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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新制度論與傳播科技政策研究 

 
由於研究者尚未發現國內外以傳輸公司為主題的研究，故在本章文獻探討將

異於一般的討論方式。研究者擬以新制度論駕馭本研究的理論框架。並從過往相

關研究文獻中，具現化共同傳輸公司議題所觸碰的理論概念。這些具現化後的理

論概念則成為本研究的研究指標，研究者將再藉由這些研究指標，分析歐洲與台

灣共同傳輸公司的建構意涵與發展類型。 
 
 
第一節 應用於傳播科技政策分析的新制度論 
  

March 與 Olsen對於「制度」一詞有以下的定義： 
 

制度乃相關規範及慣例的集合體，該集合體旨在依據角色與情境之間的關連，

藉以定義適當的行為。而在定義的過程中，涉及當取決於什麼樣的情境、該滿足

什麼樣的規範，及在該處於情境中的規範具有什麼義務(March & Olsen, 1989:160)。 
 
是以，倘若制度乃為個體置身於一情境中，依照情訂中的規則判定自我角色

扮演、義務範疇的交互作用過程，那麼制度研究的聚焦則有研究：(1) 制度如何

影響政府的能力？以及  (2) 哪些制度影響了政府的能與不能（莊文忠，

2003:20）？新舊制度論的區別，則在於對於這兩個研究聚焦的取向，存在著在

認識論上的差異。 
 
一、新舊制度論之別 
制度論的新舊之別，在於舊制度論主要仍收納行為主義的框架之下，行為主

義本為「刺激-反應論」的論證基礎，那麼受到行為主義影響的舊制度論則主張

以個人的行動結果，推演、詮釋政治度的好與壞。但該取徑的的詬病之處則在於

制度本身已被視為次級、中立的變項(March & Olsen, 1984)。 
 
吾人若觀察起於行為主義之後的哲理論述，將可發現所謂的新制度論正是植

基於修正行為主義體系的實證主義思維體系。不同於行為主義為基底的舊制制度

論體系，研究者莊文忠對新、舊制度論分別就分析層次、研究途徑、探索焦點、

研究客體等四個面向區分出不同的屬性。 
 
依照表 2-1比較面向中之「探索焦點」來看，新制度論於其他制度領域的應

用彈性較大，較為符合本研究「傳播政策」之主題。其次，本研究亦為跨國比較

研究，就以「分析層次」而言，亦可符合新制度論所關心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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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舊制度論比較 

資料來源：莊文忠，2003:22-23，經研究者歸納整理。 
 
因此需要比較不同的情境脈絡，亦成為比對兩者科技制度的異同、執行效力

的重要變數。故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取徑將憑藉新制度論的理論框架，探討同樣是

依循歐洲數位無線電視政策路線的台灣，評估其政策在當下、未來的學習、移轉

過程。不過，在新制度論的理論框架中，尚存有不同的次研究取徑，以下本文將

介紹不同研究取徑所關注的核心，並擇訂本研究適用的次研究取徑。 
 

二、新制度論的類型的選擇：歷史制度論 
 Hall 與 Taller 於 1996 年提出的期刊論文，便是討論政治科學與三種新制度

論之間的構連。文中所提到的三種新制度論，包括：(1)歷史制度論(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2) 理性抉擇制度論(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1；(3)社會制
度論(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 (Hall & Taller, 1996)。然新制度論類型的比較研

究眾多2，且比較制度論之類型亦非本研究之研究核心，故章將不詳盡說明三種

新制度論類型的基本差異，而是以較多的篇幅說明本研究適合何種研究取徑。 
 

                                                 
1 「理性抉擇制度論」，本文參閱台灣學者莊國忠(2003)的中譯，特此說明。 
2 國外研究包括如 Koelble於 1995 年於《Comparative Politics》發表之〈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Hall & Taller於 1996 年於《Political Studies》發表之〈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及台灣學者莊文忠於 2003 年於《理論與政策》發表之〈制

度的研究：「新制度論」觀點的比較與「後現代制度論」的發展〉皆為重要的制度論比較研究。 

  
 

新制度論 

 
 
舊制度論 

分析層次 1. 有系統的跨國比較 

 

2. 探討制度於不同情境的效果與移植的

可能 

1. 一國家內部的行政、政治結

構的比較 

2. 分析目的在尋找一良善制

度應具備之條件 

研究途徑 1. 實證主義的 

2. 資料蒐集、解析、歸納法 

1. 行為主義的 

2. 推論、演繹法 

探索焦點 1. 多元論 

2. 不以政府制度議題為限，尚包括經

濟、社會、歷史文化制度等 

1. 單元論 

2. 強調國家為社會制度中的

主要制度 

研究客體 1. 制度不應僅是實存的客體，當受到不

同因素的影響 

2. 因此人們與制度是雙向互動的，以致

交互影響各自的發展 

1. 制度為客觀實存的客體 

2. 制度單向影響存於其中的

人們 

制 
度 
別 比 

較 
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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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莊文忠在比較三種新制度論之類型時，將比較順序排列為：理性選

擇制度論→歷史制度論→社會制度論。再檢視其比較的核心依恃，莊提出了表

2-2中的分析面向： 
 
表 2-2 新制度論的三種類行比較 
  

 
理性抉擇制度論 

 
 

歷史制度論 

 
 

社會制度論 

分析層次 微觀層次 中觀層次 宏觀層次 
分析單位 行動者＼要角* 組織結構 文化、社會係絡 
方法論 方法論的個人主

義 
折衷主義 方法論的集體主

義 
理性概念 經濟思維 歷史思維 社會思維 
制度起源 效率與效益 組織承諾 社會正當性 

制度變遷的可能 高 中 低 
*行動者＼要角原文為 actor，本研究將以「要角」為中譯，特此說明。 

資料來源：莊文忠，2003:33。 
 

Hall 與 Taller認為，制度研究的領域，最主要的核心問題便是在提問：制度

如何影響人們的行為？而對於這個命題的提問取徑，新制度論則是區分「計量取

徑」(calculus approach)及「文化取徑」(cultural approach )。這兩種取徑則分別又

對以上的命題，再提出下列三項次提問，包括：(1) （制度中的）要角如何行動？；

(2) 制度又如何作為？ (3) 何以制度得以延續運作？(Hall & Taller, 1996)。 
 
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制度論則是各據記量取徑與文化取徑的兩端，前者以

為個人參與、信奉制度的動機出自於個人利益，因此制度目的在於穩定交易秩

序、降低交易成本，以致個人利益的獲得（Hall & Taller, 1996、莊文忠，2003）。
後者遵循文化取徑的思維，認為個體存在於文化、制度的脈絡中，因此自為社會

建構所影響。因此不同的情境脈絡將型塑出不同的價值觀，以致建構出不同的政

策制度，研究制度當從全觀的社會情境著手（莊文忠，2003）。 
介於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制度論之間的歷史制度論則多了點詮釋與操作的

