是一種負面影響。而該時執

委會也一併指出，在其於 1999年公告的「赫爾辛基運動報告（the Helsinki Report on 

Sport450）」中，核心主旨即為運動市場的結構與其社會性功能間之關係451，該報告明

文表示無論係轉播權的集中交易或獨家授權，任何交易模式都必須考量到運動賽事轉

播與推廣運動普及、青少年選手養成等非商業目的間之關聯性，如果有違此揭目的之

契約應予以限制或禁止452。 

  執委會在 2003年的最終決定中，也就上述調查結果進一步予以肯認，並強調賽

事轉播權市場藉由集中交易形成賣方獨占，使得 UEFA得以自行決定包含價格在內的

所有交易條件，實際上潛在買家只能單方面接受其交易條件並競標產品453。加上頂級

運動賽事，尤其是職業足球對歐洲地區的轉播節目市場來說，具有其他類型節目無法

取代的競爭優勢及市場驅動力（the main driver of the market）454，故前述賣方優勢必

然會對買家所在轉播節目市場的競爭產生限制455，致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項。 

  然而，UEFA也對前述指控提出反駁，主張其所採行的集中交易模式，能夠為歐

洲足球整體市場帶來諸多利益，包括建立單一交易窗口（a single point of sale），得以

在經濟與技術面上，促進賽事轉播的生產、散布與推廣，使其所舉辦的，涵蓋歐洲各

國隊伍、且具有晉級不確定性的賽事轉播權交易更具效率，進而降低轉播業者的投資

 
448 Id. 
449 Id. 
450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with a view to 

safeguarding current sports structures and maintain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port within the Community 

framework — The Helsinki Report on Sport (1999). 
451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0. 
452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supra note 450, para 4.2.1.3. Practices likely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competition rules. 此份報告所闡述的精神，亦反映於歐洲職業運動轉播發展歷程中，公共電視轉播曾長

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相關決策中。 
45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43. 
454 Id. at 36-39, 46. 
455 Id.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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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並願意投入更多資金，轉播節目市場的終端消費者將因此受益於更高品質、更多

選擇的賽事轉播服務（receive a real fair share of the benefits）456。此主張原則上受到執

委會認同457，不過，對於 UEFA提出集中交易模式得以維繫隊伍競爭平衡、利於歐洲

足球整體養成的主張，則未被執委會所接受458。 

  經過上述對歐冠賽事的性質分析後，執委會在 2003年的最終決定認為，歐冠在

符合特定情形，保有個別隊伍自行交易其參與賽事轉播權之前提下459，其轉播權集中

交易對 UEFA所舉辦的泛歐洲跨國性賽事（a pan-European tournament），確實在效率

提升上，有對該產品之生產與價值維繫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並可使消費者因此獲益

460，此一促進競爭效果得以衡平限制競爭效果，而符合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3項（即

TFEU第 101條第 3項）之豁免。另外，執委會表示此決定因 UEFA 在 2001年的調查

後，對轉播業者已改採分包授權，故其採行之授權方式是否違法不在此案審查範圍

內，而未予討論461。 

第二目 歐盟執委會對德國甲級足球聯賽之決定462 

  德國甲級聯賽（Bundesliga，簡稱德甲）是德國最高等級的職業足球聯賽，舉辦

德甲賽事的聯盟足球協會（Liga-Fußballverband e.V.，簡稱德足聯）為德國足球協會

（DFB）的成員，透過 DFB 的規範被賦予以其名義經營、開發德甲賽事的相關權

利，包含代表所屬隊伍集中交易聯盟賽事轉播權的權限，範圍包含了任何既存與未來

的轉播型態及影片後續利用模式463。歐盟執委會對於德甲之決定（以下簡稱「德甲

案」）與前述歐冠案過程類似，皆係經執委會調查後認定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

 
456 Id. at 47-50. 
457 Id. at 51. 
458 Id. 
459 例如規定一定期限內 UEFA 未能完成交易的賽事，得由個別隊伍進行交易；或隊伍得自行交易在賽

事直播期間或結束後，個別隊伍專屬賽事影片的轉播權利；以及不得阻止隊伍將其參與賽事之直播權

授予免付費轉播業者。Id. at 53-55. 
460 Id. at 52-53. 
461 Id. at 44. 
46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media rights to the German Bundesliga - Case COMP/C-

2/37.214 (2005). 
463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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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即 TFEU第 101條第 1項）之虞，嗣經德足聯提出修改原交易模式之承諾後，執

委會以附條件方式，肯認德甲所採行之集中交易模式適法性464。 

  與歐冠案相同，執委會亦十分重視此交易模式對賽事轉播權交易市場中隊伍個別

交易權利的限制，以及基於職業足球在轉播節目市場的競爭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限制已然對該市場之競爭現狀，及日後將逐漸成熟的新興傳播產業致生不利影響

465。雖有前例可循，德足聯在此案，並未如歐冠案中 UEFA積極對其交易模式限制所

可能達成的促進競爭效果（例如有助於賽事品牌的建立、降低交易成本等增進市場效

率之優點）予以主張466，而是直接提出數項針對原交易模式予以調整的承諾。包括分

包授權、授權內容包含各種媒體（免費、付費電視、網路和行動傳播等），並且允許

個別隊伍得以在一定條件下（包括聯盟未能交易的賽事、直播結束後、一定使用比

例、特定上傳平台等）自行交易主場賽事之轉播權，以及利用其參與賽事（包括客

場）的權利467。綜觀其承諾內容，可知其亦有參考歐冠案之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德足聯提出之承諾中有部分未見於歐冠案，包括其保證交易程序

的透明與無差別待遇，以及將授權期間限縮至三個賽季468。從執委會於德甲案決定中

所附理由可以看出，上揭承諾對其最終決定的作成極為關鍵。因執委會認為此一德足

聯在轉播授權上的「自律要求」，得以降低集中交易對前述市場競爭限制效果的程

度，進而促進各型態轉播權的可用性（make sure that all rights are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the market），有益於轉播節目市場的創新及降低市場集中度469，故據此認定此案並

無違法之虞。然而，執委會未進一步討論此種「授權自律要求」的具體內涵，以及歐

冠案與德甲案基於兩者在賽事性質的差異所可能產生的不同考量因素，後者曾於調查

過程中被提出470。 

 
464 Id. at 9. 
465 Id. at 7. 
466 Id.  
467 Id. at 7-8. 
468 Id. at 7. 
469 Id. at 9. 
470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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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歐盟執委會對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之決定471 

  緊接在歐冠案與德甲案之後，歐盟執委會於 2006年針對英超（FA Premier 

League）作成的決定（以下簡稱「英超案」），可視為此一系列執委會針對職業運動聯

盟轉播權集中交易模式進行調查結果之集大成。雖然該決定之結論與前兩案無明顯差

異，然而從內文可看出，其更著重且更細緻地說明上游市場的聯合協議（即集中交易

模式）可能對下游市場造成的競爭限制型態，包括當轉播權賣家（joint selling body）

在協商中具有絕對優勢地位，得以自行決定交易對象、交易條件，甚至限制產出時，

在下游的轉播節目市場即可能透過供應限制、成本過高、獨家授權等因素，形成顯著

的進入障礙，對下游市場競爭致生不可忽視的影響472。 

  英超案的另一貢獻在於，其在歐冠案和德甲案的基礎上，更具體且完整地確立集

中交易模式為了衡平限制市場競爭效果所應達成的各項條件473，其中最重要的是補強

前兩案未處理的部分問題，例如確立無單一買家原則（no single buyer），避免分包授

權後，仍可能由單一業者獲得所有包裹的權利，實質上形成獨家授權之情形474。 

第二款 歐盟執委會見解分析與適用現況 

  前述歐盟執委會三個代表性決定有其相類似之處，首先是在市場垂直劃分方面，

皆分為上游的賽事轉播權市場和下游的轉播賽事節目市場；而各市場的水平範圍界定

上，則以是否為每年固定舉辦進行的賽事為標準，範圍包含各國國內的聯賽與盃賽，

以及 UEFA所舉辦的各項賽事475。係因此種具規律性的比賽，在上游市場足使權利人

有穩定的供應來源，對下游市場之轉播業者亦同。另外，考量到職業足球不同於其他

運動項目的高人氣，執委會認為無論在上下游市場，其需求皆非其他運動賽事節目可

 
471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supra note 260. 
472 Id. at 7. 
473 Id. at 10-11. 
474 Id. at 9-11. 
47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4-36. Also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supra note 

260,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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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取代476。 

  類似之處其二，為三個決定雖然都認為由聯盟進行轉播權的集中交易，此一聯合

行為本身違反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 項（即 TFEU第 101條第 1項），但最終亦皆准許

此模式在符合執委會要求的一定條件下持續運作。不過，三者的分析重點容有不同，

以下分述之： 

1. 歐冠案： 

  此案執委會著重於由單一特定組織代表各球隊進行交易的聯合行為，能夠有效減

少權利人與轉播業者間的交易協商成本，而得以「促進產品之生產與流通」，也因為

降低了轉播業者的投資風險，故其得將更多資源投注在轉播品質上，對終端消費者產

生正面效益，因此構成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3項（即 TFEU第 101條第 3項）之豁免

要件。而執委會所要求的條件，主要係針對上游賽事轉播權市場的水平競爭，聯盟與

球隊實際上是相互競爭的角色（雖然兩者在運動賽事市場須合作產製賽事），故其認

為應保障在集中交易模式下個別球隊仍有可以利用權利價值的空間。相對的，此案中

並未對權利人與轉播業者間的垂直關係，即獨家或分包授權模式加以著墨。 

2. 德甲案 

  執委會在此案決定中雖然沒有出現更細緻的論述，但從其對德甲所提出的修正版

交易模式採取正面態度，可知該時其已更加意識到，看似僅涉及水平聯合行為之集中

交易模式，其不利競爭影響所及範圍是跨市場的（此點在歐冠案初步調查結果中有提

及477，但並未反映於最終決定及理由論述中），尤其當集中交易搭配獨家授權，可能

減損下游轉播節目市場的競爭，使之更加集中化，進而降低權利的可用性。因此，此

案最終合法的前提，在於德足聯必須調整其與轉播業者間的交易關係，除了保證交易

程序的透明與無差別待遇，更重要的是限縮授權期間，以降低對市場的潛在傷害程

 
47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9. 
477 I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98 
 

度。雖然執委會在接受德足聯承諾的同時，未在理由中對此揭自律要求的效果作進一

步闡述，仍可推論其係以調整後的交易模式，具有促進技術進步或經濟發展使消費者

獲益的效果為依據與以豁免。 

3. 英超案 

  執委會於英超案則更加著墨在賽事轉播權市場的賣方獨占問題。由於職業足球賽

事在下游的轉播賽事節目市場具有難以取代的消費者基礎及因此而生的市場驅動力，

單一賣方挾其優勢與轉播業者協商有利己方的交易條件後，沒有選擇的轉播業者自然

更有誘因或壓力將成本實質轉嫁到下游市場的消費者身上。意即無論有意或無意，集

中交易的賣方皆可能在授權對象的選擇、場次數量、價格等各種條件的設定下，使下

游市場陷入大者恆大、缺乏創新和增加新進者障礙等競爭嚴重限縮的處境。基此，執

委會於此案對於英超方面提出的承諾，則有相較德甲案更強力且細緻的介入。除了維

持從歐冠案以來既有的保障一定條件下個別球隊的交易權限外，其更著重於權利人與

轉播業者間垂直交易關係的限制，例如具體要求分包授權必須至少將待交易的權利拆

成 6個包裹，各包裹內容價值不得過於失衡（避免將時段較優或較熱門隊伍間的比賽

分全部分在單一或少數包裹中478）；並且在此案中確立無單一買家原則，避免每一個

權利包裹都由同一廠商取得479，而形成實質上的獨家授權。執委會認為這些條件不但

可以在事前促進下游市場的競爭，也使權利可用性變大，消費者將因此享有更多滿足

個別需求的消費選擇480。 

  可能由於英超案的當事人為國內職業運動聯盟（而非歐冠此種跨地區淘汰式聯

賽），且決定內容較德甲案更為明確表示了執委會的立場，也可能基於英超本身即係

全歐洲商業價值最高的職業足球聯賽而有一定指標性，在此案促使英超變更其交易與

授權模式後，歐洲其他國家聯賽如本來即採取集中交易者，也皆以此決定為基礎予以

 
478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supra note 260, at 11. 
479 Id. at 10-11. 
480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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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而始終堅持隊伍個別交易的西甲聯賽，也如前述在 2015年直接透過立法規範

合於執委會決定的集中交易模式和後續獲利分配等事項481。 

  實際上比較歐冠案與德甲案／英超案決定中執委會關注重點的差異，可看出係源

於兩種聯盟性質上的不同。歐冠所涉及的隊伍在空間上過於廣泛，各隊的自身條件也

有極大落差，加上歐冠賽事每年參賽隊伍、及個別隊伍因晉級制度而生的賽事組合不

確定性，因此集中由聯盟進行交易，在促進產品生產流通和權利價值開發上，明顯會

有更好的效果；反觀德甲或英超，皆屬國內聯賽，其賽事形式是每週固定舉行取得積

分，再於賽季結束時以總分進行排名的季賽，得於開季前安排一整個賽季的賽程，確

保賽事產出及內容（對戰組合）的穩定性，集中交易對於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性相對

歐冠為低。故執委會在容許集中交易模式持續運作的同時，得以加強管制力道，從上

下游市場間的交易關係著手，將原本強化限制競爭效果的授權模式，往對轉播節目市

場之競爭有益的方向進行調整。 

有趣的是，執委會此系列決定中，對於集中交易是否有助於分配收益、平衡隊伍

間實力的部分，或直接表達無法以此抵銷集中交易的限制競爭效果（如歐冠案482），

或根本未加以著墨（如德甲案和英超案），原因也許是執委會認為此效益未該當歐體

條約第 81條第 3項（即 TFEU第 101 條第 3項）之豁免要件。然而本研究認為，此

一正面效果或可解釋為有助於轉播權交易市場更上游，即運動賽事市場整體的進步與

發展極具效率的一種手段，且其對產業的正面影響也會回頭滲透到下游市場的終端消

費者，使其能持續獲得高品質的產品。而雖然執委會未如前述美國 NFL 案件的判

決，明確將結果不可預測性與聯盟內競爭平衡此一考量，放在衡平不利與有利於市場

競爭效果的天秤上483，但從其以集中交易模式持續運作為基礎作出附條件式的適法性

決定，可推測其對於集中交易此種明顯該當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即 TFEU第 101

條第 1項）規範之聯合行為，態度上係肯認該行為基於產業特性有其存在之合理與必

 
481 Supra note 238, 239. 
482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51. 
483 Supra note 375-37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100 
 

要性，故採取較不傷筋動骨的方式，透過對上下游間交易條件的調整，盡可能降低該

交易模式原本會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而雖然在此揭決定中未曾提及，然本研究認

為，上開針對授權模式所為之修正，也有利於降低權利人與轉播業者間垂直整合的限

制競爭風險。 

  最後，則是關於目前轉播權交易模式對新興傳播媒體（相對於無線、有線和衛星

等傳統電視而言）產生的影響。執委會從歐冠案時即稍有觸及（但主要係分析新媒體

的市場界定問題484），到英超案時，則明白表示轉播權之交易模式不能阻礙，甚至須

具備促進新媒體藉由取得頂級賽事內容而得以在市場生存、並持續發展的功能485。換

句話說，雖然當時網路串流尚未普及，普遍認知中的轉播業者仍是透過傳統電視進行

轉播，但執委會認為正因值此萌芽階段486，更不能因為市場本身的高度集中化而對可

能促進新技術發展之業者樹立進參進障礙。此從更早以前傳播媒體技術發展的過程，

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技術出現後，業者也紛紛希望透過轉播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來獲

取觀眾注意、建立自身品牌的發展歷程487，足知執委會此考量確有其依據。 

第三節 多元傳播平台下對現行轉播權商業模式的再檢視 

  承接本章前二節對現行交易模式的代表性案例分析，可知交易模式本身雖是在商

業運行過程中所形成，但其形態演變則受到法規範、主管機關與司法見解深深影響，

建立起一個在競爭法要求下的適法框架。不過，無論法規或案例，最晚近者也至少出

現於迄今 10年以前，而就在這之後，整個影視傳播產業興起了鋪天蓋地的變化488。

則目前各聯盟在其所屬區域規範下所形塑之交易模式，是否仍可沿用過往的見解進行

審查與評價，又或者會因為身處於這個由技術與需求相互影響所形成的多元傳播平台

時代，而必須有所調整，即為當前須進一步探究之課題。 

 
48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9-40. 
48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supra note 260, at 11. 
48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supra note 259, at 39. 
487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 
488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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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多元傳播平台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一節曾介紹現今傳播科技的演進，及其為運動轉播形態帶來的

轉變。而這些變化對於整個職業運動轉播產業的影響，無論身處市場的供應端或需求

端均無法置身事外，在進行市場競爭分析時，也必然會因此而有不同於過往的切入角

度及關注重點。接下來將先從新興傳播媒體本身的經濟特質，觀察多元傳播型態對職

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運作模式的影響。 

第一款 新興傳播媒體改變運動轉播市場的商業模式 

  新興傳播媒體主要是指以網路傳輸內容的傳播媒體，從終端消費者的角度，即為

包括 IPTV、OTT在內，得以使用網路電視、電腦、手機等各種終端螢幕觀看節目的

傳播平台。在網路多元平台的時代，「傳播」內容對於業者來說，可能只是其中一項

目的和功能，如何將精心準備的節目內容所吸引到的注意力，轉化成更廣泛的實際收

益，才是業者真正的課題。毋寧說，於今，傳播所建立的不僅是觀眾「接收」內容的

途徑，反過來更是業者主動「觸及」消費者的途徑。而業者觸及消費者的目的，則是

為了將消費者付出在節目內容中的注意力延伸至螢幕之外，包括使其進行與內容相關

實體消費、促使其使用其他內容本身不具直接關連性的服務或產品，或是以其擁有的

使用者基礎吸引其他客戶或合作對象，使傳播媒體本身形成一個連結雙邊或多邊市場

的平台。 

第一目 雙邊／多邊市場與注意力平台 

  上述概念並非傳播媒體之創見，雙邊／多邊平台的商業模式，本就存在於以媒合

不同市場群體為主要服務的產業，例如各種仲介或金融支付489，而以廣告為主要獲利

模式的媒體，則更接近於前文所述，將一邊之使用者基礎轉化為另一邊實際收益的模

式。網際網路的出現則顯著地促進與拓展此模式之發展，無論是新興或既有產業皆廣

 
489 顏雅倫（2016），〈雙邊/多邊市場之競爭與創新—論競爭法之因應〉，《科技法學評論》，13 卷 1 期，

頁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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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運用此一商業模式，形成雙邊／多邊市場490。具體言之，所謂的雙邊／多邊市場，

係指該市場存在複數使用者，並透過連結不同使用者群體，使之皆得以因為使用服務

而獲得效益，意即在此市場所存在的不同群體間具有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s）491，且透過平台連結不同群體的業者，其面對相異群體的價格結構具非中立

性492。 

  而如前述，在網際網路的雙邊／多邊市場主要是透過以內容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

平台（attention platform493）進行運作，例如廣告業。不過如今對於使用者注意力的轉

化，已不限於單純希望「獲取關注」的廣告型態，有論者認為注意力經濟發展迄今，

是將注意力視為一種有限的資源，此種資源透過科技的輔助和現代生活加倍的便利

性，得以轉化為不同型態的商業成果494，包括本身作為交易的客體495、驅使使用者進

行更直接的現金消費、作為拓展經營規模的工具等。 

第二目 職業運動轉播市場的注意力經濟：以新興傳播媒體為平台 

  從前述概念切入觀察職業運動轉播產業，首先不可否認的，轉播市場是一個雙邊

／多邊市場，傳播媒體在其中連結了包含觀眾、廣告贊助商在內的諸多使用者群體。

而其更無疑是一種注意力產業，傳播媒體本身即為注意力經濟從早期僅限於報章雜誌

和告示牌等載體，進展為真正收編個人娛樂、日常生活等「時間付出」的關鍵突破點

496。如今新興傳播媒體的個人化，更是將注意力的付出與接受直接變成人們生活的一

 
490 顏雅倫，同前註。 
491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又稱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或需求方規模經濟（demand-

side scale economics）。名詞定義請參前註 368。 
492 顏雅倫，同註 489，頁 224-230。 
493 本研究採學者 David S. Evans 對「注意力平台（attention platform）」之定義，係指一種使消費者付

出時間在其所提供之內容的商業模式。而因消費者取得內容不見得須付出費用，故其價值取決於消費

者付出時間的機會成本。See David S. Evans, Attention Platforms, the Value of Content, and Public Policy, 

54 REV. IND. ORGAN. 775, at 776, 779-780 (2019). 
494 學者 Tim Wu 於其著作中對此種「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ics）」的形成緣起與運作模式的發

展有詳盡說明。參見 Tim Wu（著），黃庭敏（譯）（2018），《注意力商人：他們如何操弄人心？揭密媒

體、廣告、群眾的角力戰》，頁 20-45，台北：天下雜誌。 
495 邱純慧（2020），《注意力平台之商業模式與競爭法議題》，頁 37、142-144，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

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496 Tim Wu，同註 494，頁 13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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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而在本研究所關注的職業運動轉播市場，其發展趨勢類同，如本研究第二章所

述，其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逐漸與廣告商形成共生共榮的商業型態（參圖 1）。從

此現象可知，職業運動賽事即在此過程中，逐步發展成一種在傳播產業中，被視為得

用以吸引大量使用者，或某些特定且其他內容難以取代的群體之注意力的高價值節目

內容。前期發展出的共生經濟，如下圖 6所示，主要是以傳統上「獲取更多人或目標

群體關注」為主的廣告型態，依靠直播賽事獨家轉播一次性匯聚大量且廣泛群體注意

力的特性，將賽事轉播的轉化效益拉到最高。然而，多元傳播平台的興起後，對觀眾

來說，收看賽事不再受限於特定的傳統電視台，也不再受限於電視此一終端裝置，甚

至也因為隨選功能的出現突破了時差所形成的空間隔閡497；而對於各類型的市場參與

者來說，傳播途徑的多元化，則讓常態性的職業運動賽事所吸引到的注意力，展現出

與過往不一樣的轉化型態與價值。 

 

圖 6 傳統共生經濟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的轉化效益498 

     傳播途徑的多元化，首先帶來的是市場進入門檻的降低。轉播業者已不僅是傳

統的電視台，除了原本即以網路串流為主要業務的 OTT平台，任何具有串流技術和

使用者基礎的產業，例如影音網站、社群網站、訊息業者、搜尋引擎及新聞的大型入

 
497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 
498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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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網站等，甚至是聯盟與隊伍本身，都有能力成為轉播業者的一員，反過來電視台本

身也開始發展自身的串流平台499。從運動轉播市場的現況，可以發現市場進入門檻的

降低，代表觸及注意力的管道更加多元，得以藉此轉化出的效益自然也不再僅限於傳

統的廣告型態。同時也可以看出無論其本業是否為賽事節目轉播，既有或潛在的轉播

業者都具有將賽事轉播納入多角化經營策略一環的高度潛力，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多元傳播平台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的轉化效益500 

  誠然，直播賽事所能轉化的一時性收益極為驚人，迄今仍舊是業者最重要且難以

取代的獲利來源。但對現今的轉播業者來說，藉由長期、穩定且方便個人收視習慣或

客製化需求的常態性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換取使用者注意力的高強度黏著，所轉

化成的其他收益也成為現今新興傳播媒體所能帶給業者的另一個重要功能與發展誘

因。 

  對自行建設轉播平台的聯盟和隊伍來說，此模式相較過去，得以將轉播與粉絲服

務結合，有利於粉絲固著。而搭配線下產品與服務的價值提升，則可進一步將線上的

人氣轉化為線下的實體門票、會員或周邊產品等收入。除了前述職業聯盟的代表案例

 
499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而提及市場進入門檻，無法忽略的因素之一，係轉播權利金基於

賽事轉播的高度商業價值持續拔高的現狀，這部分主要涉及賽事轉播權市場的態度與策略變化，本研

究會在後續章節討論。 
500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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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B TV，另外也有許多隊伍開發專屬 APP，例如英超豪門球隊曼城（Manchester 

City FC），粉絲可以透過 APP 看到多視角賽事、以及各種球員獨家漏網畫面等全套服

務501。而對參與轉播的平台來說，則得以藉由賽事終端消費者高黏著度換取其持續使

用或接觸其他功能的可能性，包括訊息、社群、電子支付、網路商城等等，例如

YouTube、Twitter轉播歐美熱門職業賽事，Line透過 Line Today此一綜合性服務平台

轉播中華職棒502，我國以運動賽事為主的 OTT 業者愛爾達，也於近日推出愛爾達購

物網（ELTAgo），企圖將經由賽事凝聚的消費者引導至其他獲利途徑503。而在同時擁

有隊伍與傳播管道的集團中，則可以更順暢地將客製化轉播與其他服務結合，例如中

華職棒隊伍富邦悍將，選擇將其賽事精華、訓練轉播或特製花絮等，在同集團關係企

業所經營的 mySports運動社群 APP 中上架，串聯雙邊用戶，並達到為其主力發展項

目 5G 通訊宣傳之效果504。 

  而當這種使用者基礎的「跨界」影響力生成後，除了有助於將之延伸至業者本身

的多角化經營版圖，也具有吸引其他商業合作機會的潛能，進而形成一個圍繞著運動

賽事轉播，或以該轉播內容作為驅動力之一的生態系505。故今日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

 
501 Tom Burrows (2014/11/11), How social media and smart devices are influencing the negotiation of Sports 

Media Rights Agreements, LawInSport, https://www.lawinsport.com/topics/item/how-social-media-and-smart-

devices-are-influencing-the-negotiation-of-sports-media-rights-agreements (last visited: 2020/10/15). 
502 Line Today 於 2020 年與中華職棒展開合作，轉播全年度賽事，策略依據在於其統計使用運動相關新

