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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共同傳輸公司議題的源起 

 
台灣無線電視發展至今，雖行政院新聞局提出「建構數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

台」計畫，提撥國家預算輔助無線電視五台建構傳輸鐵塔主站及補隙站，但也只

僅於硬體傳輸建設。至於未來數位廣電頻譜如何規劃，及是否要實施製播分離等

議題，仍處於曖昧不明的狀態。 
 
本研究便在探討：台灣無線電視數位化與頻譜規劃、製播分離議題之間的構

連，並進一步思考，若台灣要成立「共同傳輸公司」，借鏡歐洲國家的經驗，未

來會有哪些共同傳輸公司的類型，並試圖分析解讀不同類型所衍生的意向。 
  

 本章第一節將討論共同傳輸公司之議題如何從台灣的情境脈絡中崛起，並從

中解釋共同傳輸公司此一名詞意義，及其與製播分離議題之間所存在的命題。第

二節則從歐洲公共廣電媒體的數位化的過程中，歐盟不同政治組織勢力之間拉鋸

的現象，思考以歐洲經驗做為研究台灣共同傳輸公司議題的適切性。第三節則是

點出台灣與歐洲兩處情境的連結可能，並藉此連結架構，提出研究目的。 

 

第一節 楔子：要角 ( actors ) 

2003年五月六日，立法院通過新聞局提出的「數位娛樂計劃─推動廣播電

視數位化執行方案」，估計共有 4 億 3 千 4 百 萬預算可動支。前新聞局長葉國

興表示，將從 2003 年起，將連續在 5 年內分四階段籌建數位無線廣播電視共同

傳輸公司。目前數位無線廣播電視共同傳輸公司1由公共電視台負責推動。中程

階段為建構全國數位廣播電視轉播發射公共服務系統，遠程階段則發展全方位數

位無線電視服務（陳民峰，2003）。 

 

根據媒體報導，台灣無線數位電視 2004 年七月正式登場，五家無線電視台

將搖身成為十多個頻道家族。透過共同傳輸公司的成立，無線台將從以往的競爭

對手變成「生命共同體」，和有線電視展開對決（吳光中，2004）。前新聞局局長

林佳龍表示：「將研擬『數位電視共同營運平台』法源，輔導無線電視台成立共

同傳輸公司，加強與國外優質頻道合作，以提升內容品質。」（黃兆璽，2004）。 

 
前述的新聞報導中引出了「共同營運平台」與「共同傳輸公司」兩議題，同

時指出它們對於台灣無線電視數位化的作用性。然而媒體會此報導的根據從何而

來，其背後的運作基礎是否合乎台灣現階段的媒體生態則仍有待討論。本節將先

                                                 
1 所謂「共同傳輸公司」為新聞局「數位娛樂計劃─推動廣播電視數位化執行方案」中，將籌建

數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公司列為重點項目，在 2003 年至 2007 年期間，協調統合無線電視投入數

位發射系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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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解釋「共同營運平台」及「共同傳輸公司」之概念，並指出若需藉由兩者引導