彈性，旨在思索制度與行為之間的交互關係(Hall & Taller, 1996)。意即一制度的

成形應當被放置在個體行為與制度限定的雙向作用中，個體並非如社會制度論者

所言那般無助，但制度本身也非理性抉擇制度論者所謂的那般「中立」、「中性」

(Koelble, 1995)。 
 
因此歷史制度論則將制度的定義鑲嵌於政治經濟的結構中，並存在著正式及

派 

別 比 
較 
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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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的程序、慣例、規範或傳統，且依循政治制度設計的過程中，涉及了何種

多方的政治角力，以致型塑現存或未來的制度（Hall & Taller, 1996、莊文忠，
2003）。 
 
三、歷史制度論與傳播政策研究 

研究者 Galperin於 2004 年發表的期刊論文中，則建議傳播政策研究可借用

新制度論的觀點，將核心移轉至政策制訂的過程，並提出三套可供後進研究者參

考的傳播科技政策研究取徑，包括：(1) 利益團體取徑(interest-group approach)；
(2) 科技中心取徑(technology-centered approach)；(3) 意識形態取徑(ideology 

approach)(Galperin, 2004)。並表示傳播科技政策研究，可依照上述三種研究取徑
進行分析。 
 
 
 
  
 
 
 
 
 
 
 
 
 
 
資料來源：Galperin, 2004，經研究者歸納整理。 
 

圖 2-1 傳播科技政策及其研究取徑之構連 
 

 
首先，利益團體取要旨在於假定，政策制訂的過程中若不可避免將觸碰不同

要角＼利益團體之間的利益關係，那麼要角本為政策制度成形過程中，理當被納

入的變數，此說則可服膺歷史制度論研究操作的依據。其次，科技中心取徑則假

定，傳播科技政策中所包含的科技產物，則需要檢視科技產物本身的物理特性，

以致決定政策走向，故科技中心取徑在於證明此一變項的必要性。 
 
意識型態取徑則指出，科技產物所置身的結構脈絡，尚存在著該社會情境對

於科技、未來社會想像，不同的政策典範將將作用於科技產物身上（如自由市場

利益團體取徑 

科技中心取徑 意識形態取徑 

 
傳播科技政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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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或政府干預），因而衍生出不同的政策習慣(ibid, 2004)。 
 
 Galperin的研究則可供後進的研究者，未來在操作傳播科技政策研究時，可

針對不同研究取徑的向度，調整關注的比例(ibid, 2004)。Galperin未明白表示其
所指之「新制度論」所屬範疇，然觀察圖 2-1的各取徑與政策研究之連結，可發

現 Galperin將影響政策制訂的可能變數納入，以致未必有影響政策制訂的絕對因

素。故研究者推論，Galperin所指涉之新制度論，將較近似於歷史制度論之取徑。 
 
在本節說明了以新制度論論述做為科技政策研究取徑的適用性後，本研究意

圖對照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之經驗，思考台灣無線電視數位化過程中，所成

立共同傳輸公司之建構意涵。但研究者尚須概念化做為分析歐洲、台灣數位無線

電視政策的分析指標，因此以下兩節將透過歷史制度論的分析取徑，說明在本研

究的範疇中，所需建立的分析指標及其隱含的價值取向。 
 

 
第二節 概念化分析指標（一）：歐洲無線廣電頻譜規劃之爭議 

 
倘若歷史制度論認為政策本為不同要角勢力之間的消長過程，那麼傳播政策

的制訂在此論述前提下，又會出現什麼樣的面貌？在正式直接進入歐洲數位無線

電視政策的討論之前，首先得分析歐洲投入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動機。 
 
一、利益團體勢力的消長：從美國到歐洲的數位化政策 
當 Raymond Williams所言之負載在科技物上的意向(intension)，尚得以左右

科技物的型態與使用時（Williams, 1990原著，馮建三譯，2002），若再將科技物

視為真空狀態下的產出，將更顯其說服力的單薄。 
 
Lyon（1988 原著，馮建三等譯，1988）便認為，若要論及科技對於社會的

衝擊，當先行思考科技是如何地成長於社會的主流力量中。因此關注的焦點，應

包括科技的起源及科技發展與社會的互動過程。Lyon 更指出，科技的發展除可

能受到主流社會的歡迎，但亦有可能出現個別科技遭受抵制的情勢。 
 
1970 年代早期，肇因資訊與傳播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的精進，使其成為學者 Bell劃分工業時代與後工業時代的指
標(Bell, 1973)。資訊傳播科技在美國的發展於 1980 年雖已有電訊網路的串連，

然而當時的投資仍集中在基礎的語音、資料傳輸。直至 1992 年柯林頓及高爾

（Clinton and Senator AI Gore，以下皆以原文表示）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才將政
治資源集中在以發展電訊傳播基礎建設的「資訊高速公路」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ISH)計畫(Kubicek and Dut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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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高速公路在 Gore所提出的政策方案中有另一項正式的官方說法：國家

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以下皆以 NII簡稱）。根
據 Gore 所述，NII 目的便是藉由高容量的資訊載具的擘建，進而允許各種形態

的資訊流通於基礎網路建設中，致使每個使用者皆可在任何時間、地點接近使用

相關的資訊服務3。NII政策的推出隨即獲得相關利益團體的支持，學界與商業亦

投入 NII基礎建設的研究與發展，希冀藉由 ISH的成形拓展出新形態服務的市場

規模。 
 
有鑑於美國 NII 計畫的前瞻性與積極性，歐洲執委會亦在 1993 年提出呼應

資訊傳播科技發展的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Growth,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 The challenge and ways forward in 21st Century》。文中肯定電訊傳輸
網路的重要性，認為資訊基礎建設的建立將有助於歐盟因應經濟的全球化、強化

本身的經濟結構，並擴大就業機會(European Commission, 1993)。 
    

 執委會於 1993 所提出的白皮書提出兩大要點：首先在政策本質上，由歐洲

執委會委員 Martin Bangemann 提到，歐洲發展資訊傳播科技的本質與美國的情
境有所不同，美國資訊高速公路的的後設意涵僅限於資訊基礎建設所能擴大市場

規模以及可能的經濟效益。然而資訊基礎建設在歐洲的脈絡下，除市場經濟因素

的考量，亦需反映資訊傳播科技對於歐洲人們在各種生活、文化活動上的改變，

故以「資訊社會」代替「資訊高速公路」一詞(Bangemann ,1995)。 
 
  因此執委會的資訊社會政策另一重要的目標，則是希望在歐盟超國家的思維

架構下，促使經濟共同體的成形，透過資訊傳播科技的串連，以消弭各會員國之

間的文化差異（Downey, 1999原著，江淑玲譯，2003）。報告中最後建議歐盟應
依靠市場力量以實踐資訊社會的願景，首要之舉便是施行傳播政策的去管制化。

國家不應該注入過多的公共財或補貼政策，且應該撤換原有的保護主義心態

（Downey, 1999原著，江淑玲譯，2003；Kubicek and Dutton, 1997）。 
 
 回到本研究討論的焦點：數位無線電視政策。市場競爭典範式的管制思維是

否真能應用至歐盟所有的會員國，並讓所有的無線電視頻譜資源皆完全開放給商

營、跨國業者？歐洲執委會的綠皮書無疑是描繪出歐洲進入資訊社會後應有的遊

戲規則，然而對於歐洲議會、理事會而言，皆對這種科技整合影響媒體＼資訊整

合，進而施行市場開放整合以致歐洲社會＼文化整合的邏輯思維，深表不認同。 
 
 何以歐洲議會與理事會抱持反對的立場？此緣由得先從無線廣電頻譜的特

性談起，在對照歐洲議會與理事會的回應後，從中分析兩政治單位的價值與理念。 

                                                 
3 美國 NITA網站 Online (April 2005)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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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的基進與限制：數位無線廣電頻譜的價值與本質 
若 ISH、NII 皆代表著數位時代中人們得以觸達數位服務＼內容的基石，那應