聞頁面中的用戶，其停留時間最久，是全站平均的 3 倍，且瀏覽頁面數量也是全站平均的 4 倍，可見

此群體平台黏著度確實相對其他一般用戶更高。故企圖透過全面賽事轉播，針對此群體增加其他既有

或新推服務的使用者，例如食物外送、乘車接駁等，效益極高。參 Line（2020），燃燒棒球魂！LINE 

與 CPBL 強強聯手 首推『不放過每一球』中職應援活動 跨服務串連 LINE 生態系 深化運動文化推廣 

凝聚社群向心力，Line，載於：https://linecorp.com/zh-hant/pr/news/zh-hant/2020/3318（最後瀏覽日：

2021/01/23）；陳立勳（2020），中職／上半季觀看超過 3800 萬 LINE 推出應援活動，ETtoday 新聞

雲，載於：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767717（最後瀏覽日：2021/01/23）。 
503 彭慧明（2020），企業衝電商 愛爾達也推線上購物衝刺雙 11，聯合新聞網，載於：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992046（最後瀏覽日：2020/11/27）。 
504 歐建智（2020），中職／5G 智慧棒球應用 富邦悍將推出 APP 與球員一起春訓，ETtoday 新聞雲，

載於：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629755（最後瀏覽日：2021/01/23）；項家麟（2020），台灣大

mySports 攜手富邦悍將 力挺全民健康，經濟日報，載於：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799/4299924（最後瀏覽日：2021/01/23）。 
505 此處所稱生態系，其一為以聯盟或隊伍之權利人本身向外開展，包含製播、平台、廣告贊助、其他

商業合作夥伴等業者在內的生態網絡，請參李國呈（2017），《台灣職業棒球四球團經營網路直播平台

之策略分析》，頁 6-8，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另一種則為其他非典型轉播業者

透過參與運動轉播，連結其自身經營之其他服務或事業，例如原本就已經自成生態系的科技大廠 Apple

除了原本手機 APP 外，也將在 Apple TV 進行賽事轉播；或電信商台灣之星陸續以其自建的 OTT 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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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不再僅是源於其時效性及獨特性的特質506，其注意力之轉化效益，可謂係

藉由增加消費者的多元選擇與迎合其偏好，創造出產品價值的長尾效應（the Long 

Tail507）所運用而得的結果。 

第二款 現行轉播權交易模式與新興傳播媒體的接軌 

  前款所述傳播產業的變化，同步影響了賽事轉播權市場參與者的策略與思維508。

過去集中交易模式除了因應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市場內部的結果不確定性與實力平衡目

標外，從本研究前文所進行之案例分析可知（尤其是歐盟執委會系列案件之見解），

減少轉播權市場之交易成本以提升市場效率，是此交易模式之所以能夠豁免於聯合行

為規範的正當性事由之一509。如今，隨著新興傳播媒體逐漸普及並拓展傳播產業的定

義範圍，出現不同於過往，著重於將注意力轉化為更直接、跨界且長期收益的商業模

式，故位處產業上游的轉播權利人，除了權利金高低外，也會將如何更有效率地進行

交易，甚至是更有效率地開發與回收轉播權的獲利潛能，作為其採行交易模式的考量

因素。 

  從近幾年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情況來看，前款所述在競爭法規範與執

法機關見解介入下形塑而成的集中交易模式，在代表性聯賽仍持續運作，或如同西甲

聯賽跟進採行，此當然與在集中交易模式運作下明顯飆漲且從此居高不下的權利金收

益有直接關聯510。然而，在此同時，權利人亦未忽略新興傳播媒體的發展潛力，而對

此展開程度不等的行動，具體來說，包括以更細部區分傳播途徑作為分包授權的依

據，或是透過自建平台、策略合作等手段，加強自身對於實施新興媒體轉播權的控制

 
種內容平台合作，包括近期宣布將與運動轉播業者 Eleven Sports 策略聯盟。參 Apple TV 使用手冊，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guide/tv/atvbce971f19/tvos（最後瀏覽日：2020/09/30）；林彤婕（2020），

台灣之星攻運動轉播商機 目標 OTT 加值服務營收成長 20%，蘋果新聞網，載於：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00925/VDE2LKOGJVDERCXH53VWCW5NNM/（最後瀏覽日：

2020/09/30）。 
506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507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supra note 141, at 75-76.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註 141，頁 123。 
508 See generally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39. 
509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項。 
510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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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前者例如英超在 2018 年將部分賽事網路串流轉播權獨家授權予 Amazon511，後者

則例如MLB 自建MLB TV的線上串流平台供全世界觀眾訂閱512，或是中華職棒各隊

與擁有串流技術的業者（不一定是以 OTT為主業的傳播平台，例如 Yahoo 或

Twitch）合作，以其為平台上建立球隊專屬頻道等513。權利人強化控制力之所以可

行，與前款所述市場進入門檻變低有關，因其毋須依賴原本具有技術和財務優勢的特

定傳播媒體，即可規劃和推動轉播策略的布局。此對權利人的誘因，一是權利人可以

藉此減少交易成本、提高轉播權可用性及確保轉播權的轉化效益，其二則是在與轉播

業者進行授權協商時，能夠進一步強化賣家優勢的談判地位。在這樣的趨勢下，由聯

盟或協會之單一機構進行集中交易的必要性，似非理所當然，同時，集中交易模式因

有助於提升市場效率而被認可的限制競爭行為豁免正當性，也非必然無可取代。 

  而從被授權人的角度，新興媒體的蓬勃發展，雖然可能因為權利人的轉播布局，

使自己不若過往佔有絕對的獨家轉播地位，但同時也能為自身帶來更多元的轉播權利

用和成本回收可能性。包括發展自有的新興傳播途徑，有利於在轉播授權的競逐中勝

出514，以及採取對多元媒體的再授權，或與對前述注意力轉化效益有興趣的業者商業

合作等更多手段，回收為取得轉播權利金所付出的高額成本。另一方面，網際網路的

技術進步使得盜版串流平台滅之不絕，且一般人利用既有串流平台直播賽事的門檻也

降到極低，此一伴隨傳播技術發展而來的必要之惡，強化轉播產業鏈終端消費者的使

用者多棲性（multi-homing515），進而對轉播平台的需求彈性相較過往變得更低516，此

一趨勢也成為權利人與轉播業者「不得不」自己透過新興傳播媒體，開發多元獲利模

 
511 Mark Sweney (2018/06/07), Amazon breaks Premier League hold of Sky and BT with Prime streaming deal,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8/jun/07/amazon-breaks-premier-league-hold-of-sky-and-bt-

with-streaming-deal (last visited: 2020/09/30). 
512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三款。 
513 請參前註 127。 
514 此係因對權利人來說，在進行跨區域的新市場開發時，授權予具備多種轉播途徑能力的業者，仍是

較優先的交易模式選項。例如德甲曾以將亞洲區轉播權，以全權利授權的模式授予 FOX 集團。詳參前

註 271。 
515 OECD (2009), Two-Sided Markets - DAF/COMP(2009)20, at 33,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4445730.pdf (last visited: 2020/09/24). 
516 邱純慧，同註 495，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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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一股難以忽視的推力。 

第二項 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競爭分析所應採取之觀點 

  如前項所述，整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產業鏈的上下游市場，因為新的商業模式出

現而呈現與過往不盡相同的經濟特質，使得過去競爭法案件中對市場行為的見解可能

有所變化，同時也可能產生新的疑義。以下將著重於競爭法規範目的在光譜兩端的拉

鋸與衝突，以利本研究後續進一步說明，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相關市場進行競爭分

析時所採取之觀點。 

第一款 競爭法規範目標的內在衝突 

  競爭法的明文立法雖從 19世紀末開始受到各國政府重視，然而市場即為結構性

的交易517，故自有商業貿易出現以來，在政策、法規範或個別案件中，政府對損害市

場競爭行為予以介入的概念便已存在518，並且隨著經濟學市場自由放任理論的興起，

及陸續出現大型企業獨占市場的現實需求下，而逐漸體系化519。此過程中，對於公權

力介入私經濟的手段、程度等問題，隨著當下的經濟社會狀況，無論理論或實務上，

皆一直存在主張激進產業管制或完全市場自由的路線辯論，競爭法體系的發展即在不

同路線間尋求平衡的道路上，於光譜兩端搖擺520。由於美國為首個將競爭法成文體系

化的國家，故先以其發展過程為例，呈現競爭法規範目標的內在衝突。 

  美國於 1890年制定休曼法的背景，係源於 19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下，

許多重要產業，如交通、鋼鐵、石油等皆受到單一或少數私人企業把持521。而後在

1914年制定克萊頓法，雖然一定程度上擴張規範範圍，並透過成立專屬機關建立執法

 
517 Neil Fligstein（著），鄭力軒（譯）（2007），《市場的構造：21 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頁

77，台北：群學。 
518 蕭博仁（2003），〈英國競爭法理論與實際運作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11 卷 1 期，頁 97。 
519 See generally JONATHAN B. BAKER, supra note 368, at 32-52.  
520 Id. 
521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著），吳慧珍、曹嬿恆（譯）（2020），《競爭之死：高度壟斷的資本

主義，是延誤創新、壓低工資、拉大貧富差距的元凶》，頁 211-215，台北：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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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但仍無法阻止 1920 年代以來藉由併購，於諸多產業所形成的寡占市場522。此

趨勢引起廣大非得利者，甚至是受害者，包括勞工、小型企業或個體消費者等群體的

反彈，促使政府執法態度在激進產業管制與完全市場自由的路線拉鋸中，得以在面對

大企業壓力下不過度偏斜，而嗣後競爭法體系的建構，即係立基於此一從各群體利益

間政治協商中所獲得的共識之上523。直到 1970 年代芝加哥法學派興起，其影響在於

使競爭法著重於探究商業行為對市場「效率（efficiency）」產生的正負面效果，而非

過去在政策路線辯論中所聚焦的社會性目標524。該學派對於效率的討論係從消費者福

祉（consumer welfare）出發525，認為促進市場效率，得以形成一個藉由價格競爭而增

進消費者福祉及整體經濟成長的正向循環，因此傾向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減少

干預的態度526。迄今市場環境與競爭法體系皆已歷經更迭，然而此學派基礎理論仍影

響深遠，有論者認為，當前科技巨擘難以撼動及個別產業由少數企業瓜分市場的現

狀，與執法機關受其影響而長期以來避免競爭法威嚇過度的態度527，及電信、金融、

航空、貨運等代表性產業的管制鬆綁攸關528。在此趨勢下，也出現質疑與檢討該理論

所關注的「消費者」，其權益是否並非如其所假設，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必然趨向最大

化，反而因過於自由而使之受到損害的聲音529。 

  綜上，競爭法雖係以促進市場競爭為目標，但對此規範目的卻始終存在難以消解

的內在衝突——即競爭法應節制使用，以減少市場介入使企業自由競爭，或透過競爭

法介入市場運作，以維持公平競爭秩序。而衝突的另一個面向在於，「消費者」群體

在兩者的脈絡中都成為規範架構的討論核心，惟前者主張消費者因廠商自由競爭而得

 
522 同前註，頁 220-221。Also see JONATHAN B. BAKER, supra note 368, at 38. 
523 JONATHAN B. BAKER, supra note 368, at 38-42. 
524 Id. at 45. 
525 K.J. Cseres,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3 J. THE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21, at 122, 124 (2007). 
526 Id. at 43-46. Also see generally Michael W. Doedle, The regulatory geography of market competition in 

Asia (and beyond): a preliminary mapping, In: Michael W. Doedle, John Gillespie & Imelda Maher (eds) 

ASIAN CAPITALISM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MPETITION: TOWARDS A REGULATORY GEOGRAPHY OF GLOBAL 

COMPETITION LAW, at 21-24 (2013).  
527 JONATHAN B. BAKER, supra note 368, at 48, 192.  
528 Robert B. Reich（著），李芳齡（譯）（2008），《超極資本主義：透視中產階級消失的真相》，頁 102-

107，台北：天下。 
529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同註 521，頁 23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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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化市場中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530）進而促進消費者福祉531，後者則

認為消費者在受保障的競爭中方得以促進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532），而不

會在競爭減少的獨占市場中失去選擇的權利533。 

第二款 重新檢視從消費者權益出發的競爭法觀點 

  承前款所述，此一衝突存在於「促進競爭」及「消費者權益」等競爭法的規範目

標。而無論形成衝突的相異主張對於消費者福祉的促進或受損與否，此衝突對競爭分

析觀點的影響，可以先從不同主張中對於「消費者」群體的對象認定差異觀察之534。

有論者認為，將市場效率與消費者福祉連結的觀點，肇因於近代資本市場結構改變，

為了滿足投資人，企業持續獲利取代其他社會政治性目的，成為唯一經營目標，而達

成此目標所競逐者，即為消費者的金錢投入535。易言之，此觀點下的消費者，是對企

業績效有直接助益的目標消費者，而不包含在競爭減少的市場中最易受到獨占企業所

傷害的小型企業、農牧原料供應商、勞工等群體536。進一步觀之，如今大眾數位生活

被科技巨擘盤據、重要產業形成寡占市場的現況，而在此觀點下該些未能受到保障的

群體，因其與大企業的交易關係實質上受到後者優勢地位所支配，亦可能間接造成終

端消費者的權益損失（例如近年頻繁討論的選擇減少、資訊隱私、數據資產、言論自

由等爭議537）。 

  綜前所述，本研究認為前述對於不同競爭法觀點分析實係存在交集——即「消費

者」群體的權益於競爭分析中確係無法忽略的一環。然而，對其評估時不應受限於經

 
530 Christopher Pass、Bryan Lowes & Leslie Davies，同註 151，頁 94。 
531 K.J. Cseres, supra note 525, at 124 (2007). Also see Michael W. Doedle, supra note 526, at 22. 
532 Christopher Pass、Bryan Lowes & Leslie Davies，同註 151，頁 93-94。 
533 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也採類似見解，其主張政府介入維繫市場競爭秩序，得以促

進消費者主權，使消費者的選擇最大化，進一步有助於促進民主參與及保障政治自由。參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同註 521，頁 230-231。Also see Michael W. Doedle, supra note 526, at 22. 
534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同註 521，頁 237-238。 
535 Robert B. Reich，同註 528，頁 108-127。 
536 同前註，頁 113-127。Also see JONATHAN B. BAKER, supra note 368, at 40-41, 192. 
537 近年討論相關議題之學術論文與著作甚多，國內出版社亦引進許多在各領域具代表性之專著。謹列

舉以下數本供有興趣之讀者參考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同註 521；Tim Wu（著），顧佳、陳

正芬&周佳欣（譯）（2013），《誰控制了總開關？》，台北：行人；Shoshana Zuboff（著），溫澤元、林

怡婷&陳思穎（譯）（2020），《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下冊），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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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效率觀點所認知的消費者福祉（即消費者剩餘最大化）。故為免誤解，本研究後續

將以「消費者權益」作為指涉消費者此一群體權益的代稱。從而，消費者權益作為競

爭法的規範目的之一538，其在對象範圍與評估層面上皆應更加廣泛，非僅關注產品的

低價格539，亦應包含實質的消費選擇，或其他因其身為市場中一份子可能受到影響的

權益。 

第三項 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中的消費者權益 

  從 2012到 2017年，MLB 和 NHL等大型職業運動聯盟，陸續面對一系列由終端

消費者，包括透過電視轉播和網路串流服務收看比賽的觀眾，共同起訴 MLB、隊伍

與轉播業者違反休曼法540，原告主張MLB 透過其與隊伍和特定轉播業者間的協議，

使部分賽事在個別地區被禁播（black out），係對賽事轉播所為的不合理限制，且此限

制隊賽事收看的負面影響因原告的市場力量，而毋須反映在終端消費者的產品選擇或

費用上，最終造成在此限制下付費收看轉播的終端消費者，必須承受因 MLB 和轉播

業者的獨占性定價（supracompetitive price）及訂閱額外的轉播平台所生之損失541。 

  這系列由消費者（不同案件的原告互有重疊）提起的訴訟，其重要性一方面在

於，這是美國長期偏向容許職業運動聯盟為限制競爭行為的現狀下542，由產業鏈最終

端的消費者，向在此保護傘下形成獲利共同體的商業巨頭們（聯盟、隊伍和轉播業

者）所發動的挑戰543；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雖然原告並非皆獲得勝訴，或部分以和解

收場，但在訴訟過程中，無論是對於美國職棒聯盟的司法豁免前例，或是轉播權相關

 
538 K.J. Cseres, supra note 525, at 124-126 (2007). 
539 Jonathan Tepper & Denise Hearn，同註 521，頁 237。 
540 See e.g. Laumann v. National Hockey League, 907 F. Supp. 2d 465 (S.D.N.Y. 2012) ; Laumann v. National 

Hockey League, 56 F.Supp.3d 280 (S.D.N.Y. 2014) ; Garber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Baseball, 120 F. 

Supp. 3d 334, 2014 Trade Cas. (CCH) 78 (S.D.N.Y. 2014) & Garber v. Office of the Comm'r of Baseball, 12-

CV-03704 (VEC) (S.D.N.Y. Feb. 27, 2017). 
541 See Laumann v. National Hockey League (2014), supra note 540, at 285-297. More comments see Nathan 

M. Hennagin, Blackout or Blackmail? How Garber v. MLB Will Shed Light on Major League Baseball's 

Broadcasting Cartel, 8 Brook. J. Corp. Fin. & Com. L. 158, at 175-176 (2013). Also see William F. Saldutti IV, 

supra note 439, at 65-67. 
542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 
543 Edan Lisovicz, supra note 440, at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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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對競爭產生限制的疑慮，都或多或少獲得法院的肯定544。有論者認為法院在其中

所表露的積極態度，以及 NHL和MLB 因此對於消費者權益所做的讓步545，皆可視為

競爭法在美國職業運動聯盟，尤其是與商業利益息息相關的轉播領域發揮正面作用的

一大突破546。 

  而前述 Laumann、Garber系列案件對本研究之意義，則在於從中可以看到競爭法

中所謂的消費者權益促進與否，非僅取決於消費者給付的價格或比賽／節目產製的效

率多寡，尚包括不能挾其市場力量，不合理地剝奪消費者基於收視偏好得做的選擇，

以及更進一步，包含是否限制單一觀看途徑、藉由限制選擇和途徑變相抬高收費等不

同面向的權益保障。以此系列案件為引，以下將探究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中的消費

者權益面向，其在多元傳播平台下的形貌。 

第一款 價格  

消費者要付多少錢獲取其欲獲得的產品，仍是影響消費者權益最直觀的面向。然

而，價格即使在過去也非是必然的判定基準。傳統電視時代，即有免費電視（free-to-

air）和付費電視（pay-per-view）的區別，而從轉播業者在數位經濟中發展出不同的

商業模式來看，常見以獲利模式主要依賴廣告或訂閱制（subscription）為區分。 

付費／訂閱制是針對特定頻道或節目向有意購買的消費者收取費用，有明確的數

字變化可循，業者獲取轉播權和製作節目的成本也會直接反映在向消費者收取的費用

上。而當轉播業者的型態變得多元、其銷售的產品組合也不再只是單純「我播什麼你

就看」，消費者實際上為了看「想看的」賽事節目所付出的金額是否合理，則變成此

 
544 See Laumann v. National Hockey League (2014), supra note 540, at 295-297. Garber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Baseball (2014), supra note 540, at 336-337. 
545 例如 NHL 於 Laumann 案最終與原告達成協議，承諾提供觀眾更多選擇性的賽事包裹，且定價會以

合理的比例調降，低於原本收看全部賽事須給付的價格。MLB則在 Garber 案的和解協議中跟進，提供

消費者類似的方案。See Bob Van Voris (2015/05/14), MLB, NHL Fans Win Approval to Try and Change Way 

Games Aired,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5-14/mlb-nhl-must-face-class-

antitrust-claims-u-s-judge-rules (last visited: 2020/09/29) ; Si Wire (2016/01/19), Major League Baseball 

settles lawsuit over television blackouts, Sports Illustrated, https://www.si.com/mlb/2016/01/19/garber-case-

settlement-tv-packages (last visited: 2020/09/29). 
546 Nathan M. Hennagin, supra note 541, at 184-186 (2013). Also see William F. Saldutti IV, supra note 439, at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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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的新課題。有論者針對英超 2000-2019付出的訂閱費用進行分析，其發現隨著

轉播賽事總數愈來愈多，消費者訂閱總額也相對上漲，然而，其為單場賽事所付出的

費用卻非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甚至在近年顯著提高547。此現象首先反映出職業運動

賽事轉播的邊際效益非與一般生產者一樣遞減548，另外也顯示出轉播業者設定價格時

「分眾」的必要性，例如英超的轉播業者很早就有提供標準包裹（standard package）

和加值包裹（Prem Plus）的不同產品組合，一般來說訂閱加值包裹可以觀看幾近全賽

季的賽事549，而吸引部分消費者願意付出更高費用購買該包裹的「加值」誘因，並非

單純的轉播賽事數量增加，而是使訂閱者有完整賽事「可供選擇」。而在現今的傳播

市場上，業者可以透過更多元的方式，提供加值產品或服務進行分眾定價，例如畫質

差異、專屬影片（賽事剪輯、花絮、特別轉播鏡頭等550），或者類似 YouTube Premium

在音樂串流服務採行的模式，以無廣告轉播作為吸引消費者的加值體驗551。綜上論

之，縱使是以付費為主的商業模式，於今亦無法僅以單一場次給付價格作為判斷消費

者權益的基準552。 

  而免付費收看的轉播模式，主要是以廣告收益為主。不過，現今轉播市場走入數

位平台的新經濟，如本節第一項所述，藉由賽事節目吸引的消費者注意力，所轉化者

並不限於直觀的廣告收益，尚包含諸如實體消費、跨界影響力、自身多角化經營和異

業合作等不同獲利途徑的開發。而在此模式下，就如同進行相關市場界定時會遇到的

問題，不存在具體的價格作為基準以檢視消費者權益的優劣，而消費者所交換的注意

力在實際商業世界中如何量化，亦無定論。 

 
547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supra note 18, at 18-28. 有論者因此批評 20 世紀初期歐盟執委會為了

降低集中交易模式對競爭所致損害，而要求採取的補救措施，實際上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Also see 

supra note 18, at 28-29. 
548 Id. at 13-14. 
549 Id. at 23-24. 
550 Id. at 27-28. 
551 楊安琪（2019），YouTube Music、YouTube Premium 在台上線！功能和價格方案一次看懂，科技新

報，載於：https://technews.tw/2019/11/06/youtube-to-launch-youtube-music-and-youtube-premium-in-

taiwan/（最後瀏覽日：2020/09/29）。 
552 Robert Butler & Patrick Massey, supra note 18,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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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選擇  

  消費者在消費市場上對產品擁有多少選擇，具體在運動賽事轉播上，由於直播賽

事的即時性，最實際的問題就是當眾多比賽同時進行時，消費者能否自由地，或更具

彈性地觀賞到想看的賽事；又或者，在付費商業模式下，這個選擇時間點可以拉到更

前面討論——當消費者支付費用時，能否選擇只要訂閱自己想看的賽事。後者牽涉到

前款所提到的轉播業者有無體察到消費者需求的異質性進行分眾，以及進行「分眾」

後，其提供的選擇能否滿足各類型觀眾的需求。 

  數位時代的內容市場，一般認為消費者的選擇由少變多，因其不再囿於特定的傳

播途徑、裝置、頻道，尤其是隨選服務和網路串流的技術出現，使收視的時間和空間

都得到了解放553，此點在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即時性與多螢需求上，確實得以成功將

此經濟特質開發甚至優化554。另外，在一般影視節目方面，也有論者認為多元傳播途

徑促使消費者更有機會透過自己搜尋，或平台、搜尋引擎等網站根據使用者數據運行

的推薦機制，遇到自己喜歡的內容，而不受傳播者的限制，使冷門內容得以發揮長尾

效應555，本文認為此一新科技所帶來的商業特性無法為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帶來優

勢，因為其特性之一，就是相較其他影視內容，其內容吸引消費者的可預測性較高

556。但以消費者偏好為基礎促使長尾效應的發生，並非只有上述途徑，如本節第一項

所述，注意力平台的新興模式也提供業者在產品本身品質的區別、加值服務的類型

上，主動迎合消費者偏好的空間。易言之，業者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同樣得

以主動去創造與增加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增加自身的獲利模式，這也是促使業者行動

的主要誘因557）。此一模式可參考在娛樂產業中率先面臨數位化挑戰的音樂市場，其

市場參與者，無論是新進者或是轉型的既有業者，便是陸續透過主動迎合更細分個別

 
553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84-86. 
554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555 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supra note 141, at 63-74. 本書之中文譯本，同註 141，頁 106-

121。 
556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557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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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偏好的策略進入串流時代558。 

第三款 收看途徑 

  從選擇此一因素衍伸出的則是消費者收看途徑的問題，涉及的考量因素主要是消

費者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559）。承前所述，網路科技帶動的多元傳播平台，促使

觀看途徑變得多元，行動裝置、網路串流與電視螢幕的整合，使硬體在途徑考量上的

重要性降低。而實際傳播內容的平台間轉換成本，才是考量消費者有無能力利用既有

收看途徑的因素，且分包授權雖降低集中交易搭配獨家授權產生的限制競爭風險，但

消費者卻可能因此而必須同時使用各種平台方能滿足其對賽事觀賞的個別需求，如轉

換成本過高則可能造成此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又或者消費者對於各種平台提供不同賽

事包裹或加值服務的偏好，也可能因為轉換成本的高低而影響其嘗試與接觸的意願，

甚至是排除其選擇的可能性。 

第四款 資訊知情權 

  在討論前述收看途徑對消費者權益的影響時，另一種非屬一般商業層面的考量則

伴隨而生，也就是對消費者「資訊知情權（right to information560）」的保障。資訊知

情權指涉的內涵，是使大眾能夠沒有負擔地接受資訊（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freely receive information561）的一種社會性權益。其法律基礎，有論者認為源於歐

盟人權公約（The Human Rights Act）第 10條第 1項明文表示每個人都有在不受干預

 
558 Jaclyn Malmed (2019/10/26), Stealing Home: Why Baseball’s Antitrust Exemption Should Be Eliminated in 

the Age of Modern Internet Streaming and Piracy, Wake Forest Law Review, 

http://wakeforestlawreview.com/2019/10/stealing-home-why-baseballs-antitrust-exemption-should-be-

eliminated-in-the-age-of-modern-internet-streaming-and-piracy/ (last visited: 2020/09/29). 
559 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係指消費者從使用某一產品或服務換至另一個時，所必須付出的有形和

無形成本。諸如因此所生的經濟負擔、解除與建立關係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學習和適應成

本（learning costs）等，也包含廠商透過增加忠誠度的措施，施加於消費者身上的心理成本

（psychological costs／artificial switching costs）。See generally Pei-Yu Chen & Lorin Hitt, Switching Cost 

and Brand Loyalty in Electronic Markets: Evidence from On-Line Retail Brokers, 13 ICIS 2000 PROCEEDINGS. 