台灣無線電視數位化，尚須克服哪些現實層面的問題。 
 
一、共同營運平台 
   「共同營運平台」則涉及到數位頻譜價值及其規劃方式。以英國為例，因訊

號數位壓縮使頻譜的使用範圍擴大，官方評估將有 36 億英鎊的國民生產毛額貢
獻。再者因電視與電信產業在歐洲境內的蓬勃發展，亦成為歐洲各國政府想藉由

數位化進行頻譜再利用的動力。最後則是鑑於美國在數位化後拍賣頻道的收益

(Collins, 1998)，數位頻譜規劃的方式則趨於以開放、有效使用為原則。 
 
   數位訊號的特性之一，便是可透過不同的型式進行傳輸。為求頻譜使用價值

的提升，政府當減低任何一個頻道、內容業者進入市場的障礙，藉由傳輸型式的

多元確保市場的健全，以達到供需之間的滿足 (ibid, 1998)。不過相對於美國的

全面市場化，歐洲各國則寄望數位化後的無線電視轉型為強大的文化事業。 
 
另外政府多保障既有無線電視業者可握有頻譜以加速數位化，但剩餘之頻

寬，則開放給新進業者使用。但是開放的前提在於健全的市場規劃，目前的數位

頻譜規劃模式有二2： 
 
（一） 獨立頻道招標模式 
  申請者若想同時經營數位頻道，需針對頻道研擬營運計畫書，並送交審議委

員會審議。審議委員會則是針對市場狀況，遴選出適合的頻道並發與執照。因

此獨立頻道招標模式的對象，針對的是單一的中小型業者（相較於共同營運平

台模式）。 
 
（二）共同營運平台模式 
  共同營運平台模式，則是以上述剩餘的頻寬區段為單位，分配給一家或兩家

業者經營。與「獨立頻道招標模式」的相異之處在於，經營共同營運平台的業者

擁有的是一整段剩餘的頻寬區段，其業務則在包裹、行銷頻寬區段中的頻道，故

共同營運平台業者即是剩餘頻寬區段的規劃者。那共同營運平台模式如何能促成

新進業者、新服務出現的可能？其關鍵在於，共同營運平台業者的結構應思考產

業價值鏈的鄰近性，藉由水平整合、避免垂直壟斷以發揮頻譜效益 (Marsden and 
Stefaan , 1999)。 

   
根據台灣新聞局釋出的訊息，「共同營運平台」似乎是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未來

的經營發展模式。李秀珠(2001)在無線電視數位化後經營模式與經營項目的研究

中提到，目前五家電視台初步的共識認為相互合作興建共塔有助於減少各項成本

                                                 
2 Digitag網站 Online (April 2005) Available: http://www.digitag.org/about/glob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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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但有關共同營運平台中的頻譜執照取得、規劃及業者經營共同傳輸公司與

共同營運平台的資格與結構則尚未定論。 
 

二、共同傳輸公司 
  所謂共同傳輸公司指涉數位時代中專為電視台或頻道業者上傳節目內容訊

號之營運單位。以英國為例，早期 BBC Transmission 3及 NTL（National 
Transcommunications Limited，以下簡稱 NTL）兩家傳輸公司在英國境內原各自

擁有傳輸塔台但不互相競爭，兩者以互補的模式提供無線電視訊號傳輸服務。 
 
但為因應數位化龐大的固定成本，英國政府則以共塔模式整併兩家傳輸公司

的塔台。此舉立意有二：其一為可在最經濟的條件下擴大無線電視訊號的覆蓋

率；其次因傳輸公司的獲益是來自於廣播電視業者的傳輸費，收費標準則是由英

國電訊部依市場行情訂定，故可避免因為壟斷而造成業者不合理的要價（徐秋

華，2000）。 
 
台灣過去五家無線電視台因為皆擁有自己的類比無線傳輸塔台，且各自負責

經營、維護等工作，故數位化後自然也會企圖建設自己的數位平台，並投入付費

服務市場。但因無線電頻譜仍為全體人民所有，尚須國家政策規劃使用方向，不

應全權交由業者自行發展。但在既有業者仍握有傳輸權的前提下，政府是否能藉

由數位頻譜規劃服膺公共利益則仍存在著變數。 
 
根據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的發展現況，五家無線電視台業者亦進朝共塔模式經

營，並配合政府資助的模式進行數位化的運作。此種模式就現階段的意義有二： 
  
（一） 建置成本的經濟效益 
共塔模式在於使台灣全區只有一家數位傳輸業者，並與其他廣播電視業者簽約

提供節目播送。理論上，各廣播電視業者只需耗費原先預估的五分之一的成本，

即可達到全區傳送多重訊號的目的（前揭書，2000）。另外，也可解決過去舊塔
遷移、新塔興建所需之土地問題、避免重複投資所造成資源之浪費、節省無線電

頻率的使用，及避免頻率的干擾4。 
 
（二）公共建設的義務與責任 
   政府資助無線電視數位化另一個目的，即在改善既有無線電視訊號收視不良

的困境。台灣地理環境多屬高山地形，再加上高樓林立，在都會地區亦可能產生

收視死角，影響電視訊號的傳送與接收。自民國 1993 年起，台灣政府開放無線

                                                 
3 BBC本為製播一體之營運模式，但在 1997 年 BBC將自己的傳輸部門 BBC Transmission進行

私有化，並以 3千 980萬美金賣給國際網路公司 Crown Castle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 CCI）。參