用至無線電視產業的電波頻譜時，兩者當又有何關連？Neuman(1999)認為，頻譜

價值若以傳統方式評估，會因為使用性質不同而有高低。舉例而言，手機的頻譜

價值必然大於 FM、VHF、UHF 頻段之價值，因為手機電話公司每一個單位所能
得的獲利，遠遠高於廣播與電視。 

 

但是若遵循頻譜及傳輸基礎建置開放接近使用的精神，在數位時代中的每一

個傳輸單位將無所區別。故語音、資料或視訊傳輸在數位時代中其價值差異將趨

於極小化。以下，研究者將進一步耙梳Neuman 與相關學者的理論及其反思。 

 

（一）自由市場學派的論述 

Neuman 的理論前提假設有二：首先假設科技技術的革命，得以讓無線電頻譜

的使用透過接收機制的精進得以克服不同無線電頻譜區段的天然物理性。其次則

是任何意圖進入頻譜經營市場的業者皆可平等接近使用傳輸基礎建設。Neuman

另指出，若依照摩爾定律的運作，既有的頻譜空間會因為技術的精進而在空間不

變的情況下容納更多的訊號，以致有更多更強大的服務出現。因此亦需維護共同

傳輸公司使用的開放性與經營管理的專業性，才能達到頻譜使用的效率化(ibid, 

1999)。 

 

若將 Neuman 的理論應用至無線廣播電視頻譜的價值上，類比廣播電視頻譜

價值遠低於電訊業者所使用的頻譜價值，其因在於使用電訊傳播的使用者其使用

貢獻度遠遠大於廣播電視透過廣告託播、節目上架所獲得之收益。拜原本科技的

基進性所賜，廣播電視的數位化將使原本差異極大的頻譜價值趨向價值等量。意

即，廣播電視訊號將得以擴展原有的使用範疇（如更多的頻道、資料傳播、行動

接收等）而導致頻譜價值的提升4。 
 
相信科技基進性具正面影響性者，亦是看見了這些服務得以提升頻譜價值，

以致得以改善原有產業困頓。但是 Pool 則明白的指出，在業者仍以低使用效率

的心態經營頻譜時，既使科技的基進性有助於提升頻譜價值，仍無法實現此一理

想。依照經濟理性的原則，任何一個業者都會依照價格配置其製作資源，假如這

些可配置的資源中有一項是免費的，那業者當極力使用，以填平其他需耗費成本

購置的資源。然而倘若業者是以免費或低廉的價格取得頻譜，將導致頻譜使用的

低效率（Pool，1992原著，卜大中等譯，1992）。 
 

                                                 
4 Neuman (1999)尚提出其他有助於提升頻譜價值的科技發展或制度改革，包括：1. 數位訊號的
轉換；2. 配合數位訊號的傳輸設備的演進；2. 接收設備價格的平價化；3. 調變技術的效率化；

4. 可供使用的頻譜之釋出；5.  接收天線技術的精進；6. 衛星科技的精進；7. 頻譜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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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 以美國車輛所使用的無線電通訊頻譜為例：因為這些頻道是免費使用

的，因此用者多以便宜而品質較差的收發器，同時也導致這段頻譜的使用範疇將

僅限於用戶之間的收發對話。反之，若政府規定這段頻譜的使用需建立在付費的

機制上，那麼高額的頻譜成本所換來的則是精緻的收發接收器，以及更多樣的的

使用範疇（前揭書：56-57）。 
 
（二）迷思與反思 
以 Pool 的論點思考台灣無線電視產業的發展，若數位化後，增生的頻譜倘

若仍是讓業者以低廉的成本門檻獲得，那數位無線電視頻譜的使用，仍將不脫類

比時代使用的低效率。如此一來，科技基進性解放論者所言之「創新服務」之空

洞性將不言可喻。正如 Pool所言： 
 
「當頻譜的配置並非依照投資報酬率來運作時，將導致使得經營者不願意投資高

效能的硬體設備，相對的也不會有精緻、創新的服務內容。」（前揭書：58） 

 
然而僅以市場及科技的物理特性是否真能做為無線電頻譜政策的研擬標

準？Neuman 與 Pool 此般經濟理性式的論述固然點出一條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能透

過頻譜配置政策換取國庫盈餘的明路，然而吾人所更貼近檢視無線廣播電視頻譜

的物理特性則能發現，無線廣播頻譜既使在數位化後仍屬於「點對多點」傳播方

式。但一般最為人所知悉的說法，便是認為在數位化後電視等同於一具高負載量

的多媒體，舉凡不計可數的多頻道、頻道互動式的遊戲、金融服務、網際網路服

務......等，都可附加其中。然而，既使是運用頻寬較大的 UHF頻段，其負載量仍

無法達到如同軸電纜或光纖之等級，因而在內容服務上有著先天限制。 
 

此外，雖然無線廣播電視的數位化擴大了類比頻譜時代的使用範疇，但更多

的頻譜空間意味著業者需投入更多的資源成本藉以填充頻道內容(content)。因此

數位化無線廣播電視若持續維持原有的免費頻道模式(free to air)，預估會有兩種

發展態勢：(1) 無法引起新進業者興趣，原因在於大眾化的廣告市場早已接近飽

和；(2) 與類比電視大同小異的數位頻道，仍維持類比時代經營管理與產製模式。 

 

這兩種發展無不悖離與Neuman 與 Pool 的邏輯推演，但是否選擇付費模式數

位無線電視頻道，便能趨向兩位學者所言之的正向發展？答案恐怕仍不樂觀，以

英國早先失敗的 ITV為例，ITV 便是因為訊號盜接及機上盒加密的被破解而導致

失敗（徐秋華，2002）。故無線廣播電視既使在數位化後，在業者的智慧財產權

無法藉由保密機制保護的前提下，將不利於發展相關的服務範疇。 
 
  此外，以同軸電纜或光纖高度的負載頻寬則適於發展「互動服務」。但發展

互動電視除需傳送原本的節目外，亦需要另闢傳輸給使用者的頻段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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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channel)。使用者端的回傳機制＼頻段則較為複雜，且會依照設計者希
望能達到的互動規模而有所不同，基本上需要考慮以下幾項要件：1. 使用者端
的儲存空間； 2. 使用者端回傳機制設備之成本，及 3. 廣電業者的基礎建設
(Wilson, 1998)。 

 
若以上述指標評估無線廣播電視發展互動服務，廣播電視業者除須取得大量

的頻寬外，亦需鋪設大量的「細胞式接收基礎建設」(cell reception infrastructure)
以達到訊號的普及。另外，用戶所使用機上盒也更為昂貴，但用戶訊號回傳的頻