134, at 134-136 (2000). 
560 此用語引用自歐洲議會參考文件。See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Broadcasting of major sports events 

in the EU, at 2,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18/621900/EPRS_ATA(2018)621900_EN.pdf (last 

visited at 2020/09/29). 
56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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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下「接受（receive）」資訊的權利562。然而，由於該條文中亦同時含有「表達

（hold）」、「傳達（impart）」的權利563，因此本研究認為應特別就權利內涵進一步予

以區別。本研究所稱之資訊知情權，與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364號解釋所稱之「接近使

用傳播媒體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564）」概念不同。從權利人角度來看，前

者著重的是個人以傳播媒體為媒介被動地接受資訊565，後者所稱的接近與使用則是指

個人有權藉由傳播媒體傳遞言論思想。 

  由於商業世界中，消費者與包括運動賽事在內的傳播內容間，存在由費用、選

擇、途徑等因素所形成與堆疊的障礙，此之所以需要透過社會性權利的建構加以介

入，而資訊知情權之內涵，即在於使普遍大眾得以接收到特定內容，本研究認為這就

是資訊知情權對於職業運動賽事轉播市場的消費權益保障，值得衍伸討論的角色定位

與功能。而此權利在具體實現上則會面臨兩個問題，其一是哪些內容必須被特別保障

以觸及消費者，二是透過哪些途徑才能達到此一效果。本研究將於後續第六章探究監

管考量之可能性時，以歐美不同立法例的規範模式和適用情形為基礎，為進一步討

論。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聚焦於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競爭法問題與影響。首先以第三章介

紹的交易模式為基礎，分析其可能的違法態樣，包括集中交易可能構成的聯合行為，

與獨家授權可能構成垂直非價格限制的獨家交易。透過介紹此二種競爭法違法行為態

樣的構成要件，及當然違法、合理原則等競爭效果分析的判斷方法，對職業運動轉播

 
562 Article 10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563 Id. 
564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簡稱「媒體近用權」，係指使大眾或特定群體得以主動透過媒體參與言論

市場的權利。參蕭文生（2020），《傳播法基礎理論與實務（增訂三版）》，頁 129-139，台北：元照。 
56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Guerra and Others v. Italy (116/1996/735/932) (1998). 論者認

為從該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見解中推論出資訊知情權的權利內涵，個人在其中的角色是相對「被動的

（passive）」。More comments see Natali Helberger,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broadcasting – 

About monsters, invisible men,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broadcasting regulation, 17 I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70, at 73-7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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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集中交易及獨家授權行為進行初步的違法性分析。 

  接著則進一步探究競爭法對上揭具違法疑義行為的管制手段。由於相關市場界定

可說是競爭分析的基礎，故此處先透過前述對市場特質的觀察與比較法上相關案例的

分析，試圖區分職業運動聯盟轉播產業鏈中不同垂直階段的市場，其中與本研究最相

關的是分處上下游的賽事轉播權市場及轉播賽事節目市場。同時也初步介紹了相關市

場界定在數位經濟時代的困難性，使讀者認知在新興傳播媒體出現、商業模式隨之改

變後，垂直市場間區別及市場水平界定的模糊性。進而將目光轉向美國與歐盟，從比

較法分別探究兩個職業運動聯盟的代表地區對於前述具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所採取

之管制手段。美國是透過 20世紀中期一系列執法機關對 NFL 起訴的司法案件，引發

後續的《運動轉播法》對特定運動聯盟的立法豁免，此法律變遷過程反映了對於職業

運動聯盟作為一個獨特商業型態，以及集中交易模式有助於建構與維繫此一商業型態

的肯定。而單一實體原則認定與否，所形成的法律評價標準寬嚴差異，則成為其他職

業聯盟在司法上尋求競爭法合法性的途徑，然而從歷來法院見解，本研究認為不宜持

續依賴此途徑主張其行為未違反競爭法，而應回歸職業運動聯盟的產業運作本質探討

對促進競爭效果的必要性。 

  歐盟方面，同樣是透過一系列案件建構出目前的管制手段，然而不同於美國，此

系列歐盟執委會分別對歐足聯、德甲及英超進行的調查與決定，皆誕生於 21世紀初

期，並針對已經運作多年的集中交易搭配獨家授權之模式予以檢視。從結果論之，執

委會原則上寬認現行交易模式在一定條件下持續運作，其理由主要是該模式對系爭產

業具有促進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使消費者獲益的效果。執委會同時也十分重視賽事

轉播權市場藉由現行交易模式形成的賣方獨占，加上其他內容無法取代的經濟特質及

市場驅動力，此一賣方優勢已經對買家所在的轉播節目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效果，包括

降低權利的可用性，並且對剛萌芽的新興傳播市媒體場產生不利影響。而執委會採取

的管制方式，則是透過分包授權、賦予個別球隊一定程度的個別交易權益等方式，增

加權利可用性，並透過限縮授權期間、確立無單一買家原則等條件，調整權利人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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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業者間的上下游關係，一方面降低對市場的潛在傷害，一方面促進消費者在轉播節

目市場上選擇的多元性。 

  然而進入新興媒體蓬勃發展的多元傳播平台時代，隨著數位經濟、多邊／雙邊市

場、注意力平台等商業模式因為網路技術與服務的普及而被廣泛運用於運動轉播市

場，前述管制手段也可能面臨新的挑戰。市場進入門檻的降低，使權利人本身和其他

非以傳播為主的業者都能夠成為轉播業者，業者有藉由賽事轉播觸及消費者的誘因，

藉此將其注意力的轉化效益和使用者基礎從傳統的廣告型態，延伸至螢幕之外的實體

消費、多角化經營或其他不具直接關聯性的商業合作。此種跨界影響力使職業運動轉

播的高度商業價值不限於時效性和稀缺性，還有藉由職業賽事常態特性，增加注意力

觸及範圍和黏著性而進一步轉化的長尾效應。而賽事轉播權市場的交易策略也受此商

業模式劇烈變化產生顯著影響，權利人會將如何更有效率地進行交易及開發、回收轉

播權的獲利潛能，納入其規劃和推動轉播策略布局的考量。而對於轉播業者來說，也

可以透過自身發展多元媒體或再授權，增加成本回收可能性和降低串流盜版的負面影

響。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趨勢下，由聯盟或協會之單一機構進行集中交易以提升市場效

率的必要性及正當性，即非理所當然。 

  進而，本研究認為在現今時代中以競爭法角度進行分析時，由於市場環境的劇烈

變遷，相較過往比較法案例上的討論，似應從更廣泛的「消費者權益」出發。進而以

近幾年MLB 與 NFL 兩大美國職業聯盟面對消費者提起的轉播權協議違反競爭法訴訟

為引，一窺在現今檢視職業運動轉播市場中消費者權益的多元面向，包括價格、選

擇、收看途徑與資訊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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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中華職棒經驗檢視轉播權市場參與者的交易規劃考量 

  在探勘歐美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架構的發展迄今的影響因素後，本研究欲透

過前述分析過程所萃取之觀點，審視我國最具代表性之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即中華職

棒聯盟自身轉播權交易的發展歷程。此部分論述對本研究之意義有兩大面向，其一係

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處於全球視角下過去較侷限於地域性的本土職業運動聯盟賽

事，隨時存在面向世界的潛力和契機，此從今年 Covid-19疫情導致歐美主流賽事紛紛

停賽之際，中華職棒首開 Twitter直播一度成為全球棒球迷唯一收看棒球賽事來源之

現象可見一般566；又，當我們回頭看在全球職業運動轉播市場中猶如蕞爾小島般的中

華職棒時，則會發現此聯盟在轉播權交易上，已另闢蹊徑，發展出不同於前文分析歐

美主流交易模式（集中交易／獨家授權）之樣貌（個別交易／多元平台）。因此不僅

僅是透過借鑒他山之石加以比較與檢討，本研究亦希望透過了解中華職棒模式在多元

傳播平台的時空背景下何以出現與形成，及其對聯盟、球隊、轉播業者及消費者等市

場參與者的影響異同，進一步檢視職業運動轉播權市場參與者，對於交易架構的規劃

考量與其他可能性。 

第一節 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轉播權交易的發展歷程與形成條件 

  以下將先從轉播權市場權利人的交易授權型態，概述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轉播權的

發展歷程，以作為後續比較分析之背景。其發展以 2014年為分界點，前後之交易架

構變化請參下圖 8、圖 9所示： 

 
566 林曉慧、沈志明、詹淑雲（2020），中職樂天紅到國外 英語轉播吸 5 百萬人次，公視新聞網，載

於：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75719（最後瀏覽日：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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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中華職棒轉播權交易授權模式之變化示意圖（2014 年之前）567 

 

圖 9 中華職棒轉播權交易授權模式之變化示意圖（2014 年迄今）568 

第一項 從聯盟集中交易到各隊個別交易 

一、集中交易模式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態度 

  在 2014年以前，中華職棒的有線電視轉播權長期獨家授權給緯來電視網轉播

569。該時所採取者，即係由聯盟內全部球隊委由聯盟代表向轉播業者進行協商和交

 
567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568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569 緯來電視網從 1997 年開台即轉播中職賽事，除了 2003-2005 年間年代和 ESPN 曾涉足中職轉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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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後再將授權收益分配給各隊的集中交易模式。對於中華職棒聯盟與各隊伍間的

關係與運作模式，長期以來係以「中華職業棒球協約」為運作基礎570，參協約現行版

本，其就隊伍參與和退出聯盟的方式、隊伍所有權轉讓、隊伍與選手間契約訂定、聯

盟章程與賽事規則制定、賽事舉辦與製播之權責收益等均有規範571。然而此揭條款內

容十分簡略，未於其中明定之事項，則多依規章或聯盟內部會議決議決定，例如各隊

委由聯盟進行轉播權集中交易即屬之572。而無論係協約、規章或決議，其對簽約隊伍

所生之行為實具一致性的拘束效果，依本研究前文分析，仍存在複數具競爭關係之事

業合意藉由單一組織限制市場競爭的聯合行為之虞（參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甚至

曾有隊伍欲個別交易其主場轉播權而面臨被聯盟與其他隊伍共同決議逐出之危機573，

其對參與事業之行為約束效果可見一般。然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僅曾於 1997年發函對前述協約表示過違法疑慮574，而該函經法院認定僅為公平會依

其職權對有違法疑慮之通案行為進行「行業警示」的行政指導，非屬認定特定行為違

法之行政處分575。嗣後，公平會也未再對此潛在爭議有進一步之調查與處置。 

二、中職聯盟與 MP&Silva、博斯之授權糾紛 

  中華職棒轉播權交易模式改變的轉捩點發生於 2014年。聯盟於 2013 年與緯來約

滿後決定不與之續約，而是經過重新招標，與跨國運動媒體經紀公司 MP&Silva 簽訂

專屬顧問合作協議，獨家授予該公司為中華職棒聯盟向轉播業者協商的權利576。於此

 
直到 2013 年，中職賽事皆由緯來獨家轉播。參緯來電視網，台灣棒球維基館，載於：

https://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7%B7%AF%E4%BE%86%E9%9B%BB%E8%A6%96%E7

%B6%B2（最後瀏覽日：2020/10/12）。 
570 林瑞泰（2010），《職業運動壟斷行為管制之研究》，頁 274，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571 中華職業棒球協約，台灣棒球維基館，載於：

https://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5%AD%E

6%A3%92%E7%90%83%E5%8D%94%E7%B4%84（最後瀏覽日：2020/10/12）。 
572 中職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事項過去並無明文規範，相關事項多透過聯盟與各隊間之內部決議處理。

初期聯盟也曾採公開招標、付費請電視台轉播等形式。參林瑞泰，同註 570，頁 271-272。 
573 同前註，頁 269-270。 
57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6 年 6 月 29 日（86）公壹字第 8506895-006 號函。 
575 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裁字第 835 號裁定。 
576 張耀中，同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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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聯盟亦開始籌備自營的 OTT平台 CPBL TV577。該年賽季開始前，MP&Silva宣

布已談妥由博斯電視網轉播該季中華職棒賽事並簽署授權備忘錄，博斯則再授權給華

視，使其得以在無線台轉播部分假日賽事578，由於當時博斯電視台尚未成功申請於有

線電視系統上架，旗下頻道僅能於中華電信 MOD上觀看，故此簽約結果隨即引發有

線電視收視戶無法收看職棒賽事之反彈。 

  進而，於賽季甫開始不久，博斯便對於中職自營的 CPBL TV收費過低表示不

滿，加上中職拒絕博斯參與 CPBL TV 的經營，博斯一度揚言停止轉播579。而糾紛在

賽季中MP&Silva突然宣布單方終止與中職間的授權契約而全面引爆，博斯因為係透

過MP&Silva與聯盟簽約，故遭聯盟斷訊，但又因聯盟遲遲未能確定後續賽事的轉播

單位，各隊伍為避免賽事轉播開天窗，紛紛自行與轉播業者協商，分別與 FOX、緯來

等業者洽談並授權轉播下半賽季的主場賽事580。 

三、聯盟協約之交叉授權條款與轉播權交易現況 

  前述各隊個別進行轉播授權，係為避免賽事轉播在季中開天窗，是時為了使之順

利進行，中職聯盟決議通過於協約中增訂交叉授權條款581，以完善各隊轉播其主場賽

事時所涉及客隊相關權利之授權。雖然中職聯盟內部原本對於轉播權交易並無具體約

定或規範，故各隊身為主場賽事轉播權的權利人，彼此交叉授權實由各隊間自行簽訂

契約即可成立，在法律上並不需要聯盟協約或規章加以規範才能發生效果。然而，基

於中職長期對轉播權交易模式相關之約定或規範不足，故增訂此條款有利於將隊伍個

別進行轉播交易的模式制度化，進而成為未來中職持續此交易模式的基礎。此後數

年，中職即延續此一由隊伍自行與轉播業者協商交易的模式，從事發當年全聯盟賽事

 
577 同前註。 
578 陳宛晶（2019），中職 25 年／破紀錄轉播合約成幻影 開啟多頻時代，聯合新聞網，載於：

https://udn.com/news/story/12822/3710614（最後瀏覽日：2020/10/12）。 
579 林宏翰（2014），中職轉播爭議 疑肇官網收費低，中央社，載於：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532033（最後瀏覽日：2020/10/12）。 
580 陳宛晶，同註 578。 
581 張耀中（2014），中華職棒／交叉授權通過 聯盟列入協約，今日新聞，載於：

https://n.yam.com/Article/20140813487900（最後瀏覽日：2020/10/12）。條款內容參前註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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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分別由兩家傳統運動電視台轉播，到了 2018 年，則首次出現每個隊伍所授權的轉

播業者全然不同之新局面582。  

第二項 從獨家授權到多元轉播 

  前述因聯盟與MP&Silva、博斯之轉播權糾紛所造成的交易模式改變，同時也促

使球隊各自洽談授權時，發展出不同於過去以獨家授權為主的多元授權、權利運用型

態。此一轉變實非偶然，於爭議發生當年，聯盟已連續五年將 IPTV轉播權授予愛爾

達電視，可見有別於傳統電視的新興媒體已經進入中職轉播市場。而之所以中職聯盟

選擇主動不與獨家授權有線電視轉播權數十年的緯來電視台續約，亦可視為其對於多

元傳播平台興起後，轉播市場結構及觀眾收視習慣改變的因應。其考量包括欲開設自

營的 OTT轉播平台（與 IPTV業者愛爾達電視台技術合作），以及意識到傳播途徑多

元化將促使未來轉播權交易架構的複雜化，故選擇一次性地將權利授予運動媒體經紀

公司，除了使高額權利金先行入袋為安外，也得以減少後續可能愈來愈高的交易成

本。另外，從聯盟在此同時，也首次採取製播分離的賽事節目產製與授權方式來看583

（意指聯盟授予MP&Silva 轉播代理權，另委由民視製播賽事，故事後取得轉播權之

業者，須向民視取得節目訊號），此授權模式也促使聯盟對製播後的賽事節目運用上

擁有更多選擇權584，可見此糾紛及其後續發展，雖看似由預期外的意外事件所促發，

但整體來說，仍可視為在多元傳播平台興起對運動轉播產生急劇影響的大趨勢下，市

場中各方為了避免損失風險和增加獲利可能等考量所推動的轉變。 

  如前項所述，當聯盟與 MP&Silva的轉播權交易破局後，中職正式轉向由各隊自

行洽談主場轉播權的新階段。由於集中交易模式的結束，也代表不會再由聯盟統籌分

配權利金予各球隊。為了維持甚至提高轉播權利金此一主要收入來源，如何提升產品

（即運動賽事）的附加價值，以吸引既有或潛在轉播業者投入資金，成為各隊在隊伍

 
582 ETtoday 運動中心（2018），中職 324 開打轉播看這邊 4 隊不同轉播單位創紀錄，ETtoday 新聞雲，

載於：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135607（最後瀏覽日：2020/10/12）。 
583 關於運動賽事轉播產製模式之介紹，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 
584 詳參前註 73-76。類似見解，參李國呈，同註 50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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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賽事呈現及轉播製作上的重要考量585。而除了向轉播業者收取權利金以外，在

進行授權佈局規劃時，前述聯盟透過強化對轉播途徑、利用模式的控制，甚至自行開

設轉播平台，以開發賽事轉播更廣泛獲利潛能的企圖與方式，同樣也是各球團這幾年

持續發展的方向586。 

第三項 形成中華職棒現行模式的條件 

一、交叉授權機制的建立得以降低交易成本 

  前述中華職棒的個別交易與多元授權模式，權利人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各隊間的交

叉授權。如第三章所提及，除非法律另有明訂，在各國司法實務上有明確指出關於賽

事轉播權歸屬的見解，係各隊伍擁有其參與賽事中「主場賽事」的轉播權587。但轉播

授權作為一種對實體賽事進行廣泛經濟利用的權利，實際上亦會涉及包含著作權、商

標權和廣告贊助等其他權利的相關授權，若未能取得另一參與該賽事隊伍方面的許

可，其轉播恐將面臨無法完整呈現賽事畫面的窘境，因此在中職所採取之個別交易模

式中，各隊伍間完成相互交叉授權實係必要條件。另外，在個別交易模式下，除非聯

盟另有規範，否則主場轉播權交易與否完全取決於隊伍個別商業決策，對同一隊伍來

說，僅能掌握其自身主場賽事的轉播是否得以順利進行，然而對想看該隊比賽的觀眾

來說，其需求並不僅有該隊的主場賽事，而是該隊參與的「所有賽事」，因此交叉授

權的常態化／制度化，確保球迷主客場比賽都有管道可以收看。對個別球隊來說，保

障球迷觀看所有自家隊伍賽事的權益，除有利於球隊的整體經營，也能夠減少彼此協

商的交易成本（包含降低後續轉播利用上的侵權風險和處理成本），甚至進一步促進

各種轉播上互利的合作產生，例如 2019年賽季，分別轉播 Lamigo 桃猿（於隔年改名

為樂天桃猿）和富邦悍將主場賽事的 ELEVEN SPORTS 及WIN TV即達成策略聯盟，

 
585 李國呈，同註 505，頁 5-8。例如提供本隊球迷專屬特色轉播、多角度轉播畫面、球員與教練的場

外花絮、賽事特別剪輯、與其他平台業者或網紅之合作曝光等。 
586 例如與其他串流平台合作建立專屬頻道，或自建 OTT 轉播平台。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

第三款。 
587 DFB v Bundeskartellamt, supra note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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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轉播統一獅主場賽事，使觀眾得以在單一或較少數的平台上選看更完整的賽事。

588。  

二、市場規模較小使權利金成長受限，且對聯盟內部實力平衡並無助益 

  職業運動聯盟本身的市場規模也是影響其轉播權交易模式的因素之一。中華職棒

於 2013年因義大犀牛的曼尼旋風帶動票房回春589，自此之後一年 240場賽事，平均

進場觀眾人數均維持在 5000人以上，全賽季總人數大約 120萬到 140萬左右590。如

以今年賽季開幕戰，因疫情不開放觀眾進場的收視人口來看，有線電視平均達 80萬

人，同時最高約有 120 萬人觀看，線上轉播平台則至少有 6.5萬人收看591，與晚間黃

金時段新聞節目收視人口不相上下592，可見中華職棒在我國，確實屬於具有吸引大量

觀眾注意力的優質娛樂／影視內容，且已有長期穩定的消費／收視基礎。然而，此一

市場基礎僅限於國內，與本研究前文所分析的歐美職業聯盟賽事相較，其規模相對來

說非常小，且若中職結構本身未有變化（例如增加參賽隊伍）或出現其他足以刺激潛

在觀眾注意進而收看的特殊事件（例如前述曼尼旋風或國家隊在棒球國際賽事有優異

表現等），整體成長幅度有其侷限性，尤其傳統轉播業者因獲利方式單一，其所願支

出之轉播權利金，難以預期能如同其他歐美職業聯盟出現顯著成長593。故集中交易帶

 
588 ELEVEN SPORTS（2019），【ELEVEN SPORTS 與 WIN TV 宣布策略聯盟】 帶來最多中職賽事轉

播 一同開創職棒轉播新紀元，ELEVEN SPORTS 官方網站，載於：

http://press.elevensports.tw/%E3%80%90eleven-sports-%E8%88%87-win-tv-

%E5%AE%A3%E5%B8%83%E7%AD%96%E7%95%A5%E8%81%AF%E7%9B%9F%E3%80%91-

%E5%B8%B6%E4%BE%86%E6%9C%80%E5%A4%9A%E4%B8%AD%E8%81%B7%E8%B3%BD%E4%

BA%8B%E8%BD%89%E6%92%AD/（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89 「曼尼旋風」係指前大聯盟頂級球星 Manny Ramirez 於 2013 年加盟義大犀牛所引發的熱潮。由於

此前幾年因假球案和興農牛經營策略等問題，導致中華職棒票房降到低點，平均每場進場人數僅 2000-

3000 人，故曼尼加盟及其短短半個賽季的精彩表現所帶動的效應極為顯著。蕭保祥（2018），棒球史上

的今天／2013 年 3 月 12 日 曼尼旋風降臨中職，三立新聞網，載於：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56495（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90 中華職棒大聯盟全球資訊網 The Official Site of CPBL，球迷成長數，載於：

http://www.cpbl.com.tw/footer/fans.html（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91 吳清正（2020），中職首戰「強強滾」 最高峰逾 120萬人收看，自由時報，載於：

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65821（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92 劉彥池（2020），中華職棒全球首戰收視率出爐 有線電視 25-44 歲排第 5，三立新聞網，載於：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24519（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93 例如長期轉播中華職棒的緯來電視台，即曾以收視率未成長為由，表示難以接受權利金漲價。參楊

啟芳（2020），中職》與兄弟轉播權利金談不攏 轉播單位持續溝通中，中央社，載於：

https://www.cna.com.tw/news/aspt/202003250447.aspx（最後瀏覽日：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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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高權利金效益及發展潛力，並非理所當然得以完全從歐美移植到中華職棒，此從

2014年聯盟與MP&Silva 簽訂高額代理分銷契約後，對於傳統轉播業者的協商因權利

金開價過高而處處碰壁，故面臨開賽前夕一度傳出轉播開天窗之事件，足資佐證594。 

  而在此條件下，個別交易反而成為刺激本土轉播業者投入意願的方式，主要原因

在於，獨家轉播聯盟賽事的總體價值被切分後，業者與個別球隊進行協商相較於面對

聯盟而言較具優勢（此亦與球隊傾向多元轉播平台的授權策略有關，詳參後述），且

因為中職目前僅有四支隊伍595，一般轉播權的成本效益取決於取得的賽事比例和對戰

組合，均不致因切分而受到過度稀釋。而從中職聯盟和各隊伍的角度來看，集中交易

後將獲利進行分配的機制，暫不論目前聯盟僅有四支隊伍，究竟是否存在需要聯盟介

入予以平衡的實力落差，當集中交易所能獲取的整體權利金無成長之預期可能性時，

對於促進聯盟內部實力平衡以維繫結果不確定性此一集中交易的重要存在目的即無助

益，自然也就欠缺延續此模式的誘因。 

三、多元轉播平台有助個別隊伍之品牌建立與保持策略彈性 

  如本節前兩項所述，中華職棒轉播型態自 2014年以來的變化，其實都可視為多

元傳播平台的興起對運動轉播和其商業模式的劇烈影響趨勢下的發展。中華職棒之所

以能夠在賽季期間突發的爭議中，不算無痛，但也算從集中交易／獨家授權無縫接軌

至個別交易／多元授權模式，是時傳播市場已然萌芽且發展中的多元傳播環境，即為

促成此一轉變的關鍵條件。此點可從不同交易模式的轉播權交易策略差異觀察之，聯

盟所推銷的是一個在中華職棒此一既有品牌下的產品，擁有綜合各隊的觀眾基礎及長

期存續的預期性，但各球隊在個別交易模式下，推銷轉播權或尋找其他商業合作對象

之標的僅有其主場賽事，當其產品欠缺上述聯盟所擁有的條件時，相比之下亦較不具

有交易協商上優勢地位。此時，多元傳播的市場環境則給予各隊在策略目標和手段上

 
594 歐建智（2014），中職／緯來轉播破局解密 中職：緯來權利金開太低，ETtoday 新聞雲，載於：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341371（最後瀏覽日：2020/10/19）。 
595 味全龍將於 2021 年賽季正式加入一軍成為中華職棒的第五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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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選擇，例如較新的球隊著重品牌宣傳效果，透過授權多個／多種類型的平台

