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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歐洲與台灣傳輸公司的類型建構與分析 

 
   本研究於第參、肆章分別提出歐洲與台灣於無線電視數位化議題的發展脈

絡。根據歐洲各國的經驗，植基於公共廣電媒體制度的無線廣播電視，電波＼頻

譜公有的精神，其實踐的方式有二：1. 政府規劃數位頻譜的使用配置，並且；

2. 建置防止垂直壟斷機制。 本章將接續討論這兩個實踐方式將如何應用於台灣

的情境中。 
 
 
第一節 勢力競逐與類型建構 
 

21 世紀的公共廣電媒體制度遭遇發展瓶頸而需思索轉型的出路，根據本研

究的整理，最具體的改變便是無線電視頻譜使用配置方式的改變。事實上，吾人

可將歐洲執委會透過阿姆斯特丹條約對公共廣電媒體的結構的改變，視為對無線

電視頻譜使用的解禁(Raboy, 2001；R. Craufurd Smith, 2005)。 
 
然檢視各國發展數位無線電視的規劃模式，亦可發現雖然各國需遵照執委會

的意見指導，但實際上所謂的解禁也不過是向自由市場的彼端的微步。若再加上

各國政府大多以投資公共廣電媒體，以引導無線電視的數位化，那麼政府角色及

政策目標與頻譜規劃的構連仍密不可分。因此，我們得先檢視台灣現階段數位無

線電視政策的有待釐清的目標為何，進而歸納影響此目標達成的變數，並分析其

影響。 
 

一、釐清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目標 
 歐洲各國內部或是歐盟執委會，則在類比時期已擬定防止垂直壟斷的法源依

據並具體提出防範。面對無線電視的數位化，已實施製播分離者，除繼續維持製

播分離制外，則是依據市場大小考慮增加傳輸公司。反之，則藉重新整頓既有傳

輸體制，以落實製播分離的精神。 
 
是以，在歐洲的情境裡，藉由製播分離防止垂直壟斷的概念皆存在於在類比

及轉化為數位訊號之中。傳輸公司在歐洲的建置脈絡中，則是與公共廣電制度的

建立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致使傳輸服務者及內容服務者皆須有著普及近用的精

神。 
 
台灣無線電視發展對應於歐洲的發展脈絡，無線電視及其傳輸，在前者在老

三台獨佔時期走向市場失靈的過程中，早已失去普及服務的精神。後者則是初期

的籌建過程中，便以喪失公共服務的本質，轉而成為業者手中的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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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電視的出現，雖稍稍彌補公－商失衡的傳播生態，但卻仍屬被邊緣

化的弱勢媒體力有未逮。行政院新聞局歷屆局長所提出的公共廣播集團方案，嚴

格來說，僅屬於內容產製供應向度的平衡，要改變目前市場失靈的窘境，則需將

視角放在整體無線電視產業結構。。 
 
借鏡於歐洲數位無線電視的發展經驗，台灣當下則需透過製播分離設立反垂

直籠壟斷的防火牆，並藉此重新分配數位化後的頻譜資源。故當務之急便是解構

現有無線電視台垂直壟斷的狀態。 
 
然正如本研究在第肆章所述，台灣業者已揭示出自己在該場域的中對立與抗

拒態度－ 這樣的對立性仍在持續，也同時在發揮它的影響。以下研究者將針對

不同勢力的競逐態勢，建構台灣施行製播分離後，所成立之共同傳輸公司之類

型，並分析其類型的建構意義。 
 
二、 影響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政策走向之變數及其構連作用 
 在本節開始總結建構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成立共同傳輸公司之類型前，研究者