寬有限，亦會有訊號干擾狀況(ibid, 1998)。 
 

    在經濟理性的思維下，耗費鉅資所建置的硬體建設，若能有具競爭性、附加

價值性的內容服務吸引龐大的使用者，則可在一定的時間內回收。但無線廣播電

視所能提供的服務類別將大大受限於先天的科技物理性。再加上無線廣播電視的

傳輸塔台的製造商甚少，以此將增加業者成本。在服務範疇受限及硬體建設沈沒

成本亦高的障礙下，數位化後各式多媒體整合服務的論述當不必然適用於無線廣

播電視。 
 
事實上，歐洲執委會的綠皮書報告亦呈現出這種數位匯流的大夢，因此遭受

到歐盟議會及理事會的駁斥。特別是在公共廣電媒體的議題上，兩單位幾乎與執

委會持不同的立場，並批評綠皮書的施政方針。 
 
以下將以歐洲議會與理事會對於執委會綠皮書所提出的研究報告為依據，並

從中檢視它們如何認知數位時代中的無線廣播頻譜。藉由這兩個單位所提出的研

究報告，便可檢證 Galperin所言之「意識型態」是如何影響一政策的形成。 
 
三、意識型態的競逐：公共廣電媒體與無線廣電頻譜的文化性5 
 以下說明歐洲議會與歐洲理事會對於無線廣電頻譜政策的立場，之後再分析

其背後所持之意識型態。 
 
（一） 歐洲議會：Tongue Report 
 歐洲議會代表 Carole Tongue 於 1996 年提出針砭執委會綠皮書的研究報告

(Tongue Report)，報告中開宗明義的指出： 
 
「綠皮書認為為配合科技整合的趨勢應引導市場整合及媒體法規的整合，因

此電訊傳播政策及廣電政策也應就此整併......。然而此種論述邏輯僅看見

了科技在傳輸功能上的匯流，卻無視於其負載內容的差異......。若依照執

                                                 
5 由於歐洲的無線廣電視制度本為公共廣電媒體制度，之後再發展出商營制度。因此本小節討論

了無線廣電頻譜，將不可避免連帶地討論歐洲議會與理事會對於公共廣電媒體角色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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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的假設，傳真(Fax)與電影(Film)將無所區別......。執委會完全忽略了

傳播媒體所應承擔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責任，而僅用科技整合的美好思考

傳播政策。」 (European Parliament , 1996) 
  

Tongue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執委會綠皮書所犯的兩項迷思，其討論則連帶反

映了公共廣電媒體在數位時代中的意義(European Parliament , 1996)： 
 
1 科技迷思 

 電訊與廣電媒體在物理特性上雖有整合的可能，然而兩者在當代卻有著不同

的價值與責任。綠皮書過於強調科技的物理性，因此忽略了無線廣播電視在數位

時代中仍須肩負民主價值，諸如言論自由、資訊自由、文本多元......等。無線廣
播電視在數位時代中，應仍扮演資訊接近、公共辯論、文化再現的角色，藉由廣

電媒體人們因此方能傳遞不同的文化價值，並看見不同他者的存在。 
 
 因此無線廣播電視不應如同電訊傳播媒介一般走向私人化、專殊化，而導致

民眾的文化疏離，以削弱民主社會中所需的民眾參與。公共廣電媒體的任務便是

在提供民眾「文化共享＼交流」與「參與民主」的服務。限縮公共廣電服務的發

展，將等同於限縮歐洲民眾在傳播事務上的共同權利。 
 
2 經濟迷思 
 綠皮書以為透過市場的整合（企業整合、媒體匯流）將有助於抵擋美國影視

產品的大舉入侵。但大型媒體集團的整併雖已經持續地發生在歐洲境內，然而此

舉卻仍未減低美國影視產品的流通。Tongue 隨即指出，關於影視節目的議題應
當著眼於歐洲本土影視的產製能力、播映責任制度，以及投資獎勵。大舉開放僅

會造成媒體主為了競爭而縮減節目預算及節目類型，甚至反而加速美國影視產業

的購入。 
  
公共廣電媒體長期以來皆以產製本土節目為主，然而在政策取向限縮的壓力

下，已逐漸造成跨國媒體集團主導國內市場的態勢。執委會應承認公共廣電媒體

對於歐洲影視產製能力的積極性以及維護節目＼文化多元的正向性。 

  
Tongue 的兩點陳述界定出公共廣電媒體在數位時代中的重要性，並且認為

在歐洲整合的趨勢中，公共廣電媒體應當扮演歐洲各種異文化相互共融、了解的

平台。歐洲議會藉此研究報告書建議歐洲執委會，當慎重考量公共廣電制度在數

位時代的必要性，不應以全面的市場開放的思維界定媒體數位化的意涵。 
  
同年，歐洲議會底下的文化、青年、教育及媒體委員會(Committee for Culture, 

Youth, Education and the Media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要求執委會擴大定義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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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垂克條約中第 92章第 1條 d項6及第 128章第 1、4條7之解釋。 
 
其中 92章的條文為： 
 
「所有提倡文化及文化保存的活動不應違反歐盟體制內公平競爭的原則，以

保障歐盟會員之共同權益。」及第 128 章中的：「與文化有關之事務應另闢條文
定義（第 1條）；歐盟應排除任何有損害文化自主的法律規範之制訂（第 4條）」。 

 
委員會認為公共廣電媒體實屬各國文化事務之表徵，馬斯垂克條約的兩項條

文應當擴大使用在公共廣電媒體的發展上8。迫使執委會需研擬新的歐盟傳播政

策指導書。 
 
（二）歐洲理事會 
 歐洲理事會與公共廣電媒體的淵源可追溯至於 1986 年所舉辦的第一屆大眾

媒介政策理事會會議(Fir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Mass Media Policy)，會議中
承諾公共廣電媒體應負責提供民眾優質的電視服務，進以促成自由、多元的意見

表達及文化發展。直到 1995 年舉辦的第四屆會議中，為因應整體傳播生態的變

化，則推動改革公共廣電媒體應從既有的國家機器色彩，轉變為獨立自主的公營

媒體9。 
 
 關於無線電視數位化的議題，歐洲理事會在一份名為《歐洲媒體多樣化研究

報告書》(Report on media diversity in Europe)中，便解釋了數位無線電視及公共

廣電媒體在數位時代的建構內涵。 
  

理事會認為數位化後，現階段可供資訊傳遞的平台計有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及無線電視，三處數位平台的建立則應當採取互補、支援的原則。數位無線電視

的建構當考慮以下幾點原則： 
 
(1) 無線電視的數位化應當成為整體數位電視政策中（包括有線、衛星電視）

提供歐洲民眾低廉、可負擔的數位服務。此訴求除目的除在於加速速數位

電視的普及度外，亦在防止民眾因為高額的負擔所可能造成的數位落差。 

 

(2) 此外，數位無線電視也應當負責傳布地方與地區文化。 

(3) 政府應當責成公共廣電媒體產製、播送地方＼地區性的節目及不同社群

文化的節目資訊。                        (Council of Europe, 2002: 22) 