考網站 Online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http://www.cmcnyls.edu/papers/bbcpriv.htm 
4新聞局網站 Online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http://www.gio.gov.tw/info/radiotv/book92/index.ht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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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頻道政策，於 2001 年研擬全區無線電視數位化政策。並計畫興建一座

可節省空間、集中管理且便於使用的「廣播電視共同鐵塔」之公共建設，以維護

民眾接收權益5。 
 
台灣與英國在共塔模式的不同之處，在於製播分離制度的有無，也因此衍生

出進一步的問題：施行製播分離的英國其目的除企圖減低數位化的建置成本，另

一方面也服膺了由歐盟所制訂之數位媒體政策，故需釐清共同傳輸公司與電視公

司之間的結構關係。有關台灣共同傳輸公司成立後之樣貌，亦將受到製播分離制

度的採行與否及其實際的落實狀態所影響。因此要談論共同傳輸公司此一要角的

作用性，則尚須思考製播分離制之施行立意。 
 
如此一來可知，共同傳輸公司結構型態將與頻譜規劃政策互為影響，以致影

響未來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的樣貌。因此，共同傳輸公司的建立，將涉及到「製播

分離制」與「頻譜規劃」的政策研擬，並需深究兩者對於台灣無線廣電媒體數位

化的過程中之意義與落實狀態。本研究試圖藉助歐洲數位化之經驗做為台灣發展

的啟發，但做為借鏡的歐洲其適切性為何，本章第二節將繼續討論這個議題。  
 
  
第二節 起源於歐洲公共廣電制度的共同傳輸公司 
     
    在本論文已提出一個前提：若要探討台灣共同傳輸公司之建構意涵，則需回

到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的脈絡進行對照。本節除說明此前提的合理性外，亦

企圖探討原以公共廣電媒體為頻譜規劃為基礎的歐洲，其面臨數位化的變革時，

歐盟不同內部勢力因為頻譜規劃議題而出現的拉鋸現象，尚點出了哪些可供分析

台灣情境的思考點。 
  
一、政治整合下的歐洲與公共廣電媒體 

 80~90 年代初期，公共廣電媒體除代表一國文化象徵，亦肩負公眾啟蒙的責

任。在另一方面，又承襲 Habermas公共領域的思維：廣電媒介應成為一個可以

自由集會、討論、溝通以形成意見，是一種形成民意或共識的生活領域。其要件

是所有的參與者都有平等表達意見的權利與機會。參與者是由一群私人身分的個

人，透過自主性聚會所形成之公共團體。討論的內容皆以批評國家政府以及公共

事務之議題為主，進而能夠體現民主社會追求理性、自由、正義與道德的價值

(Habermas, 1981)。     
 
為了維護此一體制的獨立性與功能性，各國無不設立相關法律條文以限制、

保護公共廣電制度在結構以及運作上的獨立性與功能性。在此時期公共廣電制度

                                                 
5 新聞局網站 Online (December 2004) Available:http://www.gio.gov.tw/info/radiotv/book92/3-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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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知的公共利益，是一種近似父家長式的保護心態以體現民主公共領域的目標