以增加潛在觀眾的觸及範圍596；已具有相當知名度的隊伍，則為避免自身轉播權價值

因過於廣泛的授權而降低，故傾向選擇具有指標性使用者基礎的平台，以更精準有效

地透過相互拉抬，提升自身品牌價值597。 

  而在此一打造品牌價值以增加未來協商籌碼的階段中598，各隊則會傾向主動積極

地拓展多元轉播途徑，而非藉由一次性地授權，再由被授權方進行轉播權分銷或其他

途徑之拓展。雖然此策略可預期會產生較高之交易成本，卻能使權利人因此掌握更多

權利利用的主導方向，和改變策略的彈性。 

第二節 市場參與者對交易模式的規劃考量與影響因素 

  歐美職業運動聯盟歷史悠久，其運作模式與商業化成果，迄今皆是各國或其他類

型運動項目之職業運動聯盟建立與發展的學習對象。當然，借鑒任何制度時都不應直

接挪用，新進者亦會因其個別條件差異進行調整。然而，從第一節可以發現在轉播權

交易方面，中華職棒顯然往與歐美模式迥異的方向持續發展，以下將嘗試彙整並進一

步檢視在包含轉播權和賽事節目上下游的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從過去傳統電視到

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以來，其市場參與者進行轉播權交易時的考量與影響因素。 

第一項 轉播獲利分配是否為促進聯盟內部競爭平衡之必要手段 

  如本研究前文所述，結果不確定性是職業運動聯盟得以建立與運作的核心，須仰

賴一定機制維繫聯盟各球隊間「賽場外」的競爭平衡，以避免強隊因歷史淵源、粉絲

基礎持續擴大和廣告贊助相對較多等原因，而造成與其他隊伍間財務狀況的落差，進

而影響「賽場內」的競爭性，降低賽事結果的不確定性599。此目的從集中交易模式在

美國首次由 AFL 提出之後，即成為歐美各職業聯盟的主要訴求，在美國從 1953年

 
596 李國呈，同註 505，頁 35。 
597 同前註，頁 36。 
598 論者認為此階段屬於商業生態系發展的開拓期，主要目標是整合資源、確立價值。同前註，頁 21。 
599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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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v. NFL 案法院肯認此一產業特質，到國會支持其作為集中交易的合理目

的，而制定《運動轉播法》予以競爭法豁免；而 21世紀初期歐盟執委會一系列決定

中，雖未明文支持此一訴求，但也從運動賽事的產品特性上，肯認集中交易模式對聯

盟運作與產出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600。 

  此一考量在嗣後跟進，透過立法形式剛性要求職業聯盟採取集中交易模式的案例

更為凸顯。除了前文曾提及的西班牙《第 5/2015 號皇家法令》，土耳其亦直接於《第

5894號法令》中明訂土耳其足球協會（Turkish Football Federation，TFF）擁有集中交

易國內足球聯賽轉播權的專屬權利，且最重要的是，同時針對後續獲利分配予各球隊

之比例以詳細規範601，立法目即係為了促進聯盟內部的競爭平衡，TFF甚至在近年主

動降低自身分潤比例，使隊伍能夠分得更多獲利602。而進一步個別觀之，西班牙和土

耳其兩國之最高階層足球聯賽（西甲和土超），均長期存在兩到三支豪門球隊壟斷冠

軍，與其他隊伍間有明顯的實力斷層；且經由集中交易，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轉播權

收益也都出現顯著提升，西甲於改制隔年劇增近 30%603，土超則在 2017 賽季與轉播

業者簽下大約，收益漲幅達 50%604，在轉播收益上成為全歐洲第六大聯賽。無論從背

景條件和效果來看，均可見上揭聯盟採取集中交易之迫切與必要性。 

  然而，本研究認為上述成功案例，不代表促進聯盟內競爭平衡，為考量轉播權交

易模式的唯一或必然因素，仍須考量個別聯盟本身與身處之環境等條件。從前一節所

述中華職棒的經驗觀之，對於市場規模較小的聯盟，集中交易的預期效益終有侷限

605，若採取更具彈性的交易模式，或有助於隊伍拓展獲利途徑，而有利於聯盟的長期

發展；另外，集中交易模式亦非職業運動聯盟促進各隊競爭平衡唯一或必然須採取之

 
600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項。 
601 Law No. 5894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uties of TFF, art.13 (2009). More comments see generally Emin 

Ozkurt (2017/10/06), How the collective sale of broadcasting rights works in Turkish football, LawInSport, 

https://www.lawinsport.com/topics/item/how-the-collective-sale-of-broadcasting-rights-works-in-turkish-

football?category_id=676 (last visited: 2020/10/15).  
602 Id. 
603 Spanish League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supra note 240. 
604 Emin Ozkurt, supra note 601. 
605 請參本研究第五章第一節第三項「二、」。參前註 58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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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前文所述，職業聯盟亦得透過限制包含轉會費、薪資等支出上限方式，直接

監督豪門隊伍的財務狀況，及限縮其以高價競逐選手的能力。 

第二項 以交易成本為決策考量 

  無論在哪個產業，交易成本的減少皆為促進市場運作效率及商業環境能動性的重

要因素。由聯盟集中進行轉播權交易對於轉播權市場交易成本的減少，進而促使包含

隊伍、聯盟及轉播業者在內的整體市場運作更有效率，已在歐盟執委會系列案件中受

其肯認，成為適用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3項（即 TFEU第 101條第 3項）豁免條款的

主要理由。據此，本研究認為交易成本確實為相關市場參與者決定採行不同交易與授

權模式時的主要考量，而在此基礎上，可更進一步分別就各該聯盟架構及授權範圍分

析決策差異。  

一、聯盟規模與架構 

  如第一節所分析，中華職棒採取個別交易模式的條件之一，即為球隊間交叉授權

機制的常態化，使得交易成本得以降低。不過，同樣的條件不見得適用於其他職業運

動聯盟。因為交叉授權是存在於各隊伍彼此間的商業關係，當聯盟內的隊伍數量更

多、對戰組合更為複雜時，難度的增加不單來自於協商對象變多所增加的時間成本，

隊伍間在談判資源、利益考量的歧異性，也會增加溝通和達成共識的難度。單就個別

隊伍與其他各隊進行交叉授權協商的交易成本，即會因此隨之墊高606。 

  又，各聯盟之賽制差異也會影響採行個別或集中交易模式的妥適性。此一考量曾

反映在前述歐盟執委會在歐冠案與德甲、英超等國內聯賽的決定中607，其認為歐冠賽

事與後者相較之下，每年參賽資格及晉級制度所造成參賽隊伍與對戰組合的高度不確

定性，使集中交易模式成為促成轉播權完整交易的必要手段。而若聚焦於國內聯賽，

 
606 林佳和教授於訪談中，認為由隊伍個別與轉播業者交易，隊伍彼此間再交叉授權的模式，僅適用於

隊伍較少的聯盟。如未來中華職棒隊伍數量增加，例如德甲有 18 支隊伍，此模式將難以實行。引自蔡

昕宸（2016），《教練，我想「看」棒球－2014 中華職棒轉播權爭議分析與解決策略》，頁 86，國立政

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607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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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所介紹，歐洲各國普遍係採取開放式系統608，由於聯盟內每年參賽隊伍並非

固定，而是以前一賽季成績為基準使隊伍在不同層級賽事間升降替換，則會形成每個

賽季參賽隊伍和對戰組合的不確定性。在此架構下如採取個別交易後再彼此交叉授權

的模式，無論對既存隊伍或新參賽隊伍來說，皆必須在前後賽季間的休賽期間反覆或

匆忙處理相關轉播授權事宜，與集中交易模式相較，顯有效率太低、交易成本過高且

不具任何必要性等缺點609。反觀類似北美職業運動聯盟的封閉式系統，包括中華職

棒，即毋庸考量此一問題。 

二、授權範圍與策略考量 

  而從授權範圍觀之，當聯盟有開拓國外市場的策略考量時，則會因其目標以品牌

建立為主，加上不熟悉當地的轉播市場結構、傳播政策、觀眾基礎、收視習慣、廣告

代理610等具在地差異性的各層面因素，而傾向選擇透過集中交易，以一次性地獨家授

權和全權利授權模式，與具有解決前述問題能力的轉播業者合作（選項包括當地業

者、跨國轉播集團或媒體經紀公司611），以減少可觀的交易成本。 

  如從此角度回頭檢視中職聯盟於 2014年授權媒體經紀公司 MP & Silva 代理分銷

轉播權之決定，其與該公司一次性簽訂長約的優勢除了高額權利金外，實未切合中職

的市場環境與需求。主因為 MP & Silva雖為規模極大的國際性公司，但在此之前並未

插足我國運動轉播市場，對在地市場現況的掌握度恐怕還低於聯盟本身，由其進行國

 
608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609 另外，開放式聯盟的不確定性，也會造成個別隊伍的賽事轉播價值難以事前進行長期評估，除了極

少部分的豪門球隊以外（但就算是長期位列前幾名的球隊也可能無預警地面臨降級危機），個別隊伍在

面對轉播業者時亦將因此處於較弱勢的協商地位，不利於談出金額高且期間長的大型契約。 
610 廣告代理是無論本土或跨國傳播公司落地經營運動轉播頻道，皆必須面臨的難題。曾任職於 FOX

體育台和 Eleven Sports 高層的康小玲即曾表示，運動賽事轉播節目對我國廣告商來說較不具吸引力。

龍柏安（2020），FOX 體育台擬撤台 康小玲：經營運動頻道困難重重，中央社，載於：

https://www.cna.com.tw/news/aspt/202009180262.aspx（最後瀏覽日：2020/10/21）。 
611 例如本研究前文提及，近年德甲曾將國外轉播權授予 FOX 集團，英超亦曾將亞洲地區轉播權全部

授權給 MP & Silva。上述述案例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三款。另外，今年（2020）10 月，

西甲則確定與 Disney 集團（現旗下有 ESPN 與 FOX 兩個知名運動賽事轉播公司）簽訂長達 5 年的轉播

權契約。See Ed Dixon (2020/09/14), La Liga pens five-year Brazilian rights deal with ESPN and Fox Sports, 

SportsPro Media, https://www.sportspromedia.com/news/la-liga-brazilian-tv-rights-deal-espn-fox-sports-brazil-

disney (last visited: 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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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轉播權代理分銷，不具有前述透過集中交易一次性地獨家授權的效益612，因此所

能減少的交易成本有限。而從現有資料可看到之聯盟與MP & Silva契約條款，及當時

聯盟已開始建立自營串流平台 CPBL TV的態度，亦可知此交易非屬全權利授權，顯

其並無假MP & Silva之力拓展多元轉播平台甚至國外授權市場的意圖。 

第三項 品牌建立與權利運用彈性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的重要性 

  品牌的建立與加值對現今的權利人與轉播業者來說，不再只是拓展新興市場時的

目標，毋寧說，所謂的新興市場，已不限於以地域區分，也指涉各種新興傳播平台的

市場。賽事轉播交易在過去對聯盟和隊伍在內的權利人來說是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的模式，其僅須面對轉播業者即可；但多元傳播平台興起迄今，不

單是原觀眾收視習慣逐漸轉變613，新世代的消費者接觸影視內容最直接的方式，已非

傳統媒體及廣告得以觸及的途徑，因此品牌的建立不僅對中華職棒等發展歷史較淺的

聯盟，就算是對具有知名度和廣大、長久粉絲基礎的歐美職業聯盟來說，同樣是進行

轉播授權時的重要考量。手段上無論是採取自營轉播平台，或與 IPTV、OTT或其他

具串流轉播能力的業者合作，內容產出和行銷上都必須直接面對觀眾。故賽事轉播對

權利人來說，其價值運用模式已轉變成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承上，多元傳播平台為權利人帶來直面消費者的挑戰，同時也帶來權利運用的多

元選擇。從交易授權層面，須考量如何將收視途徑愈來愈分散的觀眾之注意力匯聚在

同一賽事節目上，但毋庸透過同一種收視途徑，因為不同的途徑和呈現方式才能觸及

更多元廣泛的觀眾群（例如年輕一代的社群媒體用戶習慣觀賞短影片，故透過精彩畫

面的剪輯方能獲取其注意力的停留、帶動話題進而培養其興趣與忠誠度），並將轉播

 
612 MP & Silva 洽談中華職棒轉播權過程所遭遇之障礙、不盡人意的洽談結果與嗣後衍生之紛爭，皆與

其對我國轉播市場結構、職棒收視習慣等因素的陌生不無關係。進而因影響我國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

播消費者的常態收視慣性的需求，引起輿論爭議。 
613 以美國為例，該國訂閱有線和衛星電視的人口數，從 2000 年約 7000 萬人，到 2017 年已低於 5000

萬人。而於此同時，2016 年國內訂閱至少一個 OTT 影視服務的家庭比例已經達到 63%。參蔡蕙如

（2020），〈串流媒體時代下的閱聽人商品觀點再檢視：以傳播政治經濟學觀點分析 Netflix 追劇勞

動〉，《中華傳播學刊》，37 期，頁 84；另參劉幼琍主編（2017），同註 49，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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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匯集的注意力轉化為其他商業利益614。從此一角度觀察，透過非獨家授權，或者在

授權上保留更多權利，以保持權利運用的彈性，除了使權利人得以更具自主性地為產

品加值、進行異業合作，也可促使權利人有能力因應收視習慣隨著傳播技術演變所生

的市場變化，保有轉播權未來的獲利潛能。 

  而對轉播業者來說，具有發展多元傳播平台能力的業者會傾向取得全權利授權，

以更靈活地利用賽事轉播的產品組合安排，引導既有消費者至新平台，以拓張其市場

版圖；而非典型轉播業者則較著重其取得之轉播權內容，其賽事性質或授權運用範

圍，是否具得以有效增加或促使其既有使用者更黏著於平台上。上揭考量可能都存在

交易成本增加或短期獲利減少等缺點，卻是現今市場參與者進行交易授權規劃時無可

迴避，須納入整體評估的考量。 

第四項 轉播平台間的互斥或互利 

一、平台互斥 

  然而，透過個別交易或非獨家授權開發權利的運用空間和獲利潛能，此一作法對

於與轉播利益相關的市場參與者們來說，仍存在「平台間互斥」的顧慮。因運動轉播

的高度價值係來自於其具有相異於其他影視內容的時效性與獨特性615，無論因各平台

轉播同一賽事而觸及了多麼廣泛多元的消費者，從單一平台業者的角度來看，多元轉

播途徑都代表廣大消費者在直播當下所投注的注意力被瓜分。在 2014年中華職棒轉

播權爭議中，即反映了轉播業者對於平台互斥的典型疑慮，該年透過MP & Silva 與聯

盟協商轉播權契約的博斯電視台，本身是在中華電信 MOD上架的頻道，屬於 IPTV

業者，尚在申請上架有線電視系統，其於協商過程中曾要求聯盟即將開始營運的自建

OTT平台 CPBL TV須採取付費機制，且金額不可過低，從博斯於後續訴訟中表示若

無相關條款限制，對其藉由轉播權爭取有線電視頻道上架之申請規劃不利等語616，可

 
614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615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61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重訴字第 145 號民事判決，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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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博斯所擔憂者，係未來 CPBL TV 將影響其轉播收視，減損其取得之轉播權價

值。而縱使不存在前述有線電視上架的考量，CPBL TV 對博斯轉播中職賽事預期收視

的不利影響，也可能降低廣告商的投入意願，減少非訂閱制轉播業者的主要收益（須

注意的是，此觀點並未考量不同平台之觀眾群體不同，所吸引之廣告商類型理應存在

差異之因素）。而近年設備技術的演進，透過智慧電視或串流連接器，對許多收視群

眾來說，電視逐漸成為線上串流影視內容投放之螢幕裝置，而非僅能用於播出有線電

視、IPTV等特定傳播途徑，此種使用習慣已開始普及617。而此一趨勢必然將使平台

間相互替代性更高，勢必激化既有業者對於與新興業者間注意力競逐的威脅感。 

二、平台互利 

  誠然，由於目前傳播市場處在消費者收視習慣往新興媒體快速趨近的階段，從獲

利角度，權利人或既有轉播業者在考量多元授權時，對於「平台互斥」造成的直觀損

失必然感到擔憂且欲盡力避免。例如中職各隊採行個別交易模式之初，其洽談之傳統

轉播業者，也曾對球隊欲自行發展網路串流平台感到疑慮，並且透過契約條件予以一

定程度的限制618。然而也正因處在此一收視習慣仍在流動與磨合的動態競爭階段，實

際上仍有為數眾多的消費者依賴既有業者提供的途徑收看轉播，加上新興媒體是否有

能力／是否有必要，發展出如過往傳統電視與職業運動轉播間的共生關係，目前也尚

未可知。故也有權利人透過交易授權模式的調整，嘗試在發展新興轉播平台的同時，

減少對既有轉播業者的損害，並透過廣告曝光和商業合作增加彼此互利。以近年 NFL

與 Twitter、YouTube皆連達成的新媒體平台轉播權交易為例，NFL 首先是有明確的策

略目標，其授權新媒體平台是為了觸及更多元的潛在觀眾／鞏固向新媒體靠攏的觀

眾，達到品牌建立／加值的目標619，而非以此取代既有的轉播平台。是以其授權給

 
617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618 李國呈，同註 505，頁 32-34。 
619 Dylan Kerrigan (2016/04/15), What Twitter's deal with the NFL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sports media rights, 

LawInSport, https://www.lawinsport.com/topics/item/what-twitter-s-deal-with-the-nfl-means-for-the-future-of-

sports-media-rights?category_id=112 (last visited: 2020/10/22)；Todd Spangler (2019/09/11), NFL Launches 

‘Game Day All-Access’ Series Exclusively on YouTube, Variety, https://variety.com/2019/digital/news/nfl-

youtube-game-day-all-access-exclusive-1203331087/ (last visited: 202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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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和 YouTube的是「少而精」的賽事轉播權包裹，同時也透過契約確保新媒體轉

播賽事的廣告露出不得對既有轉播業者產生負面影響620。 

  而同為 OTT平台，在商業模式較為類似的情況下，是否也適用前述「平台互

利」的態度與做法？承本研究前文所述，平台經濟使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擁有不同於過

去的跨界影響力，業者欲透過轉播賽事轉化之效益不同，轉化形式也有更多選擇，則

目標群體自也不盡相同621。例如發展自營 OTT 平台的中職隊伍，對於 CPBL TV 和他

隊平台大致抱持開放的態度，認為網路平台透過商業合作和多角化經營的加值，其過

程中彼此提供的服務只要能達到差異化，尚不致於因競爭產生顯著互斥，於此階段尚

且利大於弊622。而本研究亦認為，所謂的「多元」傳播平台，指涉範圍並非限於新興

媒體，而把傳統業者排除在外，甚至，新興媒體也會隨著時間和技術演進而在消費心

中變成舊的。故身處各種傳播途徑匯流的大環境刺激下，傳統業者透過自行開發、再

授權等方式多元發展，除了培養自身既有消費者的新收視習慣，甚至因此得以爭取賽

事的全權利授權，亦未嘗不是身為市場既有參與者藉由多元平台間「互利」所發展出

的優勢623。 

第三節 從授權契約規劃看權利人與轉播業者交易模式的潛在問題 

  對於市場參與者本身，即內容提供者與轉播業者來說，在遵法前提下，其採用之

交易模式是否有能力因應市場的急速變化，是首要考量的問題。本研究所關注的職業

運動聯盟轉播市場，在高度商業化之後，一直是反映整個傳播媒體市場走向的指標產

業。如前所述，當各方影視業者開始在線上串流攻城掠地，優質的職業運動賽事轉播

隨即成為新進業者投入市場、或既有業者拓展版圖的目標產品624（無論目的是宣示意

 
620 Id. 
621 例如同樣是在網路平台置入廣告，統一獅和 Lamigo 桃猿（現為樂天桃猿）的策略即存在差異，前

者將網路平台作為球場實體廣告的衍伸，後者則運用網路技術在轉播畫面中置入廣告。參李國呈，同

註 505，頁 52-54。 
622 同前註，頁 58-60。 
623 本研究前文提及 FOX 集團發展 FOX+、在台灣與 MOD 的合作、取得德甲全權利授權等，皆可視為

此種互利策略的成果。 
624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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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或可帶來實質收益）；相對的，近一兩年間，非典型傳播媒體如 Facebook 或

YouTube，對於運動轉播的態度，則從權利競逐轉向與既有業者進行策略合作625，此

一最新趨勢也反映了隨著市場發展所顯示的，影視串流產業需要前期高額投資，但回

收效率相對低的競爭風險626。在這般日新月異的商業世界裡，透過契約建立明確兼具

彈性的交易授權架構，方是市場參與者持續保有生存能力的有力武器。 

  在法規與執法措施尚未能及的商業運作之處，契約關係對權利運用的規範即決定

了參與者間的利益資源分配。因此在本研究於後續第六章探尋各種監管措施的可行性

之前，先於本節討論權利人／轉播業者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如何透過轉播權交易

模式的規劃，擴大權利可用性和獲利潛能。而由於本研究前文已經花費許多篇幅討論

過市場參與者各種層面的考量，此處將著重於具體的契約規劃建議，並佐以甫於今年

（2020年）10月出爐，我國智財法院對愛爾達與年代 2014世足賽轉播權爭議的判決

見解627，併予探究。 

第一項 授權範圍與市場競爭關係 

  本研究已於第三章介紹過以轉播途徑區分授權範圍的型態與市場現狀，主要有依

不同途徑分別向不同對象授權者，及對同一業者授予全部途徑轉播權利的全權利授權

628。從權利人拓展市場的角度來看，全權利授權等同先授權給一運動媒體經紀商，由

其針對特定地區進行分銷，減少對新興市場資訊不足與人事經營的交易成本629；轉播

業者如欲取得全權利授權，因此種模式的授權金額相對來說必然很高，則須考量自己

是否有足以透過各種途徑進行轉播的技術與平台，或將其他途徑轉播權再授權的能

 
625 Dade Hayes (2020/06/24), Disney And ESPN “Uniquely Positioned” To Move Sports Fully Into Streaming 

– Analyst, Deadline, https://deadline.com/2020/06/disney-espn-should-move-sports-to-streaming-

1202968442/?fbclid=IwAR2HaUpoYDNIYBER9JY4ssWKU-q1uXOCCqaRnP8RNpq3B44N1uQfPEVJFg0 

(last visited: 2020/11/05). 
626 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2019），當串流之王 Netflix 都還在燒錢，新媒體該如何在消費者世代

成功變現？，數位時代，載於：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338/nmea-newmedia（最後瀏覽日：

2020/11/05）。 
627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628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三款。 
629 請參本研究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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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則須考量其所身處的市場本身，是否有能力承接，意即潛在

的被再授權對象是否存在，否則即可能面臨如愛爾達自 2014年以來，取得大型國際

賽事轉播權時，國內非 IPTV、OTT之其他業者，大多無力負擔再授權費用，而無法

透過再授權回收成本的問題。故全權利授權相對有利於有雄厚資金，或本身已有垂直

或水平整合架構的大型傳播媒體集團（參本研究第六章第一節第二項），一方面藉由

其實力所能達到的高度權利可用性，增加與內容提供者協商時的議價能力630，另一方

面則是取得能夠完整覆蓋其有能力掌控之轉播途徑的授權範圍631，以增加自身的權利

運用彈性，達成其運用優質運動轉播內容轉化收益之目標632。 

  由此觀之，2014年中職聯盟委由 MP&Silva進行國內的權利分銷，非全權利授權

利，且未就MP&Silva對國內市場的認知程度進行正確的評估，故未能達到任何最大

化權利可用性的效果，顯不利於聯盟整體發展，從內容提供者（原始權利人）的角度

來看實非最佳決策633。相對的，對身處現今市場的內容提供者來說，其身處地位相當

於取得全權利授權之轉播業者，故增加對權利後續利用的控制力，也成為其採取個別

途徑分別授權的誘因之一634。然而，在影視傳輸技術、轉播型態日新月異、類型區別

也日漸模糊的時代，此種授權模式如於協商簽約時，未能詳加考量數位匯流的技術交

錯和角色多重性，以及因之而生的市場競爭關係，則可能面臨無法有效保障自身權益

的問題。此項即以 2014 年愛爾達與年代間對於世界盃足球賽轉播權之爭議為例，此

案事實所涉雖非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但取得我國全部轉播權利之愛爾達，其後續即係

依據轉播途徑向其他傳播媒體再授權，故此案所衍生之議題與分析，對本研究仍具一

定參考價值。 

 
630 Steven Impey (2020/06/22), Report: Tencent eyes Chinese streaming domination with IQiyi takeoverro, 

SportsPro Media, https://www.sportspromedia.com/news/la-liga-brazilian-tv-rights-deal-espn-fox-sports-brazil-

disney (last visited: 2020/11/05). 
631 Scylla Tsai（2017），凱擘放棄有線電視代理，一年約少 20 億元，打什麼算盤？，數位時代，載