                                                 
6 Article 92(3)d 
7 Article 128 (1) and (4) 
8 Media Watch Society 網站 Online (April 2005)Available: http://www.mediator.online.bg/eng/broadc.htm 
9 資料來源同註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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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點可知，歐洲理事會認為無線電視的與有線、衛星電視的數位化內

涵已有所差異。其中雖仍具有執委會所認定市場獲益外，理事會則更認定數位無

線電視尚具有更強烈地公共服務性質，進而彌補在衛星、有線電視急速商業性地

擴張趨勢下，提供另一種服務選擇。因此倘若數位無線電視仍須以公共服務為訴

求，那麼公共廣電媒體的規劃將不同於歐洲執委會的想像需限縮，它反而應被賦

予更多資源及法律保障。 
 
歐洲理事會在報告中指出，純粹的商營廣電制度並無法達到媒體市場結構的

多元性。且以目前媒體趨於合併、集團化的趨勢下，將更突顯公共廣電媒體的重

要性。理事會認為支持公共廣電制度將有助於歐洲傳播生態的多樣性，且由公共

廣電媒體產製的節目資訊，更有利於政治與文化的多元化(ibid, 2002)。 
 
因此媒體的數位化所能產出的獲益，亦導致它成為評估政策良善與否的關鍵

指標。但這種統計式的量化評估思維，等同於放大了資訊的經濟重要性，但在實

踐上卻根本是資訊與知識因為商品化而強化、延伸了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紀的運作

（May, 2004原著，葉欣怡，2004譯）。 
 
但無線廣播電視卻不全然能依恃資本主義式的運作邏輯而生，便是肇因於其

物理性在數位時代中的低經濟效益，以致於若一眛地以市場獲利後設想像數位無

線電視將更顯虛妄。 
 
四、小結 

檢視上述美國與歐盟傳播科技的發展過程，則可知悉科技政策的研究若僅單

面向地限縮在科技物對於社會的影響，而忽略政策產生過程中不同要角之間的利

益拉鋸及其相互制衡的事實（好比美國、歐盟對於科技物背後市場獲益規模的競

逐，以及歐盟內部對於資訊社會政策所抱持立場的分歧），那麼論者僅能消極地

看待政策的產出，而無法具有直指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應如何防堵政策之弊或生

成政策之善的積極性。 
 

另外，依照 Neuman 與 Pool 的論點，要提升頻譜使用效率方式，便是透過頻

譜競標(bid)，以高額的競標金迫使業者需致力經營頻譜進而回收獲益。然而無線

電視頻譜的的特質卻限制了 Neuman 與 Pool論點的適用性。 

  

源於公共廣電媒體制度的歐洲無線廣播電視亦在 21 世紀的潮流中，面臨無

線電視需兼顧經濟及文化的雙元特性中，其頻譜規劃模式被迫從文化性的此端調

整至商業性彼端的處境（這可從前述歐盟執委會的態度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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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無線電視的雙元特性使然，其文化特性若仍反映著是歐洲各國的主權

象徵，以及背後對於歐洲單一市場經濟的些許保留，因此將透過無線電視產業的

文化特性，藉以保護本國的文化主權及經濟獲益，並從中落實於歐洲各國無線廣

播電視數位政策之中。 

 

 
第三節 概念化分析指標（二）：做為台灣勢力競逐場域的「製播分離」議題 
 
關於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發展，有研究者認為，台灣的社會情境自 2000

年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著手落實其政策白皮書中黨政軍退出三台，及無線電視

台公共化之承諾，不僅是無線電視媒體生態的改革新論，亦為剔除國民黨過去威

權政治之象徵（程宗明，2003）。本節將從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於硬體科技的建置

發展談起，並分析後續在頻譜規劃議題中，所引發的製播分離議題。 

 

一、硬體設備的建置 
2002年 5 月 31 日數位無線電視展開西部地區開播典禮。西部地區的開播，

始於經濟部視訊推動小組會同電視學會進行「地面廣播數位電視台試播發展二年

計畫」，於 2000 年五月底起於北部華視竹子山發射台進行為期半年之試播工作，

並於同年年底完成工程測試，基於許多相關技術規範尚無法確定，影響預定在原

2001 年年底的全區開播時程。 
 
經濟部視訊小組與電視學會規劃擬以現有北部實驗台為基礎，分二階段建設

數位廣播發射站系統，其第一階段配合政府數位廣播推展時程，先增設台中鳳

鳴、苗栗三義、高雄旗山等三地數位廣播發射站，完成北中南整個西部地區開播

之目標10。  
  

但在數位內容方面，則維持一個頻道播放一個標準畫質節目(SDTV)的方
式，由五家無線電視台各輪流播出一個月，並預計隔年在新竹以北地區推出 5
個數位頻道。另外，尚以世界足球賽轉播為賣點，以刺激機上盒的銷售11，球賽

但在過後「數位無線電視」隨即又陷入內容貧乏的窘態。由此可知，台灣無線電

視在此階段僅集中在硬體設備建置的數位化，並無法連帶思考未來可提供的數位

內容，足見台灣數位無線電視頻譜規劃之空洞。 
 
二、政府立場：曖昧不明的製播分離制 
 2003年，經行政院與立法院支持，公共電視受委託以每年新台幣約 3億元的

預算籌建數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台，逐步構築數位無線電視的傳輸基礎建設。

                                                 
10 數位視訊多媒體月刊網站 Online (August 2005)Available: www.dvo.org.tw/dvd/m/2002-6/0206sam3.asp 
11 資料來源同註釋 10。 



第貳章 新制度論與傳播科技政策研究 

 24

然而在實質播出內容部分，程宗明的研究中指出，仍須有一定規模的資金投入，

方能建立起數位視訊的產業指標，以引領良善的產業秩序（程宗明，2005）。未

來數位無線電視政策在公共化與私有化向度上的孰輕孰重，將影響數位無線電視

內容的產出形貌。 

 

 但在台灣政策進入數位頻譜政策的規劃之前，尚待思考的問題是：仍掌握在

各家媒體手中的傳輸基礎建設，若以共同傳輸公司的樣貌出現，那共同傳輸公司

的結構型態又將如何影響未來的數位頻譜規劃？ 

 

要回答這個問題則需進一步檢視製播分離制的施行，不過目前政府雖有施行

製播分離之意，但仍未見其強制性，且尚有不同的單位介入拉鋸。因此研究者需

將製播分離制視為一處場域，場域的概念是組織社會學中，制度學派所常用的概

念，其指涉的是一個相互依賴並影響眾多組織所形成的一個範圍（鄭陸霖，

2000）。 
 
三、利益團體的角力：建構台灣論述製播分離制的對立場域 

2000 年 11月第十三次數位電視小組決議，由公共電視研發部提供歐洲國家

數位訊號共同營運公司之案例，之後並以「建構全國數位共塔傳輸網」為目標，

將該計畫編入「數位電視地面廣播全區節目播映二年計畫」（中華民國電視學會，

2001，轉引自程宗明，2003）。由此可知，現有無線電視數位化的發展，原本便

有著施行製播分離的概念。 
 
但程宗明的研究中紀錄了既有商業無線電視台業者在面臨政府意欲施行製

播分離制的態勢時，其意欲延宕的態度： 
 
2003 年 1 月起，新聞局開始推動數位娛樂計畫，藉由政府補助吸引五家電

視台共組傳輸公司.....；然各商業電視台卻低調以對，不希望進行任何規劃與

準備。同年 1 月 17 日，在公共電視台則提出需以建構公共電視全國發射網與行

動電視先導服務為目標，方符合國家補助的正當性。然商業電視台業者仍不為所

動，甚至以商業電視台為發展主導為藍本，送交立法院審議.....。（程宗明，

2003：254-255） 

 