精神（鍾起惠，2003）。在概念上定義公共廣電服務應該具備什麼樣的原則本有

著長久以來的爭論，但在參考早期的歐洲公共廣電制度的運作背景後，可推論歐

洲公共廣電媒體在過去除藉著獨佔獲取營收外，也同為一國的文化象徵。 
 
隨著時空的演變，若公共廣電媒體仍以維護公共利益為己任，研究者或可藉

由公共廣電制度及其處情境的轉變，檢視歐洲公共廣電媒體角色定位的變化。而

這樣的變化來自於： 
 
1.  歐盟的成立及其勢力逐步延伸至影視政策的制訂。 
 
2.  90 年代中期適逢數位科技的突飛猛進，公共廣電媒體身處多媒體、多頻 
道競爭的生態環境。 

 
 因此歐洲公共廣電媒體面對的是政治與科技兩股驅力的形塑與挑戰。 
 

歐盟成立之初所簽訂的阿姆司特丹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1997)與羅馬條

約(Treaty of Rome, 1957)兩項條約，便開始針對各會員國公共電視角色的影響進行

評估。另外，歐盟也在不同的協議書、研究報告中討論公共電視角色，並思考歐

洲公共電視的定位與未來發展。 
 
    阿姆司特丹條約定義出公共電視的存在價值及其應擔負的任務，但因為每個

國家的公共電視皆有其存立的宗旨，因此在簽訂此條約之前，條約的內容註明，

再不違反市場公平競爭的前提下，各國仍可保有公共廣電媒體。羅馬條約也呼應

了前述的聲明。條約中表示公共電視不應與商業電視競爭，肇因兩者的經費來源

不同，兩者若為競逐的關係，公共電視已有國家補助或執照費為預算，兩者在市

場上並非處於公平的起跑點(Price, Monroe E. and Raboy , 2001)。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影視政策有著建立歐洲資訊社會的理

想，它企圖杜絕任何可能的壟斷型式，以保持市場的開放性與公平競爭性。公共

廣電媒體所具備的準壟斷特性無疑是歐盟急需重新整頓的目標。 

 

執委會基本上認為，公共廣電制度是一種反競爭的行為，無益於市場的健全

運作。歐洲法庭(The Court of Justice)則根據調查表示：公共電視因為是以政府預

算（或特許）為營運基礎，其產製及運作皆不符合市場邏輯，故有可能對其他的

會員國產生負面影響。倘若公共電視有存續的必要，則須舉證出其在「文化」、「教

育」、「民主」訴求上之應用(Wbeel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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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來看，執委會對於一健全的公共廣電媒體考慮的不應該只是獲利與收視率

的問題，而是應當落實以下的要點(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1. 普及性：不應以商業立基為考量，當以文化推廣為己任。 
2. 多元性：應落實多元服務，透過不同的節目類型服務不同的閱聽眾，並促成

多元理解，而非一昧產製大眾化的節目類型。 
3. 獨立性：應提供民眾自由、無政治、商業受干擾的公共發聲空間。 
4. 獨特性：意指公共廣電服務需要藉由上述要點與一般商營媒體產生區隔，故

方能在當代媒體生態中尋得存在之價值。 
 

    公共廣電媒體在歐盟影視政策的形塑下，逐漸出現了它在 21 世紀中的角色
定位。20 世紀末的歐洲適逢市場開放風向與媒體數位化的科技潮，歐盟執委會

則是企圖在這兩股驅力之勢下，進一步擴張歐洲超國家化(supernationalize)的理

想。在數位化議題上，1997 年執委會推出的數位整合綠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vis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中公開討論有關如何制訂新的政策法規，以在數位整

合之後增加工作機會、提升產業效率、增加消費者選擇、保障文化的多元性(ibid, 
1997)。 

 
執委會綠皮書最終的政治目的便是建立一泛歐化的資訊社會，因此歐盟進行

數位整合過程中的政策制訂與法律修改，同時也是在促進歐洲社會在經濟與文化

的整合。但歐盟與其會員國之關係原本就是處於主權讓渡與固守之間的拉鋸，因

此綠皮書日後也引發不少的爭議，各會員國或許可以支持提升媒體產業競爭實力

的目標，但未必認同泛歐的文化整合政策。同樣的矛盾亦出現歐洲執委會的內部

分署(Director Generals ,DGs)所持的立場中。 
 

歐盟執委會第三署6(DG Ⅲ)、第四署7(DG Ⅳ)皆認為公共廣電媒體的存在有
礙於歐洲市場的競爭性(Collins, 1999; Wbeeler, 2004)。然而歐洲執委會內的第十署
8(DG Ⅹ)與第十三署9(DG ⅩⅢ)則認為不應讓歐洲的傳播政策完全依恃市場運作

邏輯，政府應採取適當介入與管制態度以保護歐洲各國的多元文化發展（馮建

三，1999）。 

 
從執委會中的第十署 (DG Ⅹ)與第十三署 (DG ⅩⅢ)，仍以文化事務＼活動

的思維思考傳播政策研擬與施行，便可推估歐洲的傳播政策恐怕不只是單純的市

                                                 
6第三署(DGⅢ)主管內部市場與產業事務(Intern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affairs )（許仟，1999）。 
7第四署(DG Ⅳ)主管競爭政策(competition)，（前揭書，1999）。 
8 第十署(DG Ⅹ)主管資訊、傳播與文化(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前揭書，1999）。 
9 十三署(DG ⅩⅢ)主管主管電訊傳播、資訊工業與創新事務(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前揭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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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命題，而是更涉及到歐洲各會員國以文化自主的立場做為傳播政策的想像