將先行歸納影響共同傳輸公司未來型態之變數。這些變數包括： 
 

(1) 政府的實踐力； 
(2) 既有業者斡旋勢力； 
(3) 政府及業者對於於無線電視公共化議題想像及實踐。 

 
以下再逐一解釋三項勢力變數消長的對應關係。首先，若政府的實踐、執行

能力大於業者的斡旋勢力時，那麼製播分離之施行，理當成為政府進行無線電視

數位化之關鍵。再依照本研究第肆章所述：透過公廣集團的成立、製播分離制的

施行，並與共同傳輸公司的成立結構進行連結過程，則可突顯出政府與既有業者

之間勢力的起伏消長。 
 
 變數(1)及變數(3)的相乘後的正面作用，前提在於政府的視野能拓及整體無

線電視的產業結構，將數位化視為結構重整的關鍵。並藉由無線電視公共化的過

程，重新調整頻譜使用、傳輸服務於公共性及商業性的比例平衡。反之，當既有

業者勢力大於政府時，既使政府有意執行製播分離，最後具體的結果，則如同第

肆章所言，業者將藉由成立「虛擬共同傳輸公司」以獲得第二單頻網之頻譜資源。 
 
然而無線電視公共化之議題依舊能成為政府斡旋的籌碼，因而亦可藉由獨立

公廣集團的傳輸部門，或藉由控股投資以限制電視台所擁有的股權。不過此舉的

關鍵在於，無線電視的公共化是否能先於既有業者意欲成立的「虛擬共同傳輸公

司」之前。若否，恐將錯過結構重整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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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傳輸公司類型建立與分析 
本研究第五章針對各國傳輸公司所歸納出的四種規劃模式包括：「獨佔」、「多

元控股」、「獨立原有傳輸部門」、「另成立新業者」。不過檢視歐洲各國的操作，

則多有混合搭配的狀況出現。 
 
表 5-1 歐洲傳輸公司類型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從表 5-1 不同可看出四種規劃模式之間的關連性。以「獨佔」模式為例，除

了瑞典為傳輸公司為國內公共獨佔事業者外，西班牙、芬蘭、愛爾蘭，尚有「控

股限制」及「獨立傳輸部門」的配套措施，義大利則為全面的私有化。 
 
若以「獨立出原有傳輸部門」模式為例，英國與荷蘭則有「引入新業者」之

應對。也是獨出立原有傳輸部門的愛爾蘭，雖仍為國內獨佔事業，但則再配合控

股限制的配套。 
 
法國與芬蘭的個案則較為特別。以法國為例，其傳輸公司 TDF 本為獨佔事

業體，但本身即有控股設計。數位化後，則再計畫開放新進業者經營傳輸業務。

另外，芬蘭則是在 DAB業務上開放新的傳輸公司進入場競爭。 
 
芬蘭在初期先由公共電視台YLE及法籍跨國傳輸公司集團 TDF各自擁有一

半不等的股權。但芬蘭政府決定將 YLE 的資源挹注於數位內容產製後，經過歐

洲執委會核准，逐年出售 Digita 的股份。由此觀之，「獨佔」與「控股限制」兩

套模式多相互搭配使用。 
 

共同傳輸公司規劃模式 國 
 
家 

獨佔 多元控股 
 

獨立原有 
傳輸部門 

引入新業者 

英  國   ○ ○ 
瑞  典  ○    
西班牙 ○ ○   
法  國  ○  ○ 
芬  蘭 ○ ○ ○ ○ 

（專指DAB業務） 

荷  蘭  ○  ○ 
愛爾蘭 ○ ○ ○  
義大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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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討論，可共可歸納出三種類型及其特徵： 
 
類型 特徵 代表國家 

 
 
既有獨佔型 

 
1. 傳輸公司與國家政府關係
緊密，故多為國營事業 

 
2. 亦可能因傳輸基礎建設私
有化，而由民營業者自組

共同傳輸公司 
 

 
 
瑞典：Teracom 
 
義大利：Mediaset旗下之 
        Elettronica Industriale 

 
 