業者有此態度，可從政府及既有業者對於頻譜與傳輸兩議題的認知差距進行

歸因。相關研究中的實證資料中曾提到，反對者首先質疑，若既有業者已投資成

本於共塔傳輸建置中，政府再要求傳輸業務的獨立分割，對業者而言無疑是重複

投資與浪費。且也有意見認為，製播分離後，過去各台的共同投資當如何計算，

且分離後無線電視業者又當如何進入傳輸執照的經營（李秀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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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則是疑慮共同傳輸公司營運的公平性，施行製播分離制後，倘若獨立出

來的共同傳輸公司不願意幫業者傳輸訊號或漫天要價，業者又當如何自處？但支

持者則認為，順應數位媒體匯流的趨勢，除未來電視台的經營業務可更為明確地

集中在內容產製，亦可提升整體電子傳輸產業（李秀珠，2001；洪儀芳，2002）。 
 
檢視支持者的立論，則間接呼應了歐盟數位傳播政策中明訂促進「水平整合」

的管制態度，意即若在無線、有線、衛星、電訊傳播三平台得以因數位而整合時，

實施製播分離則得以擴大無線電視傳輸的經營範圍，改變其既有傳統角色。且當

可傳輸的內容範圍擴張，將意味著能有更多新進的內容（或頻道）供應者，製播

合一的垂直整合結構反而有礙於創新服務的出現（Levy, 1999；程宗明，2003）。 
 

從支持者的立論中，可推敲出論者意欲與歐洲數位社會遠景接軌的企圖。反

對者則持續將爭議戰場收斂在投資報酬的回收可能與否之中。支持者無不將論述

重點集中在數位頻譜資源的多元應用。如黃國師12亦曾對外表示，以電視產業的

本質來看，未來不太可能只專注於傳輸平台的經營；若需要再考量經營成本及競

爭，同時經營頻道與傳輸事業未必符合資本。 
 
此外，現階段電視公司的經營盈餘尚不足平衡數位科技的投資必須仰賴資本

市場，一眛地擴充頻道實則違反現有的經濟理性（黃國師，2004）。推演黃之立

論，製播分離制對業者而言其目的較貼近於降低數位時代的成本支出。 
 
另外，支持製播分離制者雖說明未來共同傳輸公司僅有頻譜的傳輸權，而非

頻譜經營權，但反對者則偏重於傳輸設備的有或無。有此歧異且無交集的對話，

顯示出既有業者對於未來數位頻譜內容經營的高度不確定性。洪儀芳的研究，便

間接地反映業者此般消極的心態： 
 

無線電視台業者想法是......在台灣有線電視普及率已達到 85％的前提

下，無線電視頻道僅僅是有線電視平台的頻道叢，為何政府還要要求業者進行數

位化？就算做了會有人看嗎？投入的成本又該怎麼回收？（洪儀芳，2002：51） 
 

這種不確定性更反映出自類比時期既有業者早已流失的內容產製實力，以致未來

的數位多頻道對業者而言，較像是更為沈重的負擔。 
 
因此製播分離制的價值在於驅使業者專注於頻譜事業的經營及防止業者無

效率使用數位頻譜。但正因它的價值性直指了台灣無線電視業者長期以來在內容

產製能力上高度退化，故業者不談未來有何能力製播足以吸引閱聽眾的優質節

                                                 
12 黃國師目前為民視電視台主任秘書，本研究引用黃參加「2004 年台灣數位廣播電視傳播論壇」

的發表，但未必能代表民視電視台的立場，特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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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需要將現階段的論述戰場拉至共同傳輸公司議題。 
 
它的弔詭性在於，如果製播分離制原本就是一個頻譜重整的工具手段，共同

傳輸公司成立的理論性目的，除了促成業者專業分工與減低未來的營運成本；然

不思頻譜經營的業者，則將共同傳輸公司視為數位化政策的斡旋關鍵，藉此緩

衝、扭轉未來產業重整的衝擊。 
 
本研究則意欲耙梳台灣業者如何在如何施行製播分離的議題上，以共同傳輸

公司成立過程做為具體分析物件，進一步推演台灣未來數位無線電視頻譜規劃

上，可能遭遇的障礙。 
 
四、小結：分析指標的建立 
從第二節與第三節中關「頻譜規劃」及「製播分離」的討論，將可做為歐洲

與台灣這兩個不同場域中，評估共同傳輸公司建構的分析指標。頻譜以往皆被視

為稀少的、公共的資源，因此需要受到政府的集中管控，以避免市場秩序混亂的

「公共財私有化之悲劇」(Tragedy of Privatized Common)(Neuman, 1999)。 
 
歐洲的情境則顯示出政府應該介入多少程度的問題：頻譜規劃的議題若完全

交付由業者自行協商、競爭，雖是符合了頻譜彈性(Spectrum Flexibility)的管理思

維，但卻極有可能讓市場為既有的業者所封閉，而使市場的缺少活水以致抹煞了

創意與新服務。若否，那政府因以何種態度與模式介入無線電視頻譜的規劃？ 
 
製播分離制的採行與否以及施行模式，則決定了共同傳輸公司樣貌。若依照

業者將趨於垂直整合的慣性來看，在不採取製播分離制的模式下，將有極大的可

能繼續維持類比時代的運作模式。 
 
但同時不同的業者對於數位頻譜規劃一事，則會因為不同構面的考量，介入

共同傳輸公司的成立過程。因此政府與廣電業者與業者之間，便形成不同勢力相

互消長的過程。 
 
從上述的討論中可描繪出，「頻譜規劃」及「製播分離」兩項指標對於共同傳

輸公司的影響性。意即政府對於數位無線電視頻譜的使用態度將影響共同傳輸公

司的形貌13。 
 
 

                                                 
13 執委會近似將將數位頻譜視為市場運作中的產品，並以其獲益價值研議出相對應的管理制

度。然而從歐洲議會、理事會認為整體數位政策應以人權、文化多元、國族認同為思考核心，以

及其對於公共廣電媒體的重視，可推論兩派於數位頻譜規劃所持之態度及落實方式必有著不同的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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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2-2 製播分離制度-頻譜規劃-共同傳輸公司構連圖 
 

 
第四節 外部變數？再探無線電視公共化議題：2001 年-2005 年 

 
除了製播分離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影響著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的發展？對照歐