依恃。特別是歐洲議會及理事會的代表皆為各會員國的議員或部會首長，代表著

更是本國的主權利益。執委會意圖建立超國家主義式(supernationlim)的泛歐文

化，自然與其他兩單位格格不入。 
 
公共廣電系統的前身若本為國家、文化認同的象徵，且擁有絕大部分的頻譜

資源，面對數位化後的將增生的頻譜空間，自然不可能完全聽從執委會的政策規

劃。但在執委會亦有影響力的前提下，可預見的是一場免不了的政治角力。 
 
二、小結：有待深入探討的分歧 
雖綠皮書的爭議不斷，但基本上綠皮書訂定了日後歐洲數位整合的發展模

式：內容服務水平整合(horizontal approach)的管理模式。意即將傳輸平台上流通

的內容服務同等視之、集中管理。如此一來內容、資訊在不受平台限制的條件下，

便可大量流通，除擴大原有的市場亦實踐歐洲資訊社會的理想。故歐盟綠皮書預

告了歐洲數位整合後訊號傳送、傳輸硬體建置與內容分離管制的必要性10。 
 
總結執委會傳播影視政策的基本態度，為希望歐洲公共廣電媒體需捨棄以往

在經濟與文化的雙元壟斷，轉變為以維護多元文化再現、共存的體制。因此在整

體廣電媒介制度上，需要開放商業媒體進入本國市場，以解除公共廣電媒體長期

以來的壟斷地位。不過這也代表，為了要因應歐盟綠皮書對於歐洲數位整合發展

模式的想像，公共廣電媒體原本製播合一的營運模式也需逐步拆解。 
 
然而執委會綠皮書的出發點，本就意圖整合歐盟的經濟與文化事務。並藉由

傳播媒體的市場化、商品化，說服會員國將公共廣電媒體視為市場運作中「分

支」。此舉不僅削弱了公共廣電媒體的國家性，亦淡化了無線電視頻譜以往濃厚

的公共及文化色彩。 
 
然而從執委會內部的意見對立可推估：歐盟的傳播政策將不只是經濟政策的

運作範疇，更有著文化主權的維護，歐盟傳播政策的分歧便由此而來。在歐盟實

際上並無所謂的文化政策的前提下11，研究則需進一步探討不同單位在政策制訂

過程中的政治角力，釐清它們對於傳播科技物的信念。 
 
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的過程，反映了歐盟內部對於無線廣電頻譜商業與

公共使用的立場分歧，以致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在相同的議題上，台灣數位

無線電視的發展，是否也存在著不同的勢力要角，因而導引出不同的數位無線電

                                                 
10 在台灣便是所謂的「製播分離」：指涉內容製作與內容傳輸事業的區隔。 
11有關文化事務之範疇多屬於會員國之主權範圍，故歐盟無法以較高的法律位階訂定文化政策

(policy)，而只能用文化活動(activities)、文化措施(measures)，或文化行動(action)稱謂之（許仟，
199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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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樣貌？ 
 
另外，是否歐盟會員國所有的公共廣電媒體皆處於垂直壟斷的狀態？若然，

那麼這些國家如何回應執委會的政策，又如何能做為台灣施行製播分離的模範？

若否，長期施行製播分離的國家，其傳輸公司的樣貌如何，且又如何迎接數位化

的到來？ 
 
 
第三節 走向數位，歐洲與台灣的比對 

 
無論是歐洲或為台灣的情境，皆預設媒體的數位化將得以預見未來的美好。

歐洲與台灣的企圖是一致的，但卻有著不同的情境脈絡，主要關鍵在於公共廣電

媒體的建設。歐洲大多是先有公共廣電媒體＼制度，再因應電訊＼媒體自由化逐

步解禁，並在市場模式與文化主權的光譜中擺盪思索。 
 
台灣的情境則相悖於歐洲的發展模式，廣電政策幾乎是在既無產業政策，亦

無文化政策的氛圍中形成。公共廣電媒體的成立為例，更是在定義及實現手段的

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為「彌補商業電視台不足」之定位（程宗明，2003）。原是
兩處相悖相違的情境脈絡，卻在進行無線廣播電視數位化從美規轉向歐規抉擇