於：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7113/kbro-ott-cable-television（最後瀏覽日：2020/11/05）。 
632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及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633 請參本研究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二、」。 
634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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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爭議源於取得我國全權利轉播授權的愛爾達，將有線電視轉播權再授權給年代

電視，而年代卻將類比訊號轉化成數位訊號，除傳統頻道外，亦於數位頻道上播出，

因而使愛爾達認定其逾越授權範圍635，故將之斷訊636。此紛爭雙方主張的是非與否，

因案件尚在法院繫屬中，本研究在此先不予評價，而聚焦於從中一探以轉播途徑區分

授權的模式在現今可能面臨的問題。 

  該案主要爭點係兩造約定授權範圍時，「傳播途徑」的區分基準為何？細言之，

即為被契約明文排除授權的「數位有線電視」指涉範圍為何？對此，權利人愛爾達認

為應以「傳輸技術」區分，即有線電視係以類比訊號或數位訊號傳輸給消費者（本案

判決稱為「數位傳輸說」），被授權人年代則認為是以「傳輸區塊」區分，意即授權範

圍所排除的，是以數位電視所提供的付費頻道等加值服務（即基本頻道以外之區塊，

判決稱為「數位區塊說」）637。兩方各自說法，皆曾在不同審級獲得法院支持638。有

論者則進一步分析，此案癥結點實際上係愛爾達作為以 IPTV為平台之頻道業者，主

打非單向、互動式的隨選隨看功能，故不欲透過數位訊號傳輸之有線電視，藉由因此

所具有的相同功能，與自身提供服務產生競爭639，此一說法亦得到智財法院最新判決

之認同640。 

  從前述可知，因傳播技術上無法單從服務提供業者本身逕為區分的複雜性，當契

約以「轉播途徑」約定授權範圍，對雙方擁有之轉播權利用彈性、甚至整體平台的競

爭策略皆影響甚鉅。判決中亦呈現出現今市場中，權利人與轉播業者的多重角色性質

 
635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刑智上易字第 4 號刑事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民著訴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智易字第 51 號刑事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重訴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此紛爭相關法律訴訟，包括年代在斷訊後聲

請假處分企圖阻止未果，及嗣後愛爾達提告年代侵害著作權、年代提告愛爾達違約之民刑事訴訟。 
636 前述愛爾達斷訊及年代聲請假處分遭駁回之過程，可參陳子軒，同註 271。 
637 參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頁 13。 
638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民著訴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肯認被授權人年代提出的「數位區塊說」，智慧財產

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則駁回原審見解，肯定權利人愛爾達主張之「數位傳輸說」。 
639 陳子軒，同註 271。 
640 參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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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使得權利人、被授權人甚至被再授權人間彼此間存在愈漸複雜的競合關係642，這

同樣是實務上影響授權範圍考量的重要因素。例如以本案例觀之，權利人愛爾達身兼

轉播者與授權者，其需要授權年代以提高權利可用性並回收高額權利金成本，但其同

時約定排除特定轉播途徑，則是為了確保其欲進一步利用的轉播權商業價值（包括吸

引消費者投入MOD平台藉此排除數位有線電視業者在訂閱戶上的競爭643）。然而，

系爭契約中所稱「數位有線電視」定義上的不確定性644，卻造成身為潛在競爭者的被

授權人對此逕為解釋之空間，進而產生被侵權之不利益及後續的爭訟成本。此案對現

今處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渴望對自身產製賽事之轉播權掌控更多利用彈性與經濟

價值潛力的隊伍與聯盟們來說，深具警示意義，渠等應思考在以「轉播途徑」劃分授

權範圍時採取更明確的定義，將真正攸關競爭優勢的文字明文列入契約中，例如本案

愛爾達所在乎的傳輸技術；抑或考慮從功能性的角度進行劃分（或輔助說明），明定

不能將授權內容以特定型態呈現給消費者、或不能將該內容用於提供特定服務，以達

成趨避上開風險，更有效確保轉播權商業價值之目標。 

第二項 確保權利後續利用的彈性與最適性 

  由於現今的原始權利人，對於賽事轉播權有更多元的轉化收益途徑，此一規劃必

須反映在授權契約中，方能確保其對於轉播權商業價值之控制力。權利人現在有自行

開發平台、與既有轉播業者合作、異業聯盟等多種選項，但傳播技術與市場環境變化

十分快速，原本係為確保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常態收視的複數年契約，可能反而成

為權利人因應新技術運用或商業合作機會時的阻礙645。故建議對於被授權方的權利利

用範圍應盡可能正面表列，或以事前許可條款的方式，保有對簽約時尚無法確定的潛

 
641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 
642 競合關係，意指市場參與者間相互依存，所呈現的動態競爭與合作關係，企業選擇競爭與合作的可

能是同一對象，也可能同時發生。參李雅靖（2016），〈競合策略〉，《中華傳播學刊》，29 期，頁 224-

225。 
643 參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頁 24-28。 
644 雖然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中，已透過詳盡調查，認定「數位有線電視」

的定義在產官學上之共識，但該時此一定義不確定性所造成對方逕為解釋之爭訟風險與成本，仍不可

忽視。 
645 Tom Burrows, supra note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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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可能性的控制權。此一方式，也有助於避免，當轉播授權從獨家走向非獨家的

授權模式，以各種方式利用常態性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消費者之黏著性與注意力價值，

與其他業者進行合作時，所致生相互影響參與者彼此權益的風險646。 

  而對被授權方來說，權利人此一考量雖然是限制，同時也可能成為談判籌碼。可

視其取得賽事轉播權的商業目的，藉此與權利人折衝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更優待遇，例

如專有露出的時段、版位，取得獨家影像，或相異服務使用者間串聯的優惠等647。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中華職棒轉播權交易模式的變遷歷程出發，透過中華職棒從 2014年賽季

開始，逐步建構出不同於以歐美發展為主流的交易授權模式，檢視各聯盟在不盡相同

的市場條件、參與者需求、商業目標，以及多元傳播平台在新興技術、商業模式所提

供的推力下，選擇採取交易模式類型的考量，及影響其等考量之因素。 

  透過此一檢視過程，可以發現無論對哪一種聯盟來說，(1)交易成本都是關鍵決策

考量，但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目標採取的手段，則會因聯盟規模、架構本身的差異，以

及授權布局的策略差異而不盡相同；另外，對內容提供者來說，(2)必須衡量轉播獲利

分配能否有效促進聯盟內部競爭平衡，在多元傳播時代，集中交易模式已非職業運動

聯盟促進競爭平衡唯一或必然的途徑；而藉由交易授權模式的規劃，(3)以促進品牌建

立的效果與權利運用彈性，則呼應了現今多元傳播平台使消費者收視習慣、觸及內容

資訊途徑逐漸轉變的現狀，不同型態的轉播業者，在此趨勢下對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

轉化收益或為其他商業目標貢獻助力的期待不同，因此分別傾向於非獨家授權、全權

利授權、優質權利包裹授權等多樣化、且可交錯運用的交易授權模式；最後不可忽略

的考量因素，則是轉播技術、終端設備的匯流發展，(4)使轉播平台間因互斥與互利的

 
646 Id. 
647 Douglas N. Masters (2019/02/22), How technology is improving the fan experience – and creating legal 

challenges for clubs and leagues, LawInSport, https://www.lawinsport.com/topics/item/how-technology-is-

improving-the-fan-experience-and-creating-legal-challenges-for-clubs-and-leagues (last visited: 2020/11/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140 
 

考量，而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最末，則以我國智財法院對愛爾達與年代案件最新判決為引，予以權利人與轉播

業者在授權範圍上將技術變化速度、市場競爭關係、後續權利利用彈性等因素納入考

量的契約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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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監管考量與侷限 

  本節承繼自第四章第三節以降關於消費者權益之觀點，透過對運動賽事本身的社

會性功能，及更廣泛的資訊知情權此一社會性權利相關規範，試圖探尋競爭法在多元

傳播平台時代下對於轉播權交易模式的侷限，與透過其他監管方式切入的合理性與可

行性。 

第一節 潛在限制競爭風險與對消費權益的負面影響 

  由前一章可知，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進行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授權交易，因新興

的商業模式及獲利途徑而有更多元的考量，歐美典型的集中交易與獨家授權模式亦須

因應不同時空環境、市場條件有所調整，而非必然優先。然而，這不代表過去競爭法

所關切處理的問題不存在，毋寧說，競爭法本來就是隨著商業行為的進化而持續演

進。正如第四章第三節所分析，消費者權益在新興商業模式下呈現的面向與過往不盡

相同，此節則將先就上游業者（包含內容產製者和轉播業者）對轉播權授權交易的策

略考量，嘗試提出可能對消費者權益產生的負面影響及相關競爭法疑慮。  

第一項 綑綁經濟可能降低權利可用性 

  前文曾多次提及「選擇」是消費者權益中重要的觀察面向。現今科技發展與市場

型態皆瞬息萬變，消費者因數位經濟的開放性在市場上的選擇由少變多；然而，選擇

也存在實質上變少的風險，此係由於具有跨市場力量的科技巨擘常見運用的綑綁經濟

（bundle economics648）。有論者指出整體市場趨勢是從「拆分（unbundle）」走向「綑

綁（bundle649）」，並以 Apple為例，說明此類無論是以裝置或搜尋引擎等掌握現今消

 
648 周欽華（2020），從 Fitness+到 Apple One—大綑綁策略開花結果，科技島讀，載於：

https://daodu.tech/09-17-2020-from-fitness-to-apple-one-big-bundle-strategy-bear-

fruit?utm_source=%E7%A7%91%E6%8A%80%E5%B3%B6%E8%AE%80%E6%9C%80%E6%96%B0%E7

%94%A2%E5%93%81%E9%80%9A%E7%9F%A5&utm_campaign=e14003a2a5-

member+email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6c93ea7d0-e14003a2a5-214952929（最後瀏

覽日：2020/09/29）。 
649 此處所稱「綑綁（bundle）」屬於商業上的定義，泛指藉由槓桿將市場力量轉化，實質促使消費者提

高購買量或提高給付單價的一種商業策略。與競爭法上規範的「綁售／搭售（tie-in sales／bundle）」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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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大部分網路相關服務第一步的科技業者，如何藉由將各種服務進行跨界綑綁，在

消費者針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原定消費行為外，激發其掏出更多錢或購買更多其他產

品或服務的意願650。 

  此種型態同樣也適用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尤其當其被視為可以吸引消費者

進入綑綁服務中的產品，或業者藉由提供高畫質、多轉播角度或客製化專屬內容等具

加值服務，使賽事轉播對消費者說產生差異化的價值時651，即足以成為業者進行綑綁

策略的有利武器。例如 Line Today、Yahoo Sports 等綜合性平台轉播中華職棒，皆係

為了促使消費者停留、觸及並進一步使用社群、電子支付等其他經營業務。然而，以

此商業策略為目標取得轉播權的業者，因其目標受眾並非典型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

播消費者，非必然以完整賽事為收視需求，意即不需要收看整場單一賽事或全賽季的

賽事，故此類業者在規劃轉播權授權和運用策略時，考量賽事播出成本（包含製播、

宣傳、頻寬等），實無透過增加轉播比賽場次的數量，或提出更多元轉播方案，以促

進消費者注意力停留之誘因。 

  簡言之，在前述商業型態下，提升權利可用性不盡然與業者運用藉由跨界綑綁轉

化轉播權收益的目標相符。縱使賽事轉播呈現出現在更多元傳播途徑之趨勢，消費者

在賽事選擇的權益未必然因此提升。此一疑慮，由於一般內容提供者會傾向確保其授

權出去的權利可用性，而得以透過與轉播業者的交易條款進行約束，但當內容提供者

成為跨業整合甚至結合的一部分時，在整體經營策略中，權利可用性不見得會是經營

者的優先考量。 

第二項 跨業結合的限制競爭疑慮：變相減少權利可用性與消費者選擇 

  承前述討論，在現今數位平台／注意力經濟的商業模式下，隨著市場中各方業者

 
為相較定義更為廣泛，不一定皆具有違法性。上述區別，詳參邱純慧，同註 495，頁 23-25。  
650 論者認為綑綁經濟之所以能成功促進消費者消費意願，係因企業將以「消費者剩餘」填補「需求浪

費（demand waste）」之經濟學理論運用於商業策略中。參周欽華，同註 648。 
651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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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轉播權賽事轉化獲利的方式，從線性的權利交易與賽事播出（廣告費和訂閱費），

到如今透過各層面的整合達到更長期的效益，從而對消費者權益產生負面影響的風險

也出現不同型態。而企業也可能因考量資源整合效率652、確保供給和需求以加強獲利

控制能力653等因素，而選擇採取結合的形式達成上揭效益，進而導致限制競爭風險、

影響消費者權益的風險和程度提高。 

  此一疑慮並非憑空而生，單就影視傳播媒體市場觀之，水平與垂直結合的案例本

就屢見不鮮。包括 20世紀前期美國電影業從製片商、發行商到電影院的垂直結合

654，嗣後則有 AT&T大量併購競爭者形成其在電信業的獨占地位655，儘管從立法與執

法上均有所回應甚至積極地針對個案予以處置656，併購趨勢與集中化仍未曾停止，並

且隨著傳播媒體的演進而產生跨國性的影響。垂直結合方面，21世紀初期即出現美國

最大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業者美國線上（America Online, AOL），對全球性的影視內

容業者時代華納公司（Time Warner）的併購案657，以及在此案宣告失敗多年後，

AT&T於 2018 年以 850 億美金的交易價額成功收購時代華納658；水平結合方面，近

年則可以看到迪士尼集團陸續併購 ESPN、FOX 集團等內容業者659。足知在時空環境

 
652 學者稱此為「綜效原則（Synergies principle）」。See Carl Shapiro,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id 

Arrow Hit the Bull’s Eye?, In: Josh Lerner & Scott Stern (eds)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REVISITED, at 365, 389 (2010). 另參顏雅倫教授於 2020/10/24 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 109 年度

「獨占地位濫用及垂直交易限制裁判實務與規範之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之專題論文演講中，對 Carl 

Shapiro 理論引介與分析，因作者表示該文為初稿不便引用，特此銘謝。 
653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332-335, 328-329.  
654 Tim Wu，同註 537，頁 121-137, 223-224。 
655 同前註，頁 74-77。 
656 美國競爭法史上兩次對獨占企業的重大拆解（break up）決定，一次為 1948 年最高法院判決要求製

片公司必須將其所擁有的電影院拆分出來，另一次則是經過十年的調查與訴訟後，AT&T 與司法部於

1984 年生效的和解協議，同意將原公司拆解成八個部分。參 Tim Wu，同註 537，頁 223-226, 265-

269。AT&T 拆解案，另可參盧憶（2019），大企業應該被『拆解(Break Up)』嗎？─從 AT&T 拆解案觀

察，黑潮之聲，載於：

https://kuroshiofocus.org/%E5%A4%A7%E4%BC%81%E6%A5%AD%E6%87%89%E8%A9%B2%E8%A2

%AB%E3%80%8E%E6%8B%86%E8%A7%A3break-

up%E3%80%8F%E5%97%8E%EF%BC%9F%E2%94%80%E5%BE%9Eatt%E6%8B%86%E8%A7%A3%E

6%A1%88%E8%A7%80%E5%AF%9F/（最後瀏覽日：2020/10/25）。 
657 江雅綺（2015），由美國線上（AOL）併時代華納（TIME WARNER）談遠傳併中嘉，獨立評論@

天下，載於：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2/article/3190（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58 陳曉莉（2018），法官批准 AT&T 與時代華納的 854 億美元併購案，超媒體集團真的來了!，

iThome，載於：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3852（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59 溫溫凱（2019），Disney+上線重點觀戰指南：迪士尼世紀併購案有哪些佈局與影響？，關鍵評論

網，載於：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071（最後瀏覽日：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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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下，影視傳播業者始終存在透過結合達成商業目標的誘因，而其藉此取得排除市

場競爭者、設立參進障礙的能力，對相關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之疑慮也未曾消失。 

第一款 過往案例：英國天空廣播公司與曼聯結合案 

  在職業運動聯盟轉播市場，也不乏轉播業者對內容提供者向上垂直結合的實例，

美國和歐洲皆有職業隊伍由傳播媒體公司所持有。誠然，垂直結合在競爭法的結合管

制上，因其具有透過將產業鏈中交易內化使成本降低，而有利於市場效率並予以業者

增加產出的誘因，故相對來說不若水平結合直觀地認定有害於市場競爭660；而且在職

業運動聯盟盛行之集中交易模式下，轉播權交易的成交對象非單一球隊所能決定，相

較於一般垂直結合較擔憂發生的投入封鎖（input foreclosure661）致其他業者受到差別

待遇、甚至是被拒絕交易，而被排除於供給來源外所生的限制競爭效果，發生的機會

相對較低。 

  然而，職業運動市場曾出現否定垂直結合的代表性案例，係 1999年英國天空廣

播公司（BSkyB）意圖收購英超豪門球隊曼徹斯特聯隊（Manchester United FC，簡稱

曼聯），惟此案最終被英國貿易及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以獨占

與結合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MMC662）之報告為依據予以否決

663（下稱「天空與曼聯結合案」）。MMC 的理由在於，此一併購案將使得原本在收費

運動轉播賽事市場即具有市場力量的 BSkyB，在英超轉播權競逐中取得優勢，由於英

超賽事轉播權在賽事轉播權市場中屬於具有高度商業價值及市場驅動潛力的產品（a 

key media asset with further growth potential），如其他競爭者喪失獲取權利的機會，同

 
660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380-382. 另有論者稱此促進競爭效果

為「消除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意即將原本上下游事業進行交易時的邊際成本加成，

藉由結合轉化成內部要素投入，而得以減少交易成本。參胡祖舜，同註 272，頁 380-384。 
661 胡祖舜，同註 272，頁 381, 385-389。「forclosure」除「封鎖」外，亦有學者譯為「排除」。參陳志

民（2020），〈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廖義男、黃銘傑主編，《垂直限制競爭與資訊時代下之

競爭議題》，頁 402，台北：元照。Also see E. THOMAS SULLIVAN &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76, 

at 334.  
662 此機關為英國現行競爭法主管機關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的前身。 
663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Press Release P/99/309, Blocks BSKYB/Manchester United Merger 

(1999/04/19). As cited in Peter Mottershead, Play To The Whistle – The Proposed Meger Between Manchester 

United Football Club and BSkyB, 31 UE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13-1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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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表其失去面對 BSkyB 的競爭力664。且MMC 關注的層面不僅限於轉播權交易市

場與賽事轉播市場，更及於對球隊所在之運動市場的潛在衝擊，其認為由傳播公司擁

有球隊，可能影響聯盟做出非以運動市場有利為出發點的決策665。 

  從前述案例可知，職業運動球隊與轉播業者的結合，縱使在集中交易模式下，仍

有被認為對下游市場產生排除競爭者及參進障礙之可能性。先不論各地區執法條件之

差異性，單以此案事實觀之，本研究認為天空與曼聯結合案在當時的特別之處，可能

原因在於收購方（即 BSkayB）本身在英國國內之職業運動付費轉播市場，即具有將

近獨占之市場力量（其當時坐擁英超 4年之獨家轉播權），被收購方亦屬於聯盟內無

論賽場內外，實力皆屬於金字塔頂端級別的隊伍。加上此時的轉播權交易尚未受嗣後

歐盟執委會之決定所拘束，一方面其交易過程毋庸遵循執委會要求的公平透明原則，

另一方面亦毋庸分包而得以對特定對象進行完整的獨家授權，故考量雙方在各自市場

之影響力，而獲致此結合案對 BSkyB 持續掌控轉播權交易競爭上之優勢顯有助益，

而將進一步損及市場競爭之結論。有論者則認為，因同時也有其他傳播媒體業者欲收

購英超知名強隊之消息，而皆於此案決定出爐後不了了之，得認此一否准決定亦有市

場嚇阻之目的與效果666。 

第二款 現今結合型態與其衍生之限制競爭疑慮 

  時至今日，結合型態和限制競爭風險也隨著商業模式變化和市場角色的多重性而

更加複雜，本研究前述獨家授權的限制競爭疑慮，亦可能透過企業間的結合與集團內

的整合形成。 

  以迪士尼集團近年先後收購 ESPN、FOX等以運動賽事轉播為主力業務的公司為

例，由於迪士尼本身即擁有大量影視內容權利，直觀上會先以同一市場的水平結合相

 
664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Group plc and Manchester United PLC: A 

report on the proposed merger (Cm4305), para 2.251 & para 5.36 (1999). 關於此案另參 Chris Gratton、Peter 

Taylor，同註 60，頁 212-214。 
665 Id. para 2.251. 
666 Peter Mottershead, supra note 663,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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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予以檢視。不過，從迪士尼打造全球影視娛樂帝國的其他行動綜合以觀，其透

過此些結合行為所欲達成者，並非僅是內容市場的獨占，而是藉由收購所取得的影視

內容權利，拓展其在串流市場的版圖。而本研究前文所介紹，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即

時性、獨特性、黏著性、常態收視慣性等經濟特質，即為最有效的武器，例如推出

ESPN+透過線上直播運動賽事為其目前主力推動的 Disney+打前鋒667。然而過程中對

轉播市場之競爭及終端消費者權益的影響，則可能因地區條件差異而異。一方面，迪

士尼與 FOX的結合案在阿根廷與墨西哥皆受到競爭法執法機關的質疑而尚未得到許

可，其理由係基於地區轉播市場結構分析，擔憂結合導致過度集中化668。另一方面，

結合對消費者權益所生之威脅，則來自於當前數位匯流的現狀。儘管大眾收視習慣逐

漸趨向新興傳播平台，但仍有非常多的消費者透過既有途徑收看賽事轉播，意即在傳

統電視仍是主要獲利來源之前提下（付費電視頻道訂閱費用或有線頻道上架授權費用

等），迪士尼在拓展新興傳播平台的同時，亦無法完全放棄既有業務的經營，此時面

臨的是新興業務無法補上既有客群流失缺口，但經營成本仍居高不下的問題669（包括

轉播權權利金，及包含技術、人事、廣告交易等經營成本）。而從 MLB TV 的訂閱戶

數量為全美串流平台第四多670，可知持續投入更多具吸引人的內容和提升服務品質以

培養消費者的多元收視習慣，應為具有可行性之長期方案；然而，於此同時，在全球

性集團的商業取捨下，較小的市場則可能面臨邊緣化甚至直接捨棄的命運，導致消費

者選擇減少，而當地轉播市場內其餘業者不見得有能力補上此一需求缺口，對整個運

動轉播產業鏈來說影響甚鉅。例如台灣 FOX體育台即於今年（2020年）宣布將於隔

年撤台，全面退出我國運動轉播市場671，由於 FOX在台灣長年以來，曾轉播多項國

 
667 陳曉莉（2018），每月 4.99 美元的 ESPN+訂閱服務下周登場，迪士尼品牌明年跟進，iThome，載

於：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2250（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68 Alex Taylor (2020/10/12), ESPN/Fox merger rejected by Argentina’s competition watchdog, Sport Business, 

https://www.sportbusiness.com/news/espn-fox-merger-rejected-by-argentinas-competition-

watchdog/?registered_metered=1 (last visited: 2020/10/26). 
669 Alex Weprin (2020/10/23), Is Disney Playing For Keeps With ESPN?, The Hollywood Reporter,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is-disney-playing-for-keeps-with-

espn?fbclid=IwAR2ABnSXwobeM_OwWtZz-4Vz8veNd6sZIhEjTOlDJdE30XcFKPVPr4V-fVk (last visited: 

2020/10/26). 
670 李國呈，同註 505，頁 1。 
671 龍柏安、葉冠吟（2020），FOX 體育台：2021 年 1 月 1 日終止在台營運，中央社，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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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熱門運動賽事，包括美中台職棒、歐洲各國足球聯賽、網球大滿貫、國內各項學

生運動聯賽等，對台灣運動迷來說是震撼彈。 

  將視角轉回台灣，可以觀察的實例則為中華職棒的球隊富邦悍將，其係於 2017

年由富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集團」）所收購672。而富邦集團在傳播媒體

領域的觸角甚廣，同時經營電信商／網路提供商台灣大哥大（台灣固網）、有線電視

系統商凱擘大寬頻、三家頻道代理商673、電視頻道（momo 親子台、winTV、momo

購物台）及 OTT串流平台 myVideo674，可知其已將多元傳播平台時代，從內容產

出、網路提供到平台本身的整個產業進行縱橫串連，且不僅是職業運動轉播產業鏈，

加上其對運動賽事以外其他影視內容製作的投資675，事業版圖幾乎橫跨整個影視娛樂

產業。與前述迪士尼相同，對富邦集團來說，職業運動轉播的定位應係驅動其他事業

拓展的關鍵產品，然而其本身又擁有職業棒球隊，加上中華職棒係採取個別交易，其

經營之 winTV、myVideo 取得富邦悍將主場賽事轉播權676即屬集團內部業務，得以內

化交易成本677。 

  若純粹援引前述天空與曼聯結合案執法機關的觀點，富邦集團目前的垂直結合型

態，目前應不致對轉播權交易市場及賽事轉播市場產生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原因之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0215007.aspx（最後瀏覽日：2020/10/22）。 
672 Wikipedia, Fubon Guardi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bon_Guardians (last visited: 2020/10/26). 
673 富邦集團曾擁有四家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坐擁全台頻道代理第一名的市占率，惟其中兼營系統業

者的凱擘，已於 2018 年宣布退出頻道代理業務。參陳柏樺（2017），凱擘退出頻道代理 背後的兩大盤

算，今周刊，載於：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711220007/%E5%87%B1%E6%93%98%E