洲的情境，倘若共同傳輸公司事業是起源自歐洲公共廣電媒體制度的情境中，那

麼它勢必有著相當濃厚的公共服務色彩。 
 
回到台灣的情境，在程宗明的研究提到：在台灣選擇歐規系統後，根據歐洲

DVB 系統的發展取向，施行製播分離的用意便是在於創造一個垂直分工與水平

整合的電視產業。但對照歐洲以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為發展基礎的背景，台灣則

面臨是否認同以公共廣電媒體引領無線電視數位化的問題（程宗明，2003: 200）。 
 
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再分析近幾年來台灣公共廣電媒體的角色定位於台灣的

論述場域中的演變，因而理解現階段的台灣社會中，不同社群團體對於公共廣電

媒體引導無線電視數位化議題的立場。並進而思考無線電視的數位化與公共化，

將對於共同傳輸公司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所出版的《電視改革 針鋒相對》一書中，

記錄了 2001 年 12月至 2002 年 2月間，各界對於無線電視公共化的討論。源自

於改革舊有無線電視生態亂象的期待，在實現的過程中，則分裂為兩種論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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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跳脫出政黨對立的糾葛，兩種論述則突顯出：「部分公共化與徹底私有

化」的核心思維（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2002），2003年至 2005年

則開始進入台灣無線電視的數位化。本節將以 2001 至 2005年為歷史脈絡，從相

關研究文獻中耙梳公共化與數位化的兩議題的發展與構連。 

 

一、2001年至 2002年：無線電視公共化議題的發展 

2001 年 12 月，立法院教育、科技及司法委員會開始審查「廣播電視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中第 22 條：「無線電視釋股」一案開始，後續演變為無線電視台官

股的全面釋出抑或公共化的爭議（黃其福，2001），以及各界對於「公共化」一

詞背後內涵的討論（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2002）。 

 

對照歐盟內部對於公共廣電媒體由反覆思考、抗辯，以致調整其文化至經濟

性的對比及內涵，台灣方面則企圖藉由無線廣播媒體的公共化，重拾媒體的當具

備的文化性，並改善無線廣播電視產業的經濟性。 
 

不過反對公共化者，多抱持著對於無線電視台倘若又回歸政府之手，是否又

會重蹈媒體淪為國家機器傳聲筒之覆轍？再者則是質疑政府如何負起公共化所

花費之財務、人事、製作等支出（中國時報社論，2001）。支持者，則表示公共

化不等同於「政府化」抑或「綠化」，而是另一種媒體制度的體現（林麗雲，2001）。 

 

綜觀以上論述的歧異，顯示出論者皆認同台灣媒體生態的紊亂，然而在實踐

之道上，起因於對執政者的不信任，以致「公共化」做為一種解決台灣媒體亂象

的「出路」，被貼上國家機器借屍還魂標籤。然而本為處理媒體亂象而設計的「公

共化」論述，就算是被「無線電視台全面釋股」的論述所取代，對照於台灣純商

業化的有線電視產業生態，仍被相關論者稱之為是一條萬萬不可的不歸路（陳炳

宏，2002）。 
  
 此時期的論述焦點已逐漸成形，意即認清現有無線電視台不合理的產權結構

之事實。但肇因兩派論者的所持意見的不同，及原本存在的政黨之爭，以公共化

或商業釋股為解決之道的策略仍未有定論。無怪乎 2001 年起，佔據媒體版面長

達半個月的公共化議題，最終仍處於「公共化理想國 路途遙遠」、「公共化共識

不足」的懸置狀態（林淑玲，2001；聯合晚報社論，2001）。 

 

二、2003年：無線電視的數位化與公共化的發展 

2003年 1 月，新聞局開始執行「數位娛樂計畫」，透過國家補助促成業者整

合、擘建共塔傳輸，以啟動無線電視數位化（洪儀芳，2002）。對照業者的意興

闌珊與立法院認為：「數位娛樂計畫當以公部門預算投訴公共建設為原則，且當

以非營利角度開創研發與產業火車頭引導數位無線電視服務的創新性」之立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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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程宗明，2003），台灣無線廣播電視過去的垂直壟斷背景已經造成既有業者

對於現狀的偏安，僅依靠商業無線電視台業者恐無法支撐起數位政策的施行。 
 
2003 年 5 月，立法院正式通過預算，由公共電視興建南部共同電視廣播傳

輸網路，以建立全國數位電視公共傳輸系統，同時亦通過「創意影音計畫」，委

託公共電視辦理數位內容研發與製播（前揭書，2003）。 
 
從文獻紀錄可推論，商業無線電視台的偏安心態最終將延宕台灣無線電視數

位化的發展。在業者只想抓住硬體傳輸建設，不思數位內容的投資與研發的心態

下，反倒是促成政府對於台灣公共電視的信賴，進而委託公共電視引導台灣無線

電視的數位化。 
 
此態勢則有助於無線電視公共化的發展，其立論在於若無線電視數位化本應

是數位頻譜的投資與經營，而非硬體的撤換更新，在既有重後輕前者的箝制下，

公共化與數位化的相輔相成，反而讓未來數位頻譜有更多的想像空間。 
 
三、2004 年-2005 年：公共化與數位化的再媒合？ 
 2004 年 6 月，無線電視台公共化的議題又有了重大突破。據媒體報導，行

政院最後修正了華視台視公共化方案，計畫將在九十四年度編列廿億元收購兩家

無線電視公股股權，再將公股以「附負擔」的方式捐給公視基金會（李順德，

2004）。具體的落實方案為，收購民股後讓官股持股達一定比例，再將官股捐給

「公視文化發展基金會」，並於 2005 年年底前，將公視、台視、華視、客家電視

台、宏觀衛視、原住民電視台等六家電視台交給公視董事會統籌營運，形成「公

共媒體集團」（馮昭台，2004）。 
 
 於是乎公共化的議題再次引發各界討論，然時值無線電視的數位化，兩議題

是否仍有著相互牽引的可能？意即將台視與（或）華視內入公共廣電媒體集團，

是否將意味著未來提升實踐共同傳輸公司的可行性？對照於歐洲公共廣電媒體

的數位化，在共同傳輸公司規劃又能給予台灣何種啟示，將為本論文持續關注的

命題。 
 
四、小結 
製播分離制的背後，仍須有著於政府對於無線電視頻譜規劃想像的依恃。倘

若台灣無線電視產業的荒蕪已進展到數位時代，那麼以「公共化」及「數位化」

做為解決之道的想像在現階段若已有構連的基礎時，未來在面臨實踐的關口尚須

考慮哪些更細緻命題，以致反應台灣公眾長期以來被忽視的傳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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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                       如何影響？ 

 
 
 
 
 
 
 
 
 
 
 

有何政策想像？                               有何應對態度？ 

 
台 灣 無 線 電 視 數 位 化 

如何實施 
製播分離？ 

成立 
共同傳輸公司 

數 位 社 會 

既有業者 政府＼公共化 

無線電視頻譜規劃

本研究的假設為，公共化若仍具有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發展的影響性，那它的

作用性當與數位政策相互發揮作用，以致構築出無線電視頻譜規劃議題的想像藍

圖。此外，並進一步在影響數位化過程中回答：如何進行製播分離制而型構共同

傳輸公的建構形貌。本研究亦在探討在上述策略落實的過程中，既有業者的應對

態度又會產生何種作用，以致形成台灣的數位無線電視政策（請參閱圖 2-3）。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2-3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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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設立研究問題 
 