中，出現一絲可供連結對照的契機。 
 
主張應依照共通原則的公共電視數位電視小組於 2001 年 11月，倡議且完成

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的初期目標：「建構全國數位共塔傳輸網」方案，並將其編列

入「數位電視地面廣播全區節目播映二年計畫」(2001-2002)並提交電視學會。（中
華民國電視學會，2001轉引自程宗明，2003）。 

 
隨後在新聞局所提出的「數位娛樂計劃─推動廣播電視數位化執行方案」

中，亦明訂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未來將以共同傳輸公司的模式運作（行政院新聞

局，2002）。台灣政府的動作是否暗示著將藉由公共廣電媒體引領無線電視的數

位化？無論是否為真，比照歐洲公共廣電媒體的發展，我們亦需藉由台灣公共廣

電媒體的演變，思考它對於無線電視數位化政策的影響。基於以上討論，作者將

說明本文研究目的與各章結構鋪陳： 
 
一、研究目的 
依圖 1-1 的研究情境對照，台灣與歐洲在以無線廣播電視的數位化的目標是

似乎是一致的，且同樣皆要以共同傳輸公司做為實踐方法。然而從執委會、歐洲

議會、理事會的分歧，則可看出歐洲內部對於數位社會尚有有著不同的動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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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說明在歐洲與台灣同樣是朝向數位化的「正」向發展中，歐洲內部早就存

在著對於數位社會內涵的爭辯，以致需藉由重新思考公共廣電媒體的定位，以發

展出新的頻譜規劃與傳輸事業模式，進而型塑出現有的歐洲數位無線電視政策。 
 

 台灣在此「正」向的發展過程中，是否也有著如歐洲對於數位社會想像內涵

的反思（請參閱圖 1-1：命題一），進而思考無線廣電頻譜在數位社會中的定位與

規劃，以及建立共同傳輸公司於整體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意義為何（請參閱圖

1-1：命題二）？ 
 
從歐洲與台灣的發展背景下可進一步討論的則是：共同傳輸公司的建立將涉

及政府與要角之間對於科技產物於社會＼人之間的構連想像，以及如何讓此想像

實踐為「真」的互動過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1-1 歐洲與台灣無線電視數位化情境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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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結構與內容安排 
 
以下簡介本研究第貳章至第伍章的鋪陳結構： 

 
第貳章－「新制度論與傳播科技政策研究」；本章為文獻探討並提出研究問

題。研究者假設無線電視的數位化將涉及當代傳播政策制度的改變，因此先行透

過公共行政研究領域對於制度研究討論，再進入傳播研究領域，描繪一傳播科技

政策＼制度成形的過程。並藉此思考台灣的數位無線電視政策中，有關成立共同

傳輸公司一事，將遭遇哪些需要解決的議題。 
 
第參章－「思考歐洲共同傳輸公司的建構內涵」；本章旨在介紹歐盟如何制

訂數位無線電視政策，並分析討論歐盟內部中，歐洲執委會、歐洲議會、歐洲理

事會三大政治組織對於數位無線電視政策所持立場及價值思維。其次，再藉由七

個歐盟會員國之共同傳輸公司議題的個案研究（英國、瑞典、西班牙、法國、荷

蘭、芬蘭、愛爾蘭），分析歐盟及其會員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融合及分歧。 
 
第肆章－「耙梳台灣數位無線電視之共同傳輸公司議題的發展脈絡」；本章

為釐清在共同傳輸公司議題何以成為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發展的關鍵，並透過相關

研究資料蒐集整理，分析共同傳輸公司的成立現在與未來遭致何種要角勢力的競

逐影響。 
 
第伍章－「歐洲與台灣傳輸公司的類型建構與分析」；本章總結前述各章的

討論，並歸納整理歐洲共同傳輸公司的類型，再推演不同的傳輸公司類型移植至

台灣後的樣貌，並評估各類型移植台灣的價值精神及其可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