9%80%80%E5%87%BA%E9%A0%BB%E9%81%93%E4%BB%A3%E7%90%86%20%20%E8%83%8C%E

5%BE%8C%E7%9A%84%E5%85%A9%E5%A4%A7%E7%9B%A4%E7%AE%97（最後瀏覽日：

2020/10/26）。 
674 Scylla Tsai（2017），富邦影視娛樂媒體王國全面解析，數位時代，載於：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6723/fubon-ott-momo（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75 林彤婕（2020），台灣大 myVideo 坐穩 OTT 龍頭 總座喊：3 年會員要達千萬，蘋果日報，載於：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00826/ZNU7BD4PBZBBDMOZRD2FWZT6FQ/（最後瀏覽日：

2020/10/26）。 
676 富邦悍將 2020 賽季轉播權，有線電視部分由 MOMO TV 轉播，OTT 除了 myVideo 外，尚有 Elta 

TV、Yahoo Sports 等平台。參富邦悍將棒球隊官方網站，載於：

https://www.fubonguardians.com/content/masterpage/Index（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77 從富邦集團之事業版圖規劃觀之，並不似 MLB的紐約洋基隊或西甲的皇家馬德里之自營電視台，

以轉播本隊賽事為主要目的。球隊賽事轉播應係其自營轉播平台的影視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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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富邦在賽事轉播方面，沒有像 BSkyB 擁有具獨占性的市場力量，之二則係中華

職棒所採的個別交易模式將轉播權之商業價值稀釋，縱使中華職棒為我國本土唯一職

業運動聯盟，然而在系爭球隊在運動賽事市場上並無獨占力量的前提下，該單一球隊

之轉播權，應不會被認定為具市場驅動力之高價值產品。 

  然而，若將富邦集團旗下所有傳播相關事業併置以觀，則會出現系統業者對其他

頻道代理或頻道業者具有垂直契約限制的能力678、電信業者得藉由綑綁其他服務的方

式，將用戶串引至其自營 OTT平台等情形，此一市場力量無論是對於上游授權方，

或下游消費者來說都不可忽視，所可能衍生之競爭法疑慮有待未來持續觀察。另外，

富邦集團旗下之台固媒體於花蓮提供搭載有線頻道和隨選功能之 OTT服務所生爭議

679，也反映了多元傳播平台間愈漸模糊的市場分界難題。 

第二節 運動賽事的社會性功能與轉播賽事的資訊知情權保障 

第一項 運動賽事的社會性功能與價值 

  在討論競爭法於現今對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監管手段前，本節欲先行探究「運動

賽事」本身的社會性意義與功能。此係因前文爬梳了職業運動聯盟建立以來與傳播媒

體的互動、及其邁向高度商業化的進程，並分析其交易型態與商業模式在經濟與法律

因素交互影響下迄今之發展，而得以認知到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於現今市場中可能面臨

的問題，此時正適合回頭檢視，是否存在其他因素支持職業運動聯盟及其與傳播媒體

產業的共生體走到今天？又，對本研究來說，更需要藉此進一步探問的或許是，到底

在這個娛樂資訊途徑爆炸、注意力不夠用的時代，運動賽事與其他影視內容同為競爭

 
678 今年（2020）甫發生富邦集團旗下台固媒體之系統商，下架競爭者全國數位兼營代理之頻道，以及

富邦擁有之頻道代理商，聯合以授權費未依約給付之名義，要求競爭對手下架頻道。參彭慧明

（2020），下架頻道 富邦蔡明忠強槓年代練台生，經濟日報，載於：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918484（最後瀏覽日：2020/10/26）；陳世昌（2020），蔡明忠

全面封殺練台生！「全國數位」狀告「泛富邦」違反公平法，ETtoday 新聞雲，載於：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006/1825497.htm（最後瀏覽日：2020/10/26）。 
679 彭慧明（2020），台灣大以 OTT TV 播有線內容 立委要求 NCC 嚴管，經濟日報，載於：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916336（最後瀏覽日：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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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為日復一日彷彿無限增生的影視產品之一，為什麼我們需要在當下的商業模式

框架下討論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監管？相較於其他亦以娛樂為主要功能取向的影視產

業，特別思考其相關權利交易、開發與利用的實益究竟為何？ 

  實際上，關於運動賽事及其轉播相對於商業層面的社會性功能與價值（social 

function and value），過往在各領域均有研究成果，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傳

播學和公共政策等680，由此已可想見運動賽事及其轉播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層面

十分廣泛且深遠。學者們大致從各領域所關注的不同面相，整理出彼此間不盡然互斥

甚而有所交集之見解，包括其做為一種大眾娛樂，個體得以從參與過程中，藉由其生

活之地域、型態所建立的關聯性，建立社會中不同群體間的連結與凝聚（social 

connection / inclusion），促進認同與歸屬感681；同時其亦能反映社會的多元性，無論

是聯盟、球隊或選手，都得以透過比賽表現和形象傳播，成為個體或特定群體對於自

我認同的一種表徵，從而將不同群體間在賽場外的對立或互動關係，藉由賽場上的競

爭和互助關係加以詮釋與抒發682。另外，有學者也指出運動賽事相較其他影視娛樂，

得以更有效達到上述目的與功能的原因，在於其在閱聽時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特性，能

夠更廣泛且有效地觸及跨地域的觀眾並使之產生共感683。而從法制與政策面，則因運

動賽事對於大眾生活健康，以及穩定社會甚至促進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故歐美各國及

歐盟本身，多有提出促進運動普及、運動產業發展的政策684，甚至是直接透過立法將

規範及於職業運動聯盟的運作（例如前述法國《運動法（Code du sport）》685、土耳其

《Law No. 5894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uties of TFF》686）。 

  而前述運動社會性功能的推廣反映在賽事本身，除了賽事組織、場館建設、促進

 
680 See generally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52-54. 
681 Id. at 52-54, 65-66. 
682 Id. at 52-54, 59-65. 
683 Id. at 54. 
684 歐盟層級之政策綱領，例如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歐盟執委會於歐冠案中引述之「赫

爾辛基運動報告（the Helsinki Report on Sport）」，參前註 452。各國相關政策 See generally Id. at 54-58. 

Also see generally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34-48. 
685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 
686 See supra note 6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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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進場等層面，轉播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賽事轉播能夠將前段所述，無

論是作為個體或群體的認同感加以擴大，因此在運動轉播方面，政策上歷來較著重的

是免費電視此一收視途徑的普及687。此點從英國的職業運動發展更能夠看出其脈絡，

簡言之，該國職業運動的建立與初期發展著重在社會性功能，故發展前期的賽事轉播

也是由公共電視台 BBC 負責688；但時至今日，英國最高層級之足球聯賽在改制為英

超後，已逐漸成為全世界商業化最成功的職業運動聯盟之一，是以，政策考量勢必得

在市場機制與轉播普及性所承擔的社會性功能間拿捏，同時亦無法忽略多元傳播時代

下商業模式與收視習慣改變帶來的影響，例如對現今的收視大眾來說，免費收視途徑

不再只有免收費電視此一選擇。 

第二項 各國法規對資訊知情權的保障 

  本研究於第四章第三節討論消費者權益之不同態樣時，即曾述及資訊知情權

（right to infrmation）之內涵，及其之於職業運動轉播，在市場機制運作下，為了保

障消費者權益，有其存在與發揮作用之必要性689。而前項介紹之運動賽事及其轉播承

擔的社會性功能，於傳播政策上的實踐，則與資訊知情權的保障有其重合之處。易言

之，資訊知情權之實現，在於盡可能促使普遍大眾得以透過傳播媒體接收到特定內

容，而運動賽事之社會功能，即係市場機制運作下，大眾對其所具有之資訊知情權得

被特別加以保障的立論基礎。本項將分別簡要介紹歐美在傳播法規上，於不同市場條

件下對資訊知情權採取相異之保障模式，據此於後續第七章中思考，這些規範適用在

現今職業運動賽事轉播市場中是否妥適，及縱使規範或許不夠完善，其規範方法上是

否仍有值得汲取學習之精神（參本研究第七章第四節至第六節）。 

第一款 美國：《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之必載義務 

「必載（must-carry）」是透過法令要求，使特定內容能夠平衡地出現在不同傳播

 
687 See generally TOM EVENS, PETROS IOSIFIDIS & PAUL SMITH, supra note 219, at 68-84. 
688 請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689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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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政策手段之一。美國的必載義務規定於《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690》，

該法中明文表示立法背景源於有線電視系統具有國內傳播媒體市場的獨占力量，且有

線電視業者本身也存在高度集中化和垂直整合的現象，使公共電視頻道（由地方傳播

媒體業者所經營）難以出現在觀眾的收視選擇中691。由此可知必載義務的本意，是藉

由要求有線電視業者上架一定數量的公共頻道，課予其載送特定內容的強制義務。由

於其同時須承擔傳輸成本，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言論自由產生一定程度之限制692，

因此該法於 1992年修正前，予以負必載責任的業者在著作權侵權責任上的豁免693。 

然而，規範兩端的業者間事實上存在對於廣告商的競爭關係，故當公共頻道播放

的商業內容逐漸增多，且非以具公共性的內容為主時，前述必載義務中的免責條款，

卻使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得以近乎零成本獲取來自公共電視台播送的內容，並從中獲取

收視戶訂閱及廣告收入等經濟價值，等同要求公共電視業者補貼有線電視業者（an 

effective subsi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ble systems by local broadcasters694）。反而被認

為會造成傳播媒體市場的競爭失衡（results in a competitive imbalance695），已經不合時

宜，因此於 1992年修法賦予公共電視台對其播放之商業性內容的「再傳輸同意權

（retransmission consent）」，使雙方從強制且無償的授權關係，回歸商業機制進行協商

696。是以，雖然必載規範具有確保免費電視此收視途徑持續存在，及促進多元傳播管

道等保障資訊知情權相關之公益目的697，但法規的修訂歷程反映了當市場競爭環境轉

變，美國傾向於相信傳播媒體市場商業機制的自主運作，透過將公共性內容的必載義

務與商業性內容的授權脫鉤698，以解決原必載規範造成的市場競爭失衡問題。 

然而該法適用範圍僅限於公共電視與有線電視業者間，不適用於其他傳播媒體，

 
690 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hereinafter “Cable Act 1992”）. 
691 See Cable Act 1992, Section 2(a)(4)&(5). 
692 江雅綺（2018），〈運動法學：由世足賽與奧運賽的轉播戰檢討必載（Must Carry）規範〉，《全國律

師》，第 22 卷第 12 期，頁 17-18。 
693 See Cable Act 1992, Section 2(a)(19). 
694 Id. 
695 Id. 
696 See Cable Act 1992 Section 6(2)(A). 
697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1994), at 662. 
698 江雅綺，同註 69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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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不適用於新興傳播平台。如前所述，多元傳播平台使得消費者接觸內容的途徑

增加，進而促使消費習慣的改變，意即相較於過去僅能依賴傳統電視，一般大眾愈來

愈習於藉由 OTT、IPTV 或智慧電視等新興傳播媒體收看影視內容699（無論係同時使

用或直接取代），此一不可逆趨勢也引發該法以公共電視與有線電視業者為主體之規

範手段，是否得以達到其公益目的之疑義700。 

第二款 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之社會重要性活動清單 

一、必載義務 

  歐盟類似必載義務的規範，可見於 2002年頒布之《有關電子傳播網路和服務的

通用性及使用者權益指令701》，其適用對象包含廣泛的電子通訊網路服務提供者，因

此 IPTV、OTT等新興媒體都在規範適用範圍。該指令與前述美國《有線電視消費者

保護及競爭法》必載義務的主要差異，其一是該指令沒有類似「再傳輸同意權」的規

定，也沒有明文予以必載義務人免責，其二則是要求會員國應制定規範，對負必載義

務的業者予以合理補償（remuneration）702。從其特別強調須給予必載義務人相應的

報酬，且未如美國於修法時考量到，傳播市場交易與競爭型態的轉變將使市場機制中

負必載義務的業者，同時可能從其必載內容中獲取經濟利益，從而賦予雙方衡量內容

授權利益及分配的空間703，可知該指令較偏重鼓勵必載義務所承擔的公益目的。 

二、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歐盟對於確保特定內容於不同傳播平台播出普及性的規範，非僅有前述指令的必

載義務。其於 2018年再次修正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704）》第 14條，針對

 
699 統計資料顯示美國使用網路收看影視內容的家戶比例，從 1997 年的 18%，至 2019 年時已達 87%。 

See Clara-Luz Alvarez, Rethinking Must-Carry and Retransmission Consent Regul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12 

THE LAW, STAT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VIEW 9, at 35-37 (2020). 
700 Id. at 40-48. 
701 Directive 2002/2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2002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hereinafter “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 
702 See 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 Act 31(2). 
703 江雅綺，同註 692，頁 20。 
704 Directive (EU) 2018/180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November 2018 a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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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社會重要性的活動（events of major importance for society），要求轉播權須至少授予

一個免付費傳播媒體業者，以排除付費轉播業者的獨家轉播權，保障大眾對特定內容

的資訊知情權705。雖然條文中未明文指出所謂具社會重要性的活動是運動賽事，解釋

上也包含其他活動（例如全國性慶典或頒獎典禮），但一般認為此條最主要指涉之規

範對象，即為預期有廣大觀眾基礎的運動賽事轉播706。此規範之執行方式，是由各會

員國自行提出具社會重要性的活動清單（major events list），並交由執委會審核通過後

產生前述效力。從各國清單中可以看到除了奧運、世足賽等以國家為代表的大型國際

賽事外，亦有職業運動的國內或跨國賽事被列入其中707。 

  相較於前述《有關電子傳播網路和服務的通用性及使用者權益指令》的必載義務

未明文涉及商業機制的迂迴規範方式，AVMSD 直接針對授權交易的對象與標的內容

加以干涉，限制了權利人的談判空間。這個效果反映在 2011年國際足總（FIFA）及

歐足總（UEFA）向歐盟法院提起的一系列訴訟中708，上揭運動組織不滿英國政府

（當時仍為歐盟會員國）將其主辦的世界盃和歐冠賽事，從小組賽但淘汰賽且不區別

對戰組合，全部納入清單中，渠等主張並非全部賽事都具有對該國視聽大眾的社會重

要性，不加以區別全部列入，將嚴重影響其整體賽事的商業價值。然而歐盟法院最終

肯認歐盟執委會的決定，認為上開賽事雖不必然、也非全部與該國直接相關，但無人

有辦法於賽前準確評估哪些賽事直接相關，理由係因任一之轉播權交易皆遠早於賽事

開始即必須進行並完成，故在轉播權交易階段，市場中的任一方皆無法確認參賽隊

 
Directive 2010/13/EU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in view of changing market realities（hereinafter “AVMS Directive” or “AVMSD”）. 
705 See AVMS Directive, Act 14. 
706 歐洲議會官方文件中，即以重要運動賽事的轉播授權為主軸介紹《視聽媒體服務指令》。European 

Parliament, supra note 560.  
707 例如前歐盟會員國英國所提交清單中，包括由職業隊伍參賽的國內足球盃賽和歐洲冠軍聯賽，以及

職業網球的重要賽事溫布敦網球錦標賽。See 2007/730/EC: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6 October 2007 on 

the compatibility with Community law of measures taken by the United Kingdom pursuant to Article 3a(1) of 

Council Directive 89/552/EEC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ursuit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708 See Case T‑385/07, FIFA v. Commission [2011] ; Case T-68/08, FIFA v Commission [2011] & Case T-

55/08, UEFA v Commissi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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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及特定隊伍在該賽事中是否能持續晉級，此揭不確定因素致運動組織的主張，

無法排除相關賽是對於該國大眾具社會重要性的認定709。從此系列案件中歐盟法院的

決定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法院態度明顯地在運動賽事的社會性功能與商業價值間傾向

前者，延續 AVMSD 以促進和確保大眾資訊知情權的公益目的；另一方面則凸顯如何

認定於該指令下應受特別保障的內容，實際上存在很大的模糊空間。 

  另外，法院雖認同賽事被列入清單中，轉播權可能因失去對轉播業者的「獨家」

誘因而影響其商業價值，同時卻又認為權利人並不會因此負有在任何條件上都必須強

制交易的義務，故其主張對商業價值的影響非必然會發生710。此一自相矛盾的理由，

讓人對 AVMSD 第 14條的實際執行效力打上問號，並且透露出指令雖將對特定內容

須負公益責任的對象擴及至產業鏈最上游的內容提供者，但也未指明此一終局責任應

由內容提供者負擔的疑慮，顯示出 AVMS 僅係概括性要求授權架構中須存在「免付

費」轉播業者，但未對授權交易過程的透明度、公平性，或授權費用、時間等其他交

易條件有任何具體規範。是以，本研究認為法院言外之意，即係其規範目的最終仍必

須依賴市場機制達成711。 

第三款 我國：有線電視與 MOD之必載義務 

我國之必載義務規範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3條，其制定初衷與前述美國

《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類似，皆係政府為確保具公共性質的無線台內容，

能夠透過有線電視系統向大眾播出，故要求對頻道上架具壟斷力量的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承擔相當程度之公益責任，無償載送部分無線頻道712，且同樣有對承擔必載義務的

 
709 See KATARINA PIJETLOVIC, supra note 78, at 135. 
710 Id. at 135-136. 
711 詹婷怡（2018），《台灣通訊論壇 2018》關於國際重要運動賽事轉播，Medium，

https://medium.com/@nicole4532/%E5%8F%B0%E7%81%A3%E9%80%9A%E8%A8%8A%E8%AB%96%

E5%A3%872018-

%E9%97%9C%E6%96%BC%E5%9C%8B%E9%9A%9B%E9%87%8D%E8%A6%81%E9%81% 

8B%E5%8B%95%E8%B3%BD%E4%BA%8B%E8%BD%89%E6%92%AD-d749ee6ad925（最後瀏覽日：

2020/11/01）。 
712 參《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即原《有線電視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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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定有相關免責規定713。然而，其並未如美國修法後賦予被載的無線電視台再傳輸

同意權，因此也差點發生美國修法時所擔憂的傳播市場競爭失衡問題，此即 2012年

愛爾達取得奧運轉播權時，因愛爾達再授權給無線電視業者，有線電視業者以此條款

為據，希冀透過直接必載無線電視頻道使賽事出現在有線電視系統上，變相無償獲取

愛爾達之授權714，以規避與權利人間的商業授權。 

  我國現行規範的另一問題則是如同美國，適用上仍僅限於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業

者間，其他數位傳播媒體如 IPTV、OTT等，是否也應有必載規範的適用，即為近年

因應數位匯流趨勢進行廣電相關法規修法及討論 OTT管制時的爭議之一。從既有法

規來看，針對 IPTV規範的《電信法》和《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均沒有類似必載

義務之法規，反而是在中華電信 MOD依法自訂的營運規章中，有其必須上架無線電

視頻道之條款715，但未如《有線廣播電視法》予以著作權免責。雖然營運規章的效力

並不同於由主管機關制定的法規，但在主管法規欠缺的現況下，相對於有線電視的無

償播送，已形成MOD在與無線電視台協商時的不利條件716。甚至，由於多元傳播平

台興起後，運動賽事多以傳播途徑為區別進行授權，也因而數次引發中華電信 MOD

依上開營運規範支付費用載送無線頻道後，卻因無線台本身並未取得相關賽事的

IPTV授權，而未能使其播送內容中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賽事節目在 MOD上播出717。

 
713 參《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第 2 項。 
714 2012 年之倫敦奧運，係愛爾達首次單獨取得奧運在我國的全媒體轉播權。然而我國之無線電視台均

無力向愛爾達取得再授權，在輿論壓力之下，政府由經建會以「一○一台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推動計

畫」的名義，編列 150 萬美元的預算補助無線台，再加上無線台共同出資 250 萬美元，終於向愛爾達

取得類比與數位高畫質奧運轉播的再授權。而有線電視業者則主張其得以透過《有線廣播電視法》的

必載規範，藉由載送無線台的數位頻道，在有線電視上以高畫質「無償」轉播奧運。參林上祚

（2018），國際賽事轉播愛爾達獨攬 10 年 學者批：無線電視公廣集團角色形同神隱，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1809（最後瀏覽日：2020/11/01）；翁書婷，同註 105。 
71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營業規章》第 25 條：「為維護用戶近用頻道之權

益，本公司應協助未加密或鎖碼之無線電視頻道及無廣告亦不收取授權之非商業頻道利用 MOD 平臺

提供收視服務，且不得向用戶另行收費。」 
716 江明晏（2018），中華電工會盼修法 必載頻道應不分等級，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810310103.aspx（最後瀏覽日：2020/11/01）。 
717 蘇元和（2017），中華電再喊屈: MOD 看不到棒球經典賽，匯流新聞網，

https://cnews.com.tw/%E4%B8%AD%E8%8F%AF%E9%9B%BB%E5%86%8D%E5%96%8A%E5%B1%88

-

mod%E7%9C%8B%E4%B8%8D%E5%88%B0%E6%A3%92%E7%90%83%E7%B6%93%E5%85%B8%E8

%B3%BD/（最後瀏覽日：20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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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無法達到將無線電視的優質內容傳送予 IPTV用戶的普及目的，最弔詭的是縱使

因其有付費而視為一種商業關係，IPTV業者卻無法取得預期的經濟價值。在在顯示

出現行必載法規無法因應傳播市場競爭關係的變化，造成不同媒體間競爭條件的失

衡。  

  另外，我國對之必載義務僅能確保被載的無線頻道內容會在有線電視系統上播

出，無法處理當特定具保障實益的內容，例如重要運動賽事係由無線台以外之傳播媒

體取得授權播出時，如何確保大眾不受付費與否限制皆得以接觸該內容。加上如今的

運動賽事轉播市場，縱使係明顯具有公共性的大型國際賽事，也因為高度商業化促使

權利金逐年增高，在未有政府介入補助的情形下，無論有線或無線電視台均面臨預期

虧損過大而無力爭取授權的窘境，此一困境亦非現行必載義務得以處理，更遑論具有

廣大觀眾基礎關注的職業運動賽事。 

  綜上所述，可見藉由必載義務保障資訊知情權，實無法反映當前多元傳播平台市

場的競爭生態、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授權模式的多樣性及其商業本質。其以無線頻道播

送內容具公益性為前提的規範模式，並不適宜處理運動賽事轉播此種高經濟價值內容

在多元傳播平台上的普及目的。 

第三節 競爭法保障消費權益的監管手段及問題探討 

  競爭法機關或法院面對不同個案必然因事實與時空環境差異，而有其判斷上側重

之面向，不過本研究認為其共同關懷仍是消費者權益。尤其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當

採取集中交易／獨家授權並非理所當然，新興商業獲利模式使終端消費者不再自外於

上游業者間之交易，等著產品出現下游市場中再被餵食內容，權利人和轉播業者的授

權考量皆無法排除對消費者注意力的誘引與鞏固，使轉播權在交易授權階段中呈現的

商業價值更直觀地投射在終端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上。於此前提下，本節欲討論的即

是，現時今刻，競爭法是否存在足夠有效的手段達成包含上開所述面向在內，維護競

爭秩序與消費者權益保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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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相關市場界定問題：從數位匯流談起 

  在本研究第四章即曾初步討論過現今數位平台經濟在相關市場界定遇到的困難，

本項欲進一步聚焦在職業運動轉播市場所面臨的界線模糊問題。本文前於介紹職業運

動聯盟產業時，曾提出隨著多元傳播平台的興起，內容提供者（隊伍、聯盟等原始權

利人）和一般定義的轉播業者間已呈現多重角色的型態，具體來說即為產業鏈的垂直

整合（包含跨業合作或結合）；而單以轉播業者論之，亦呈現不同類型傳播平台間相

互合作，或既有平台業者多角化拓展（甚至成為大型影視集團）的現象，此則為同一

水平層的市場整合。綜上而論，無論垂直、水平甚至多角化整合，皆係「數位匯流

718」趨勢下的必然結果719。 

  職業運動轉播賽事向來係傳播市場中具高度競爭優勢的優質／關鍵內容

（premium content / key content），在數位匯流形成與發展中均扮演重要角色720，自無

可避免在數位匯流下必須面對的競爭議題。包括因產業間縱橫交錯的整合關係、產品

功能的整合甚至綑綁721，致消費者需求非可從單一面向檢視722，在此情況下應如何進

行相關市場界定。而具學者調查，在目前數位匯流下的影視服務市場，除非費用有顯

著差異，否則消費者使用收視平台的依據，逐漸趨向以節目選擇多、較符合需求為優

先723，依據本研究前文之分析，賽事節目轉播市場中的消費者對於產品之替代性於賽

事及平台所呈現的不同特性，即消費者會因對特定隊伍、聯盟賽事之偏好，對賽事內

容的需求替代性較低，但也因此導致其對平台的需求替代性較高724，可見前述數位匯

 
718 李治安，同註 46，頁 165-167。 
719 同前註，頁 168-169。 
720 例如電信商 AT&T 併購擁有眾多主要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時代華納、迪士尼集團併購專業運動頻道

ESPN 和 FOX；中華電信所經營的 MOD 以主打運動賽事轉播的愛爾達電視台為爭取用戶的代表性頻

道；年代與愛爾達之世界盃轉播權糾紛，亦係源於有線電視台發展數位頻道，其功能性與用戶上 MOD

之競爭。 
721 請參本研究第六章第一節第一項。 
722 例如在台灣現今有許多人透過 Line Today 收看中華職棒賽事，但在同時存在以 OTT 模式為主的的

其他選擇下，此一收看途徑的選擇可能是因為可以在同一介面使用 Line 的通訊、商城、新聞等其他功

能。 
723 王怡惠、白卿芬（2019/06）。〈由 SSNIP 檢測來看我國視訊服務市場界定〉，發表於：《2019 中華傳

播學會年會「後真相年代的辯證、矛盾與反思」》，頁 23，中華傳播學會（主辦），台北。 
724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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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的影視服務消費特性，反映在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消費者上更為顯著。而本