小結以上章節的討論。首先，本章了援引新制度論做為分析傳播政策取向的

適當性。其次，釐清數位無線廣播電視頻譜的本質及價值，除說明肇因於頻譜的

物理屬性，其使用範疇的限制；另外，如此物理性特性亦宣告著僅以市場經濟獲

利做為頻譜規劃邏輯的侷限，它將相當程度地需要國家政府介入規劃。再者則指

出，在台灣無線廣播電視生態長期垂直壟斷的背景下，必須先行思考如何拆解頻

譜與傳輸經營事業，政府得透過製播分離方能有效規劃數位頻譜，但在此拆解的

過程中當不可避免地將與既有業者產生對立。 
 
然而，在吾人了解無線頻譜在數位時代仍具有的公共性後，則需思考意欲比

照歐洲成立共同傳輸公司的台灣，尚欠缺了什麼思維以致仍需要回到歐洲的情境

脈絡中，找尋足以支撐無線電視數位化基石？若仍為「誤用」，其緣由何故，且

又會是何種橘踰淮為枳的想像？因此研究者首先需耙梳歐洲公共廣電媒體的發

展現況，並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1. 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過程中，其製播分離與頻譜規劃的現況為何？ 
 
另外，在瞭公共廣電媒體發展情境後則需再思考：若在歐洲的情境中反映的

是不同的參與單位之間不同的想像以及彼此間的政治角力，那麼對台灣而言是否

也同樣有著相似的脈絡？ 因此在不同假設下，研究者再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2. 假設為是，台灣現階段的參與的要角為何？它們彼此之間有著什麼樣的

角力關係？ 
 
3. 假設若否，相異於歐洲如此動態、複雜的互動關係，那麼台灣又在何種

歷史背景下，呈現出相對「僵滯」的發展態勢？其意義為何？ 
 

在此脈絡中，研究者則繼續提出下列研究問題： 
 
4. 台灣數位無線電視的發展情境，將如何型塑製播分離制的意義，以致影

響未來共同傳輸公司的結構形態？ 
 

5. 借鏡於歐洲公共廣電媒體的發展情境，台灣數位無線電視又當如何型塑

共同傳輸公司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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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概念、方法與結構 
 
本研究意圖從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之脈絡，思考台灣數位無線電視「共

同傳輸公司」之建構內涵。首先對於「歐洲」的定義，主要以有參與歐盟(European 
Union)的歐洲國家為主。因為凡參與歐盟的會員國皆必須配合歐洲執委會所制訂

出的政策指導，進而制訂或調整本國現有的政策方向，然而各會員國仍能藉由歐

洲理事會或歐洲議會的參與影響執委會的決議。 
 
 其次，研究過程中所介紹、引用的歐盟國家，將以 European Platform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PRA)於 2004 年出版的研究報告中，所公布之歐盟無線

電視數位化程度較高的國家為依據14。在 2004 年這份研究報告中，EPRA將現階
段數位無線電視的發展態勢區分為三段指標，說明如下(EPRA, 2004)： 
 

表 2-3  EPRA會員無線電視數位化指標* 
指 標 定 義 代表國家 
A1 Group 全國使用數位無線電視的人口超過

15％ 
英國、瑞典、芬蘭、荷蘭

A2 Group 全國使用數位無線電視的人口介於

10％-15％ 
法國** 

A3 Group 全國使用數位無線電視的人口低於

10％ 
義大利、西班牙、愛爾蘭

*  本研究直至 2005 年 12月仍在進行資料蒐集，故各國的數位無線電視發展將異於 EPRA所公

布的研究資料。 

** 法國數位無線電視已於 2004 年 12月開始提供免費頻道的服務，但因 EPRA的研究出版於 

2004 年 6月，故無法收錄於研究之中。但因法國仍具高度的參考價值，研究者亦將法國視

為本研究之討論個案。 

 
資料來源：整理自 EPRA，2004。 
 
整體來看，歐盟執委會雖在政策規劃具有較強的執行力，可描繪出歐盟傳播

政策的基本架構。但在各國仍認為數位無線電視的議題當歸納為文化事務時，則

可從歐洲議會、理事會所公布的聲明書、研究報告反映出會員國的立場。 
 
因此本研究將以歐洲公共廣電媒體數位化為基本理論架構，研究方式將以歷

史文獻法蒐集相關資料，估計資料的蒐集範疇有： 

                                                 
14 EPRA成立於 1995 年，為歐盟各會員國所組成的協作單位，目前共有 39個歐盟會員國參與。

其成立目的在於相互交流數位無線電視發展經驗，每兩年舉辦一次社員大會，並出版研究報告公

布各國數位無線電視政施行現況。EPRA網址：http://www.epra.org/content/english/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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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理事會所公布的政策、研究報告； 
2. 各歐盟會員國廣電媒體管理單位所公布的政策、研究報告及年報； 
3. 國外新聞媒體、通訊社所發佈的新聞稿件； 
 
研究者將藉此耙梳不同單位對於公共廣電媒體與共同傳輸公司之間的構連

有何態度、立場。其次再檢視歐盟會員國發展數位無線電視的過程中，其實際的

施政方針為何，藉以了解會員國如何回應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理事會的政策

理念（請參閱圖 2-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2-4 研究操作圖（一） 

 
  
台灣方面則需歸納出數位無線電視發展過程中，現階段涉入的要角為何，再

進一步比對這些要角之間對於數位無線電視的想像，並藉此描繪出共同傳輸公司

未來可能的結構形態。 
 
另外研究者透過公共電視策略研發部獲得相關研究資料。因公視已參與中國

民國電視學會，，可藉此瞭解公共電視台、華視、台視、中視、民視各電視台對

歐盟傳播政策 

歐洲公共廣電媒體 

歐盟各會員國制訂之政策 
歧異？融合？ 

共同傳輸公司 

歐盟執委會 歐洲議會 歐洲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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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線電視數位化、成立共同傳輸公司、數位頻譜分配等議題之立場。台灣的數

位無線電視的發展，研究者仍以歷史文獻蒐集法為藉以掌握其態勢，蒐集的文獻

範疇共為四類： 
 

 
1. 政府主導召開之數位無線電視議題研商會議資料；  
 
2. 政府或業者所發表之相關研究報告； 
 
3. 行政院新聞局公文 
  
4. 中國民國電視學會公文； 

 
 

 
 
 
 
 
 
 
 
 
 
 
 
 
 

 
 
 
 
 
圖 2-5 則為本研究針對台灣情境中相關命題的操作方法：藉由不同要角之間

的互動，檢視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政策將如何型塑無線數位電視台與共同傳輸公

司、公共廣電媒體與共同傳輸公司的型構。再與歐洲無線電視數位化的脈絡的比

對過程中，推演台灣共同傳輸公司可能出現的類型。 

如何影響？ 

共同傳輸公司類型建構 

 
歐洲無線電視數位化脈絡 

（請參閱圖 2-4）

 
 
 
 

釐清不同要角之間的互動關係  
 

政府 商業電視台 公共電視台 其他 

有何參考價值？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2-5 研究操作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