研究更傾向認為，是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消費者，本來即存在得以更切合該內容

收看體驗的潛在需求，過去囿於有限的傳播途徑和技術未受到重視，而終在多元傳播

平台時代中得以解放與實現。 

  承前所述，如採取以消費者需求替代性為主要觀察要素的傳統市場界定方法，即

SSNIP 測試法，是否可據此將各種多元平台納入同一市場？對此提問，除了以此測試

法界定相關市場時，必然需要更細緻分析消費者對於各平台間替代關係的數據或其他

佐證，而不得如此率然斷定外，本研究認為尚有其他幾個考量可一併予以參酌。首先

是考量目前消費者對傳播平台的多棲性725，經調查我國消費者之收視習性，具有同時

使用兩種以上平台之趨勢726，多棲性會導致需求替代性更高，使消費者在平台間因費

用變化的轉換可能性更低；但同時，多棲性也可能使得消費者對單一平台的漲價相對

不敏感，或可說相對其他因素來說費用並非主要考量727，而留在原本的使用平台，進

而影響需求替代性的判定728。另外，前述仍持續發生中的產業整合趨勢，也帶來消費

者轉換成本提高的風險729，降低消費者對平台的需求替代性730。 

  另外，在數位匯流趨勢下，以傳播技術／途徑進行市場分類將愈來愈困難。於前

文分析歐盟執委會針對轉播權集中交易的系列案件中，曾介紹執委會在轉播權交易市

場的水平層面，係以賽事性質差異界定相關市場（例如賽事層級、舉辦頻率等）731。

雖然轉播權交易市場實際上與轉播節目市場分屬不同水平層面，但由於其存在同一參

與者，且彼此在多重角色型態下分界也愈漸模糊；且以賽事性質為依據進行界定，也

 
725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 
726 王怡惠、白卿芬，同註 723，頁 21 
727 同前註，頁 33-38。 
728 康陳剛（2020），傳播產業發展高峰論壇／學者呼籲 給 OTT TV 模式空間，聯合新聞網，載於：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959461（最後瀏覽日：2020/11/02）。 
729 李治安，同註 46，頁 168-169、176。 
730 王怡惠、白卿芬，同註 723，頁 4。 
731 是時由於相關賽事仍以電視轉播為主，執委會於決定中對傳統電視以外之其他新興媒體皆以「新媒

體（new media）」概稱，而未對此為進一步分析與界定。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第

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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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貼近前述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消費者以賽事本身為依歸的需求型態，故執委會此決定

採取之方式，或可作為解決方式之參考。 

第二項 執法措施：以 BSkyB案「必須供應義務」為中心 

一、BSkyB案中對不同執法措施之衡量 

  此處所稱之「必須供應（must-offer）」義務，係指要求獲得轉播權的業者，必須

將權利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再授權（sublicense）予其他競爭者，目的係避免有價值之權

利掌握在特定少數業者手中，以促進市場參進、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的選擇、服務品質

等權益732。2010年英國通訊管理局（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下稱 Ofcom）針

對天空電視台（BSkyB）在付費運動轉播市場的獨占力量所作成之決定（下稱 BSkyB

案733），為針對原存在於市場中的職業運動轉播賽事內容授權機制，施加必須供應義

務的知名案件之一。 

  此案緣起，係因在歐盟執委會前述系列案件後，尤其是 2006年英超案後，包含

英國在內各國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已從集中交易搭配獨家授權，依據執

委會要求改為分包授權，且須遵守單一買家原則，以降低原本交易模式對市場競爭的

負面影響。惟，嗣後發現即使在符合執委會決定的條件下進行交易，實際上仍形成價

值較高的包裹（指包裹內的賽事較為齊全或含有預期可觀賞性較高的賽事）由單一轉

播業者，在英超即為 BSkyB 所取得之結果。 

  因此當 Ofcom 經調查認定 BSkyB 在市場中具有獨占地位，且已造成優質內容產

出的限制和超過競爭水平的再授權定價，而有濫用獨占力量之情事734，隨即針對以下

不同執法措施進行評估： 

 
732 See Ofcom (2009), Wholesale must-offer remedies: international examples-Annex 11 to pay TV phase three 

document, at 2, https://www.icasa.org.za/uploads/files/supplementary-submissions-Ofcom-wholesale-must-

offer-remedies.pdf (last visited: 2020/11/02). Also see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202. 
733 Ofcom (2010/03/31), Delivering consumer benefits in Pay TV, https://www.ofcom.org.uk/about-

ofcom/latest/media/media-releases/2010/delivering-consumer-benefits-in-pay-tv (last visited: 2020/11/03). 
734 Ofcom (2010), Pay TV Statement, at 95-97,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1/55470/paytv_statement.pdf (last visited: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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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具體地介入上游的賽事轉播權交易階段（intervention at the rights level735）： 

  此做法與前述歐盟執委會之系列決定相似736，惟有論者認為執委會要求分包授

權的決定成效不彰，僅在形式上將權利分成數個包裹競標，並無法避免該些轉播權

成為特定傳播業者的獨占優勢737，除了英國的 BSkyB 持續一家獨占，比利時的優

質賽事轉播權包裹則由兩家大型業者所瓜分738。故希望進一步限制個別業者對整體

轉播權的獲取比例，要求聯盟依主管機關設定的基準分拆權利包裹進行交易739。然

而，此作法最主要的缺點在於將實質上架空現行的集中交易模式，聯盟因集中交易

而得以控制整體轉播權交易策略的權限將受到嚴重的限制，進而無法達到執委會所

肯認的，集中交易模式在降低交易成本及促進權利運用效率上的優點740； 

(2) 命具獨占力量的業者拆分其垂直整合業務（structural separation remedies741）： 

  企業內部業務拆分，有財務、組織和結構拆分等形式。此案因從財務或組織面

為拆分（financial / organizational separation）被認為僅具輔助效力而不予考慮。而

Ofcom 調查報告中提出結構拆分的具體作法，則是將 BSkyB 的分銷與頻道／內容

業務分成不同公司，以破壞其垂直整合結構742； 

(3) 課予 BSkyB 向第三方授權其擁有之優質節目內容之義務，即為必須供應義務。 

  Ofcom 經評估後認為前兩種措施，雖然可以預期出現顯著效果，但第一種措施涉

及對歐盟執委會決定的否定，及對案件第三者（即聯盟）的干預，Ofcom 認為尚待觀

察後續效果743，而第二種措施則存在實施成本過高且過度介入業者經營等疑慮744。  

 
735 Id. at 464-465.  
736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 
737 Ofcom (2010), supra note 734, at 464-465. 
738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87. 
739 Ofcom (2010), supra note 734, at 466. 
740 Id. at 467-468. 
741 Id. at 464-465. 
742 Id. 
743 Id. at 469-470. 
744 Id. at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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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其決定採取必須供應義務745，此一決定經 BSkyB 和其他廠商上訴後，各方對此

義務之適用和定價機制達成和解746。嗣後 Ofcom 則於 2014年，因為經調查後認定前

述限制競爭效果已有顯著降低，故決定解除此一強制課予義務的措施747。 

二、必須供應義務的適用場域 

  除美國將必須供應義務明定於法規中而適用於不特定業者外748，多數國家的必須

供應義務係由主管機關針對個案作出的處分749。前述 BSkyB 案之所以啟動調查，係

因多家傳播媒體共同向 Ofcom 提出 BSkyB 構成市場競爭限制的申請750，而在其他情

況，此一義務的課予多發生於主要轉播業者間的結合案件中，因主管機關擔憂透過結

合將使市場上具價值的重要權利過於集中，導致其他市場參與者獲得播送優質內容權

利的機會更加稀少，消費者因此被迫只能選擇訂閱特定平台751，故透過附條件允許的

方式，要求結合業者必須依據一定條件將轉播權再授權給其他競爭者，以提高權利可

用性和降低市場進入障礙。例如 Newscorp集團併購義大利付費電視 Stream 與 Telepiu

的結合案752，即係因當事人於結合後所擁有之職業運動賽事轉播權，被認定將使當事

人於市場中具獨占地位，進而被課予必須供應義務的案例。 

三、必須供應範圍聚焦優質內容 

  必須供應義務對於義務人須授權之內容，多以特定之優質內容為限，例如職業運

 
745 Id. at 455-456, .  
746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imited v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1152/8/3/10 (IR) [2010]. 
747 Ofcom (2014), Review of the pay TV wholesale must-offer obligation, at 3-1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2/76081/Review-of-the-pay-TV-wholesale-must-offer-

obligation-.pdf (last visited: 2021/01/26). 
748 《The Program Access Rules》in Cable Act 1992. See generally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28-29.

相關條款經 FCC於 2002 及 2007 年兩度延長後，已於 2012 年到期失效。See Joe Flint (2012/10/05), 

FCC lets program access rules expire, Los Angeles Times, 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envelope/la-

xpm-2012-oct-05-la-et-ct-fcc-program-access-20121005-story.html (last visited: 2020/11/03). 
749 See generally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6, 17, 36. 
750 Ofcom (2010/03/31), supra note 733. 
751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81, 184-185. Also see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2. 
752 European Commission,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EEA 

Agreement - Case No COMP/M.2876 Newscorp/Telepiu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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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賽事或首播熱門電影753，或是直接列舉個案中業者所擁有的具競爭優勢內容754。由

此可見該義務著重特定內容商業性的一面，易言之，此揭內容之所以成為傳播市場上

的優質內容，係因其具有吸引廣大觀眾付費收看的經濟價值，甚至能促使喜好的消費

者為其另行訂閱收看平台，造成消費者一定程度的選擇限縮，甚至綁定的效果，故不

應剝奪廣大消費者以不同價格訂閱不同類型節目組合的機會755，而透過必須供應的再

授權機制，可使得更多元的業者轉播相同內容，市場上才有可能出現更契合個別消費

者需求的產品組合。 

  此觀點的意義在於，在此機制下促進消費者多元觸及職業運動賽事內容的基礎，

不若前項所介紹之必載義務或《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 14條社會重要性清單，純粹

從內容的社會性功能看待756。從而，雖然轉播權近似獨家的地位與價值因此喪失，但

因在此框架下的權利授予並未脫逸於市場機制外，而得以在課予權利人必須供應義務

的同時，更具體地就權利人與其他業者間的交易授權條件制定標準，避免義務的執行

全然回歸市場機制而形同具文。 

四、設定授權費用定價基準的兩難 

  承前所述，可知必須供應義務的運作前提，不意圖以內容在「免費收視途徑」上

播放作為增進特定內容收視普及的解方，而是將重點放在如何使市場上提供的產品型

態，更廣泛地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故其具體手段是對個案中的商業授權機制施加一定

限制，最重要的自然是授權費用的制定基準。此一基準應採取原則性的標準或具體計

算方式，各有利弊，取決於個案主管機關的綜合判斷，也牽涉到事前或事後介入市場

機制運作的妥適性。 

 
753 BSkyB 案所處理者，即包含職業運動賽事外和熱門電影的轉播權。See Ofcom (2010/03/31), supra 

note 733. 
754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2. 
755 Ofcom (2009), Pay TV phase three document- Proposed remedies, at 231-232,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2/49658/paytv_condoc.pdf (last visited: 2020/11/03). Also 

see Ofcom (2010), supra note 734, at 390-391. 
756 請參本研究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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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性標準多係要求定價不得有差別待遇（non-discriminatory）、過程需透明

（transparent）等757，授權費用等具體交易條件仍仰賴當事人間自行協商生成，此種

模式若欲盡可能確保義務的執行力，一般會搭配事後向機關報告予以審查的要求758；

而設定具體定價方式者，則可見於 BSkyB 案 Ofcom 的決定759，在此案中，不僅直接

受約束的當事人 BSkyB 本身，連因該決定獲益的被授權業者，都曾對其決定中的定

價基準提出上訴，爭取更有利的價格形成方式760。此係由於對前者來說，費用設定攸

關其能否回收初始取得授權所投入的高額成本；對後者來說，費用則牽涉其如何規劃

產品組合和對消費者定價，藉此與權利人間進行有效的競爭761。由此可見採具體定價

方式的複雜性與執行難度。 

五、適用必須供應義務的正反考量 

  綜上而論，必須供應義務正視內容的商業性，立基於市場機制運作課予權利人再

授權義務，以此增加消費者轉換平台的可行性和選擇，進一步降低消費者接觸特定內

容的障礙762。從此觀點來看，本研究認為基於職業運動賽事內容本質上的高度商業

性，及其消費群體對賽事內容本身的高黏著度763，必須供應義務實係促進其市場內消

費者權益較具可行性的手段。且在內容涵蓋範圍與執行成果的確保上，也能一定程度

彌補歐盟 AVMSD 第 14 條社會重要性活動清單的規範模式，在要求授權的內容擇定

上以社會性功能為基準的限制，及其一方面概括要求再授權對象須有「免付費」之轉

播業者（非僅以市場內其他競爭者為已足），卻未針對所涉當事人間的交易協商過程

和條件課予其他要求的規範不足764。 

  不過，必須供應義務亦有其侷限，首先其多係個案認定，無法通體適用於整個產

 
757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2-3. 
758 Id. 
759 Ofcom (2010/03/31), supra note 733. 
760 BSkyB v Ofcom, supra note 746. 
761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89. 
762 Ofcom (2010), supra note 734, at 609. 
763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764 請參本研究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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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監管機關處於被動。且無論採取前述何種介入手段，都必然面臨是否過度干涉市

場自由運作與如何確保義務執行效果間的掙扎。如 BSkyB 案之後續，過於明確的定

價機制一方面使各方關係人都因各自欲達成之目的而存有疑慮，進而展開曠日廢時的

爭執；一方面在因應近年傳播市場結構與競爭型態的快速變化上，也顯得彈性不足，

難免因無法及時反映市場現況，而降低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與承擔相關風險之權利人

的投資意願765。此從 Ofcom 基於促進技術創新和確保投資意願的考量，在要求

BSkyB 須提供高畫質賽事內容的條件中，明文予以毋庸適用具體定價機制的例外766，

可見一般。然而，若僅採原則性的標準，縱使有事後審查機制，機關實際上仍難以確

保該義務執行的效果767。 

六、必須供應義務對內容提供者的影響 

而必須供應義務的效力雖未及於內容提供者，仍不可忽略此措施對原始權利人可

能致生之影響。英超聯盟在 BSkyB 案中，曾表達過必須供應義務會減少轉播業者

們，對於具準獨家地位的有價值轉播權包裹的競標誘因，進而將減少轉播權的商業價

值之憂慮768。此一說法是時未被主管機關所採，從事後觀察論之，此決定作成後英超

轉播權費用也確實未見減少，作為聯盟長期主要合作夥伴的 BSkyB更未因此放棄轉

播權競逐。故相較於轉播業者交易誘因減少之擔憂，本研究認為，考量優質賽事節目

在傳播市場相對其他影視內容的價值落差甚鉅，對聯盟來說更實際的憂慮，應係必須

供應義務弱化交易標的之權利轉化收益的能力（包括訂閱戶因此移轉至其他平台、被

授權方後續權利運用的規劃受到影響等），進而被轉播業者以此為由，削弱聯盟於交

易時的談判地位。而對此一危機意識，本研究認為反而有助於促使內容提供者思考授

權策略的調整，在一次性的高權利金收入外，藉由多元傳播平台帶來的技術門檻降低

 
765 此亦為 Ofcom 評估結構拆分不適合做為本案處分措施的原因之一。其他反對採用結構拆分的原因，

包括對 BSkyB 公司的整體營運影響過大，手段執行本身的成本太高等。See Ofcom (2010), supra note 

734, at 465. 
766 Ofcom (2010/03/31), supra note 733. 
767 Ofcom (2009), supra note 732, at 3. 
768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88-1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165 
 

與新商業模式等趨勢，進行更有彈性的權利運用，以開發不同獲利途徑。 

第三項 不同賽制與賽事性質之消費者組成與需求存在差異 

  本研究曾介紹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本身時間跨度長達數個月，且期間賽事密集舉

行，故節目轉播具有長期帶狀播出的性質，消費者對賽事的收視行為則因此會呈現具

常態性的收視慣性769。然而，不同的聯盟會依其運動項目或客觀條件（例如隊伍數

目）採取不同賽制，主要分為兩種。其一為先由各隊依事先規劃之賽程進行季賽

（regular season／home and away season，或稱例行賽770），賽程結束後原則上由勝場

數最多的前幾名晉級季後賽（playoffs771），季後賽則多為兩隊捉對廝殺的淘汰賽（可

能為單淘汰或系列賽），以最終勝者決定該季聯盟冠軍歸屬，例如 MLB、NBA和中華

職棒等聯盟，其短期性、賽事組合不確定、具高度懸念性的淘汰賽等特質，與更廣為

人知的世界盃足球賽較為相近；另一種賽制原則上僅有季賽，並依季賽勝負計算積分

決定聯盟冠軍歸屬，英超、西甲等足球聯盟多採行此賽制，而部分聯盟會在固定賽程

結束後，舉辦決定隊伍層級升降的附加賽，此種賽事也屬於廣義的季後賽，但與前述

決定聯盟冠軍的季後賽舉辦目的不同772。而在前述主要賽制外，單一職業聯盟本身或

跨聯盟間也可能因歷史淵源或商業企圖，另外舉辦以淘汰賽形式為主的盃賽，例如英

格蘭足總盃（FA Cup）、歐冠等773（可能從頭開始即採單淘汰，或分成小組賽和淘汰

賽）。 

  由上可知，縱於同一職業運動聯盟中也可能存在不同性質的賽事（例如大型國際

賽事之代表世界盃足球賽，其雖係短期間內舉辦的單一盃賽，前階段小組賽與後階段

淘汰賽之性質亦存在差異），而消費者的收視行為，甚至是消費者群體本身的組成，

也會因上揭不同賽制和賽事性質而異。一般來說，季後賽相對能夠吸引到更多觀眾收

 
769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 
770 Wikipedia, Season (spor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son_(sports)#Regular_season (last visited: 

2020/11/25). 
771 Wikipedia, Playoff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ayoffs (last visited: 2020/11/25). 
772 Id. 
773 David Goldblatt，同註 22，頁 399-4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209

166 
 

看，因其對戰組合具有強強對決的話題性，相較季賽來說，具有每一場賽事都更攸關

冠軍歸屬的懸疑性，加上媒體集中宣傳帶來的從眾性，都使得季後賽擁有使之前未關

注季賽、甚至平常對運動賽事沒特別興趣的群體也打開螢幕收看賽事的吸引力，其中

最具代表性者當屬 NFL 一戰決定總冠軍歸屬的超級盃。同理，歐冠、國內盃賽等在

賽制上亦具有此種吸引觀眾的潛力。 

  然而，季賽方為建構職業運動聯盟、使其常態運作的基礎。有論者將完整的職業

運動聯盟賽季喻為有固定角色演出、具有多重故事線的連續劇774，消費者因偏好特定

隊伍或聯盟職業，而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個別產品產生的忠誠度775，係源自其

長時間、常態性觀賞季賽的積累；而相較於一般影視內容，職業運動賽事轉播與目標

受眾間距離較小的特性776，也是以季賽觀眾為主要對象；進而，當討論職業運動聯盟

轉播的新興獲利模式，如何將注意力轉化為實體收益及跨業串聯時777，亦係以季賽的

運作模式和消費者特性為核心，申言之，季賽所凝聚的觀眾，方具有本研究前文提

及，透過增加注意力觸及範圍和黏著性而進一步轉化的長尾效應。 

  是以，不同性質賽事間消費者組成必然有所重疊，但細究後會發現此揭消費者需

求間的差異，包括對收看平台的選擇是長期或一時性，透過賽事轉化收益的方式、轉

播得以給予消費者的加值服務等。故監管機關在思考如何介入市場，以促進消費者在

賽事轉播途徑上的選擇時，應將此差異納入考量，或有助於更精準地達到保障消費者

權益之目標。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前章分析之交易模式考量出發，就目前市場發展出的商業模式可能發生的

潛在競爭法問題提出討論。其一是當職業運動賽事轉播被視為對消費者的加值性產

 
774 同前註，頁 31。 
775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776 請參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777 請參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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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異業合作，甚至商業生態系的驅動力時，相關業者透過綑綁經濟可能降低權利可

用性，使消費者實質上對賽事選擇的權益減少；其二則是當業者的策略從整合進一步

延伸至水平或垂直結合，藉此在職業運動轉播市場取得排除市場競爭者、設立參進障

礙的能力。此處從過去天空電視台企圖收購英超足球隊曼聯的案件出發，進一步檢視

現今大型通訊傳媒集團，在收購過程中，藉由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即時性、獨特性、

黏著性、常態收視慣性等經濟特質，作為其拓展市場版圖之武器的趨勢，包括全球性

的迪士尼集團和我國的富邦集團等。在商業決策上可能導致部分消費者被邊緣化、選

擇減少，及垂直契約限制和跨服務綑綁等潛在問題。 

  在更深入了解市場現狀可能的競爭法問題後，本章進入對監管手段上的檢視與分

析。首先就監管上不同於商業層面的考量，即運動賽事的社會性功能予以探討，企圖

從資訊知情權的角度討論不同領域法規對職業運動轉播節目內容的保障可行性，例如

必載規範、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第 14條社會重要性清單等規範模式，及該些

規範在現今多元傳播市場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適用問題。進而以英國 Ofcom

對 BSkyB 課予必須供應義務的決定為例，以其採取的理由為基礎，檢視競爭法在職

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上手段的侷限性，包括不具通案適用效力、介入私人間契約條件

與執行力確保間的兩難等。而此監管侷限，一方面源於競爭法手段的不足，另外則係

因法規或執法本質上就落後於商業世界運作，或各國監管法規、機關權限等結構性限

制778。不過本研究仍肯認 Ofcom 透過 BSkyB 案在市場機制和消費者間平衡的努力，

必須供應義務或可視為一種與職業運動轉播內容及市場經濟特性較切合的監管方式。 

  最後，則是從消費者權益保障的關注共識上，提出依據聯盟中因不同賽制而存在

的相異性質的賽事，考量其個別消費者群體組成和需求不同，進而更細緻區分監管措

施和強度的可能性。 

 
778 例如前述 BSkyB 案，做出處分的監管機關 Ofcom 為英國通訊主管機關，而 BSkyB 也曾主張 Ofcom

對此爭議不具管轄權。See KATRIEN LEFEVER, supra note 326, at 188. 在我國競爭法與通訊傳播領域，分

別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兩個獨立機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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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採行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之考量 

  本研究於前數章所分析之各案例、立法例與市場現況中，歸納出職業運動聯盟賽

事轉播權交易模式採行時之諸多考量，並將於本章，基於此揭考量對職業運動聯盟賽

事轉播權交易模式的規劃與監管提出數項建議。包括聯盟競爭平衡、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標的價值、權利運用彈性、品牌建立與鞏固、市場進入障礙、傳播技術發

展、平台間競合關係、權利可用性及資訊知情權等，影響涉及整個職業運動聯盟轉播

產業鏈，從上游到下游的運動賽事、賽事轉播權及賽事轉播節目的不同市場。而前文

中對於此揭考量，皆係分別從不同章節探討之層面切入討論，故於進入本研究之具體

建議前，將之綜合整理如下圖 10所示，以作為理解後續分析之依據： 

 

圖 10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模式考量之統整779 

第二節 依聯盟規模與制度之發展差異選擇採行集中交易或個別交易模式 

  職業運動聯盟之轉播權採取集中交易模式，雖然如前述諸多案例所言，在競爭法

 
779 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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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違法疑慮，然而，本研究認為基於職業運動聯盟的產業特性，集中交易仍為職

業運動聯盟應納入考慮採行之交易模式。原因之一在於轉播權集中交易得以將權利金

收益進行分配，透過維繫聯盟所屬隊伍間「賽場外」的競爭平衡，以促進「賽場內」

的競爭性，避免隊伍間的財務落差導致賽場內的實力差距，以確保賽事結果的不確定

性。此一產業特性是職業運動聯盟得以持續運作的核心，從美國 1953年 United States 

v. NFL 案中即已受到肯認，得以作為該產業透過單一組織進行集中交易的合理目的之

一，也反映於美國《運動轉播法》、西班牙《第 5/2015 號皇家法令》、土耳其《第

5894號法令》對職業運動聯盟轉播權交易模式的規範中。原因之二則在於交易成本的

考量，將權利集中由單一組織進行交易，並將各隊轉播權整合成一個聯盟品牌下的產

品，能夠有效減少權利人與被授權人間的協商交易成本，促進轉播權交易市場的效

率，歐盟執委會從 2003 年的歐冠案即以此作為集中交易合法的基礎。此一促進市場

效率的考量，也包含集中交易模式有利於職業運動聯盟透過單一品牌拓展市場。 

  不過上述集中交易模式的正面效應，其影響程度會因職業運動聯盟的規模與制度

而異。從規模來看，如歐美等隊伍數量相對較多的職業運動聯盟，其縱使在同一層級

賽事中，隊伍間的知名度、財務狀況差異甚大，也因此存在明顯的賽場內實力落差，

故若未對各隊進行轉播權獲利的統一分配，實力落差勢將持續拉大。透過主要收益來

源的轉播權集中交易進行獲利分配，除了避免或彌補實力斷層的效果顯著，也能夠達

到刺激非強隊爭取成績以獲取更高比例利益分配的誘因；而在交易成本方面，規模較

大的聯盟，因隊伍數量多、談判資源與利益考量的歧異性高，且對戰組合較為複雜，

各隊自行協商成本和難度必然提高，此時透過集中交易模式得以降低前揭轉播權交易

的成本，以及難以達成合意致無法呈現完整賽事轉播的風險。反觀對於規模較小的聯

盟，如中華職棒，其一方面在因目前隊伍數量少，聯盟內的實力平衡問題尚未明確顯

現，加上本身的市場侷限，透過集中交易進行獲利分配的急迫性較低，採取其他措施

即有可能達到聯盟內競爭平衡的目標，反而是個別交易因具有更高度的彈性，而有助

於隊伍依自身需求拓展獲利途徑；而此種規模的聯盟隊伍間，方具有藉由彼此交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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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降低隊伍間協商的交易成本，及確保賽事轉播完整性的可能性。 

  而從聯盟的制度觀之，類似歐洲的開放式聯盟在不同層級賽事中採取金字塔型升

降制度，則因其每個賽季隊伍組成與對戰組合的不確定性，使其需要集中交易模式以

促進轉播權交易市場的運作效率；但北美與中華職棒採取之封閉式聯盟，在此一考量

上則具有較多選擇的可能。 

  綜上，本研究認為，集中交易模式在開放式或較大規模的職業運動聯盟，仍有其

存在必要性，且其限制競爭疑慮，如搭配類似歐盟執委會系列決定之補救措施，則因

如今多元傳播平台致使授權型態從獨家趨向多元，得以達到減少市場集中化和對消費

者權益不利影響的效果。而對於規模較小且採取封閉式架構的聯盟來說，受益於現今

多元傳播平台的發展，獲利途徑更具彈性與多元性，如該聯盟尚處在其本身的隊伍數

量、內部制度及市場規模皆不夠成熟的階段，則有別於歐美以集中交易為主流，採取

以各球隊個別交易為主的模式，亦不失為一個以利於聯盟整體發展的階段性選擇。我

國中華職棒自 2014年以來交易模式的發展經驗，包含透過交叉授權降低各隊交易成

本與違約風險，利用多元授權建立隊伍品牌與拓展獲利途徑，應足供世界各地不同國

家或運動項目之職業聯盟作為參考。 

第三節 從確保權利運用彈性的角度考量獨家或多元授權模式之必要性 

  獨家授權長期以來是用以增加轉播權價值、增加買家誘因的重要手段。然而，在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領域，透過前述競爭法介入與形塑，過去純粹僅有單一買家的

獨家授權型態早已不復見，例如歐盟執委會在德甲案和英超案之決定中，即透過分包

授權的補救措施，要求權利人必須將賽事轉播權分成數個不同內容的包裹予以授權，

且不能僅有單一買家，藉由介入權利人與被授權人的商業關係，打破獨家授權模式造

成轉播市場的過度集中化。本研究認為，此一初衷仍值得肯定，但恐怕無法因應現今

的市場競爭型態及其可能帶來的限制競爭風險，其一為透過權利包裹的價值差異迴避

禁止單一買家的規定，實質上優質內容仍由單一或少數業者獨占；其二則為現今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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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產業鏈的垂直與水平整合／結合趨勢，在未就多元傳播市場競爭現

狀加以考量的情況下，實質上仍可能由單一大型集團或商業聯盟取得大部分途徑與內

容的轉播權。 

  監管考量與建議措施將於下兩節說明。本節從權利人和被授權人角度觀之，認為

應從權利運用彈性的角度思考如何進行授權規劃，此涉及現在已具備多重角色之權利

人和被授權人等業者的商業模式與發展策略。如同前述，獨家授權或類獨家授權在商

業實務中，仍持續對上開市場參與者具有吸引力，其對權利人來說一次性收取高額權

利金、及對被授權人來說獨家佔有直播附隨的高度商業利益，仍為極大的誘因。不過

本研究亦認為，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由於運動賽事也必須與其他影視內容競逐消

費者的注意力，必然須透過更多元或具有使用者基礎的平台呈現賽事，以更廣泛觸及

現今潛在消費者或滿足現今消費者收視習慣的效果。且新興商業模式的興起，也促使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的商業價值不僅限於前述獨家直播的時效性與獨特性，尚包

含因其目標觀眾對之的長期黏著性和特定賽事忠誠性，而得以藉此聚集注意力、轉化

為實體收益或串聯至其他異業服務等長尾效應，我國地區 Line Today 與中華職棒的轉

播合作即係以此目標發展的成功案例。 

  基於上述，本研究認為應以「權利運用彈性」的確保，作為授權規劃時重要考

量，不過關鍵仍在於：由誰掌握此一權利的運用，以獲取前述轉化效益。對權利人來

說，如今權利運用的選項十分多元，至少存在自行開發平台、與既有轉播業者合作、

關係企業內服務串聯及跨業合作等，故本研究認為其應於授權時考量如何藉由授權期

間、授權範圍表列及事前許可等契約條款，保有對簽約時尚無法確定的潛在利用可能

性的控制權；並就不同商業目的選擇不同授權策略，例如考量不同平台間的競爭關

係，以特定技術或服務功能為範圍進行獨家授權，或在以拓展市場為目標的新興地

區，授予全權利獨家轉播權等。而對轉播業者來說，已經擁有對多元傳播平台較全面

布局的業者，例如前述迪士尼或富邦集團，則會傾向取得一定程度的類獨家授權，以

利其以優質運動賽事轉播引導使用者觸及或捆綁其他服務的商業目的；而對於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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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業者，則可能不願意為轉播權投入鉅資，但轉而透過轉播部分優質賽事、該平台

專屬影片，或與既有轉播業者的合作，達到以賽事聚集、鞏固既有使用者注意力之目

的，例如 NFL 與 YouTube、Twitter間的轉播授權交易。而此種合作模式，同時也有

利於聯盟或隊伍在多元授權策略中，減少對既有轉播業者的衝擊。 

第四節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普及措施應考量其商業性與消費者習慣變化 

  如前一節所述，單一或少數業者獨占／寡占優質賽事轉播權，將造成轉播市場過

度集中化，而對消費者來說，除了費用提高或選擇相對減少外，另一衝擊在於該些業

者多為付費轉播，而造成多數消費者無法收看賽事。基於運動賽事具有之社會性功

能，對此一保障大眾對運動賽事資訊知情權考量，在美國與歐盟分別定有《有線電視

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法》之必載義務和《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的社會重大性清單等規

定。然而本研究認為，此二種規範模式，雖皆立意良善，但並無法實質解決職業運動

聯盟賽事轉播普及性的問題。原因在於前者之必載義務要求具獨占市場地位的有線頻

道必載無線頻道內容，暫不論該法是否能適用於新興傳播媒體，單以職業運動聯盟賽

事轉播市場長期發展迄今的現況，有能力向內容提供者支付高額權利金取得優質賽事

內容者，本以有線電視業者為主，故必載義務並無法達成透過強制授權／強制協商等

機制，將職業運動賽事普及於付費傳播途徑以外之目的。另外，歐盟《視聽媒體服務

指令》的社會重大性清單，雖係明確要求權利人不得獨家授權予付費轉播業者，但此

一看似強制授權之規定，並未對當事人間之授權條件，包括費用、期間、範圍等訂定

任何標準，亦未明文說明此此義務是否必然由權利人承擔，或可在後續再授權中實

現。此開種種規範之欠缺，均使之難以真正達成在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權交易中保

障大眾資訊知情權的執行效果。 

  本研究對此疑義，認為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本身所具有之商業性，本就使其相較於

奧運或世界盃足球賽等以國家代表為主的賽事，在運動賽事的社會功能性上立場較

弱。是以在前述採取通案性強制授權／強制協商的規範中，欠缺將職業運動聯盟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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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包含其中的正當理由。當然，這並不代表職業運動聯盟賽事沒有在傳播途徑上

普及的必要性，然而對此可以考慮的問題在於，此種賽事的收視普及，應以何種方式

為之方屬達成目標（符合大眾的需求）？必載規範僅及於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自然早

已不合乎現今的多元傳播市場現狀，然而如有通案規範以保障資知情權之必要，可考

量之方式有二，其一為要求能夠於主流傳播媒體上收看，此方式的潛在問題為近來傳

播技術演進與收視習慣變化快速，其對主流傳播媒體的定義可能無法即時因應當下收

視需求；其二則係確保有足夠的管道得以收看即可，且因職業運動聯盟賽事之商業本

質高於社會功能性，故足夠管道應不以提供免費收看途徑為必要。此方式或可更為靈

活地因應現今多元傳播市場的快速變遷，且因不向使用者收費的 OTT平台愈來愈

多，搭配串流連接器將畫面投放於電視等硬體技術的演進，確實可能存在足夠且得以

達到過去收看體驗的管道。 

第五節 執法機關宜就個案促進再授權機制的建立以增加權利可用性 

  承前所述，本研究認為對於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的監管，更適宜以「增加權利

可用性」，進而確保消費者選擇權益的角度切入。在過去監管機關的努力下，現有交

易機制已非嚴格意義下的獨家授權，而係採分包授權的折衷方式，盡可能減少被授權

方在賽事節目市場的集中性，使此市場之終端消費者得以有更多選擇。然而，此一折

衷方式在市場機制運作下，仍存在形成市場集中化的可能性。原因之一在於職業運動

聯盟賽事的高度商業本質，使本來即具有市場力量的業者在此機制下，仍有高度誘因

將優質內容納為己有，而居高不下的授權費用自然也對其他業者形成難以跨越的障

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目前的多元傳播市場實處於一個動態競爭的狀態，既有業者如

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雖日漸衰弱，仍有不可忽視的使用者基礎，於此同時，新興平台業

者如 IPTV和 OTT TV 亦持續搶進。惟如愛爾達與年代案之智財法院判決所述780，在

數位匯流趨勢下，包含既有與新興業者在內，前述不同技術和服務會相互趨近與整

 
780 參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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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於消費慣性的因素，實際上消費者在不同平台間的轉換成本不減反增（主要是

解除與建立關係、學習和適應，及廠商藉由各種暗示施加於消費者的心理成本781）。

而在此趨勢下，縱使採取分包授權的折衷方式，仍可能使特定內容由單一或少數業者

持有，更遑論獨家授權也可能藉由傳播市場的垂直和多角化整合與結合變相達成。綜

上所述，此揭情形都將發生 Ofcom 於 BSkyB 案調查中所擔憂者——實質上造成極大

部分的消費者無法觸及到特定內容，且若該特定內容為具競爭優勢的優質影視內容，

則該部分消費者等同變相被限縮，甚至剝奪訂閱不同平台的選擇機會，而職業運動聯

盟賽事自屬前述具競爭優勢之內容。 

  故在考量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如何在現有分包折衷授權型態上，盡可能達成促進權

利可用性的目標，本研究認為 Ofcom 於 BSkyB 案決定所採取之方向足資參考。意即

如有個案具有因轉播權過度集中於特定被授權之業者，導致消費者選擇減少、轉換平

台的可行性降低之疑慮時，可課予其向其他業者再授權義務，且須針對個案訂出不過

度削弱其商業價值、及影響其成本回收的定價標準。此種針對個案予以制衡的監管模

式雖然仍有侷限，但相較前一節所述保障資訊知情權之規範，具更有效監督執行成效

的優點，且可避免針對整體產業訂定通案標準，而無法因應市場變化及過度干涉市場

自由運作。且在 Ofcom 於 2014年對 BSkyB案的調查中，顯示針對市場領頭羊企業予

以監督，由於其擁有較高的風險承擔能力，得以既有決定課予義務為基礎，發展出更

符合該市場機制及其商業利益的再授權模式，也確實存在帶動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跟進

效果，進而促進整體市場中再授權機制的建立和達到減少市場集中化的政策目標782。 

第六節 以賽事性質差異區分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措施與監管強度 

  除了不同聯盟採行不同賽制外，同一職業運動聯盟也會依其目的而存在不同性質

的賽事，例如季賽、季後賽、附加賽及盃賽等。而進一步分析此揭相異性質賽事的消

 
781 Pei-Yu Chen & Lorin Hitt, supra note 559. 
782 Ofcom (2014), supra note 747, at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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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組成、收視特性和需求亦不盡相同，故在考量如何透過轉播權交易模式的監管，

以達到保障此市場消費者權益的目標時，本研究認為應考慮從此角度切入。原因之

一，在於不同組成與需求的消費者群體，其監管目標應有差異，例如季賽首要保障

者，或為同質性較高的消費者對收看平台有長期穩定的選擇，季後賽卻是如何確保特

定期間內，異質性高的消費者們的收看途徑具一定的普及性；原因之二，則是現今的

權利人與轉播業者，本就已經開始對不同性質賽事採取不同授權策略和商業模式，例

如 Twitter等非典型轉播業者，其專注於取得場數相對小但最具價值的賽事轉播權包

裹，季賽和季後賽由於受眾差異，商業合作的對象亦不盡相同以最大化轉化收益，是

以在監管上自當能夠因應市場現狀，對相異性質的賽事考慮採取不同型態的監管手

段。例如在再授權義務的課予上，對當事人間契約協商之介入，除授權費用基準外，

亦可從賽事性質差異切入，就不同的賽事性質課予不同強度的義務。例如對於季後賽

型態的賽事，基於其本身具有高度商業性，同時也有更廣泛的普及收視需求，則可考

慮參考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規範初衷，及商業實務上普遍存在於世界盃足球

賽、奧運等大型國際賽事的全權利授權模式，依據消費者對多元傳播平台的使用習慣

現狀，更明確、或以更高的監管強度，要求再授權對象必須包含哪些收視途徑，以確

保在特定期間內，廣泛的潛在觀眾有足夠的收看途徑選擇。 

第七節 未來待研究之相關議題 

  在前述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本研究嘗試在此提出，礙於主題、篇幅與時空條件限

制未能進一步探討，惟與本研究中職業運動轉播權交易之考量攸關的議題，希冀未來

能有機會看到更多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 

一、法規不適用現今競爭環境？ 

  就在本研究撰寫之際，我國運動轉播產業發生一大變化。此事件前文曾約略提

及，即全球性職業運動賽事轉播的領頭羊 FOX集團，宣布於 2021年全面撤出台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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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783。由於 FOX於我國的有線電視系統與 MOD上共有三個運動專門頻道，OTT部

分除曾經營 FOX+外，部分賽事也會於其官網進行線上轉播。轉播權方面，除了國外

知名職業賽事，也轉播於國內極受歡迎的高中大學層級學生聯賽，過去亦曾數度轉播

過中華職棒。故無論從消費者的收視權益、職業運動轉播市場結構、甚至我國運動產

業整體發展來說，都造成難以彌補的巨大傷害。其決定退出之原因，外界普遍認為是

FOX於 2019年被迪士尼集團併購，母集團評估後認為台灣市場連年虧損，經營不

易，故決定全面撤出784。 

  確實，因職業運動聯盟賽事具有橫跨數個月以上常態性播出的性質，在線性頻道

上佔據時段極長，且比賽耗時亦具不確定性，過去極為仰賴專門轉播運動賽事的電視

台以維持穩定地播出。然而以運動賽事為主力的轉播業者，其在營運上因職業運動賽

事轉播權普遍需先支付高額權利金，故必須確保穩定的收益來源，然而我國目前的

OTT運動賽事訂閱尚未形成一個穩定的商業模式（此一消費習慣尚待養成），故無法

仰賴 OTT訂閱費用回收成本。又由於我國目前僅有一實質意義上的職業運動聯盟，

職業運動賽事的轉播雖然具有一定觀眾基礎，但長期在電視傳播及廣告市場上都處於

弱勢，加上有線電視與 MOD間的競爭關係，種種因素皆使得有心經營運動轉播市場

的業者無法如本研究結論所述，得以預期廣泛地在多元傳播平台上提高權利可用性，

優質內容的觀眾基礎也無法明確反映在有線電視或 MOD間的授權費用／分潤機制

上，在在降低業者投入的意願。前述問題牽涉甚廣，包含本研究前引之智慧財產法院

判決中曾提及的，數位匯流下不同傳播平台間對消費者「最後一哩」的競爭特性785，

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我國傳播法規採分類管制下，對於各種傳播平台的規範密度差異致

競爭失衡疑慮、及在相關主管機關執法上，對於既存之垂直結合架構未能有效予以約

束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從過去迄今，都曾間接或直接地導致運動賽事轉播市場參與

者的權益受到衝擊，在現今職業賽事轉播具有多重商業價值的時代，一方面降低有能

 
783 請參本研究第六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 
784 參龍柏安，同註 610610；龍柏安、葉冠吟，同註 671。 
785 參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著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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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業者（不限於傳播媒體業者）的投入意願，更重要的是承受最大犧牲者，永遠是消

費者的權益786。 

二、後疫情時代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轉播 

  同樣是在本研究撰寫期間，全球發生 Covid-19的嚴重疫情，導致線下實體經濟活

動全面停擺，使職業運動產業整體損失慘重787，不過其所牽涉的巨大商業利益和千絲

萬縷的商業合作關係，也促使聯盟與隊伍的經營者們，思考賽事如何在高風險的情況

下進行，使賽事轉播得以持續，以確保聯盟整體財務命脈的轉播權利金以及相關商業

權利的收入788。除了未來在轉播契約上如何透過條款確保此種不可抗力且長期停賽時

雙方的權利，關於職業運動盟賽事轉播市場在此事件中的影響與進展，尚有幾個可供

未來持續觀察的面向： 

(一) 賽事轉播內容的即時性價值造成疫情期間的轉播缺口？ 

  消費者透過傳播媒體收看影視內容是線上娛樂，但內容的產製則須倚賴線下的經

濟活動。電影、電視劇如此，運動賽事亦如是。如今是商業運作高度密集時代，影視

內容的產製與播出時程都經過嚴謹的分析所排定，一環扣一環，前一個內容扣後一個

內容，故當 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發，線下經濟活動停擺，內容的供應也跟著吃緊。

不過，在當下影響最嚴重的，是在運動傳播媒體上，幾乎全年日夜不間斷的職業運動

聯盟賽事轉播。此係因運動賽事直播的即時性，使其無法如其他影視內容得以囤積，

 
786 不過危機也可能是轉機，在 FOX 宣布撤出後，高中體總於新賽季即採取電視轉播和 OTT 轉播分開

授權，且合作之 OTT 轉播業者高達六家，以盡可能使各項賽事都能夠有平台播出。參劉肇育

（2020），HBL／網路轉播 6 平台齊發 開放學校非商業直播，聯合新聞網，載於：

https://udn.com/news/story/7003/4955620?fbclid=IwAR0DjgJjMPZfzX_dhTdc_3ywh8o0kl2rKdMNN9wgvU

h47yHXeM9_jzseuyE（最後瀏覽日：2020/11/06）。 
787 例如英超的 2019-2020 賽季，受疫情影響停賽三個月後，以不開放觀眾入場比賽的方式完成賽季，

個別球隊光門票收入損失就至少達 50,000,000 英鎊。See Dan Roan (2020/09/22), Coronavirus: Fans may 

not be able to return to sporting events until at least end of March, BBC News, 

https://www.bbc.com/sport/54246745 (last visited: 2020/11/06). 
788 在英超停賽期間，曾傳出因賽事未能依契約如期轉播，無論之後恢復賽事能否補完停賽的場次，英

超至少必須向取得轉播權而因此受影響的轉播業者，返還總計至少 340,000,000 英鎊的權利金。See 

Dan Roan, Simon Stone & Laura Scott (2020/05/11), Premier League clubs facing £340m TV refund even if 

season resumes, BBC News, https://www.bbc.com/sport/football/52579299 (last visited: 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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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有在此階段播出應急的「存貨」。此一特性造成的疫情期間巨大的內容供應缺

口，專門運動轉播平台面臨只能拿舊賽事墊檔的窘境。 

  不過，同樣的特性也使運動賽事轉播在後疫情時代，相較其他娛樂性影視內容，

得以更快地回歸傳播平台789。因賽事轉播的時效性同時也代表了產製的制式化，其產

製流程相較其他影視內容因此更具穩定性。另外，中央決策組織即聯盟的存在，也有

助於對整個賽事舉辦流程的風險控管，以相對來說較快的效率制訂出一套適用所有參

與者的規定，並且得以透過既有規範有效監督控管。同時，聯盟也得以透過多方協商

（包括球隊和轉播業者），以確保全部賽事都獲得轉播的配套方式，確保球迷觀賽的

權益790。 

(二) 職業運動聯盟賽事的特性相對能夠因應疫情限制 

  承前所述，全球幾乎所有的運動賽事在疫情爆發後，均面臨停擺和持續舉辦的高

風險。然而，本文所關注的職業運動聯盟賽事部分特性，使其相對來說較能因應疫情

所造成的活動限制。其一是承前所述聯盟的集中決策和制訂規範權限，有助於規劃和

執行賽事舉辦的風險控管；另外則是職業運動聯盟多以團隊為單位，至國內各隊場館

舉辦的賽事，人員移動的風險，相對低於其他透過各方選手聚集方能舉辦的職業賽事

（例如職業網球），且團體活動雖有群聚風險，同時也便於球隊統一管理與及時採行

應變措施。此一內容產出的相對穩定性，面對風險的控制能力等，未來或也可能成為

轉播業者決定轉播權取得時的考量之一。 

(三) 集中交易有利於與國外業者協商交易轉播權？ 

  本研究前文在說明中華職棒交易模式經驗之研究價值時，曾以中華職棒首開 Twitter

直播，成為全世界棒球迷唯一得以收看的賽事為例，說明地域性的本土職業運動聯盟

 
789 以英超為例，其 2019-2020 賽季於 3/13 宣布停賽，於 5 月間達成各隊於停賽期間的訓練防疫規定的

共識，並於 6 月初確認於 6/17 復賽。See Sky Sports, Premier League set to resume on June 17, Sky Sports, 

https://www.skysports.com/football/news/11661/11996065/premier-league-set-to-resume-on-june-17 (last 

visited: 2020/11/06). 
79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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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在多元傳播平台時代下的全球化潛力791。但於此同時，也反映了中華職棒現行交

易模式可能的侷限。因中華職棒係採球隊個別交易，過去未曾有需要向國外業者協商

轉播權的機會，孰料在此意外時刻，中華職棒賽事一夕間獲得全球關注，且確實在該

段期間擁有絕佳的競爭優勢，縱使之後各國復賽後此關注熱潮如預期消退，亦難以否

認。而當時個別球隊紛紛自食其力透過串流轉播部分賽事，自然係對於多元傳播平台

特性的一次絕佳運用案例，也是源於個別隊伍自行掌握權利的運用彈性，方能達成此

次絕佳的對外宣傳效果。然而，當時也曾傳出有國外業者洽詢轉播權授權792，可惜之

後沒有下文。基於本研究前述對於交易授權模式之討論與既有新聞資訊觀察，對新興

市場的授權，基於對當地市場資訊認知不足、品牌行銷重頭開始及交易成本等考量，

較傾向將全部權利委由運動媒體經紀公司或授予單一集團進行後續運用或分銷，則於

前述情形，對中華職棒來說，非國內即可視為新興市場，如與國外業者之授權能採取

集中交易模式，透過聯盟統一進行，或許能達到有效減少交易協商成本之效，也能將

中華職棒整體賽事轉播打包成一個品牌，更有利於交易進行793。當然這僅是事後之

論，卻也是未來中職或其他市場條件較相近之聯盟，進行交易模式規劃時值得納入考

量的因素。 

 

 

 

 

 
791 林曉慧、沈志明、詹淑雲，同註 566。 
792 當時中職聯盟表示曾有國外業者洽詢轉播授權，不過在中華職棒以各隊個別交易轉播權為主體的模

式下，除非當時另有對此約定，否則難認聯盟有代表各隊進行協商之權限。參林宏翰（2020），台灣職

棒紅到美國 促成蔡總統與老同學相認，中央社，載於：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4180015.aspx（最後瀏覽日：2020/11/06）。 
793 首次嘗試在 Twitter 以英文轉播中華職棒賽事的 Eleven Sports 總經理康小玲（目前已離職），對於授

權國外業者轉播之可能性，雖未提及由聯盟主導，但也認為由四支隊伍整合進行方能爭取最優條件。

參盧廷羲（2020），曾單場吸百萬人觀看！中職線上轉播揚名國際，是否續播？背後有 3 大挑戰，經

理人月刊，載於：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9903（最後瀏覽日：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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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民著訴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88年裁字第 835號裁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重訴字第 145號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智易字第 51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重訴字第 17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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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v. Pro Football, Inc., 518 U.S. 23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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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er v. Major League Soccer, 284 F.3d 47 (1st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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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v. Kuhn, 407 U.S. 258 (1972). 

Garber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Baseball, 120 F. Supp. 3d 334, 2014 Trade Cas. 

(CCH) 78 (S.D.N.Y. 2014). 

Garber v. Office of the Comm'r of Baseball, 12-CV-03704 (VEC) (S.D.N.Y. Feb. 27, 

2017). 

Haywood v.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401 U.S. 1204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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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v. Motorola, Inc. 105 F.3d 841 (2nd Cir. 1997). 

National Assn. of Broadcasters v. Copyright Royalty Tribunal, 675 F.2d 367, 377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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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ssn of Review Appraisers and Mortgage Underwriters Inc. v. Appraisal 

Foundation, 64 F.3d 1130 (8th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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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Seals, Ltd. v. Nat’l Hockey League, 379 F.Supp 966, 969 (C.D. Cal. 1974). 

Toolson v. New York Yankees, 346 U.S. 356 (1953).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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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nd the EEA Agreement - Case COMP/M.2876 Newscorp/Telepiu (2003). 

European Commission, Facebook/WhatsApp - Case M.7217 (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commercial rights of the UEFA Champions 

League - CASE COMP/C.2-37.398 (200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media rights to the German Bundesliga - 

Case COMP/C-2/37.214 (2005).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elling of the media rights to the FA Premier League - 

CASE COMP/C-2/38.173 (2006). 

3. 歐盟法院案件 

Case C-149/14P, AC-Treuhand v. Commission [2015] ECR I-717. 

Case T‑385/07, FIFA v. Commission [2011]. 

Case T-68/08, FIFA v Commission [2011]. 

Case T-55/08, UEFA v Commissi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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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imited v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1152/8/3/10 (IR) [2010]. 

Douglas v Hello! Ltd [2005] EWCA Civ 595.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Press Release P/99/309, Blocks BSKYB/Manchester 

United Merger (1999/04/19). 

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Group pl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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