準公共事業

型 

 
1. 傳輸公司在類比時代便已

為獨佔事業 
 
2. 但皆配合控股機制確保被
獨佔的傳輸服務並非被少

數業者所掌握 

西班牙：Retevisión 
 

法國：TDF（專指類比時期） 
 
芬蘭：Digita 
 
愛爾蘭：Digico 

 
 
市場競爭型 

 
1. 使傳輸事業市場競爭化 
 
2. 開放外資及業外資本經營
傳輸服務。 

 

英國：Crown Castle、NTL  
 
荷蘭：Novec、Nozema 
 
芬蘭：Digita、Telemast Nordic 

（專指 DAB業務） 
 
法國：Antalist 、TDF、Towercast

 
本研究依照資本結構及營運模式的分野，導出以上三種類型。但這三種類型

（及其所應對的國家）並非相互互斥，各國成立傳輸公司的方式仍重複，只不過

每個方式各國側重的比例不同，而使本研究歸納出不同的類型。 
 
不過，若再溯及各國成立傳輸公司的意向，所謂的三種類型，或許更像是三

套傳輸公司存在的價值判斷。它反映各國對於傳輸基礎建設的想像，及其在數位

社會中所發揮的角色功能。 
 
在歸納出三種歐洲傳輸公司的運類型後，本章將討論三種類行將如何轉移於

台灣情境，並除分析轉移過程中將面臨的挑戰外，並進一步分析三種類型於台灣

情境的價值內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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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傳輸公司類型建立與分析 
 
本節將以歸納於歐洲傳輸公司之「既有獨佔型」、「準公共事業型」，及「市場

競爭型」三種類型，思考該類型移植至台灣情境的變化與可能性。 
 
一、歐洲傳輸公司類型移植的可能 
（一）類型一：既有獨佔與私有獨佔 

類型一的建立，參考自「既有獨佔型」，其代表國家為瑞典 Teracom。若再

以義大利為個案，則又會有「私有獨佔型」。以下分析兩種子類型的差異。 
  
配合觀察瑞典於無線電頻譜的使用，則能發現傳輸公司的獨佔與保守、嚴格

的頻譜政策相互呼應。意即，瑞典藉由傳輸公司的國營化掌控無線電視頻譜的規

劃方向。瑞典既使在數位化後，無線電視頻譜的使用範疇涇渭分明，免付費頻道

者(free to air)除公共廣電服務外，商業頻道者則交付審議機制，且多為付費頻道。 
 
瑞典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屬性走向是保守的，且政府深入於頻譜與傳輸公司

的規劃。不過在此需強調：雖然兩者與政府關係緊密，但在反垂直壟斷的前提下，

內容供應者與傳輸者的分際卻未見踰矩，唯出現如瑞典 Teracom疑有不公平交叉

補貼之情事，而遭致業者反彈或執委會的調查。 
 
此外，僅有一家傳輸公司 Retevisión的西班牙，雖處於獨佔狀態並交付民營，

但卻也有控股限制。藉由開放業外資本方式，使傳輸公司成為一種準公共事業體

制（程宗明，2005）。此處再另分析義大利的個案。但如同本文第四章所述，義

大利廣電業者長期以來處於製播一體的狀態，境內的傳輸塔台的營運處於為各自

為政的狀態。 
 
因此「獨佔」的概念若由義大利的個案引伸討論，則可推出演無線電視傳輸

事業的「私有獨佔型」。私有獨佔模式意即傳輸事業為電視台（內容經營）業者

所有，且處於垂直壟斷的狀態。相對照於義大利紊亂的政經背景，也許才會出現

所謂的私有獨佔的模式。 
 
兩相比較瑞典的「既有獨佔型」及義大利的「私有獨佔型」，台灣業者意圖

等量劃分股權而成立的「虛擬傳輸公司」恐怕更是貼近於義大利的情境。此舉將

不僅傳輸基礎建設不是建立在國家政府的資產基礎下，反倒成為既有業者佔有頻

譜的工具手段。 
 
虛擬傳輸公司最大的問題在於，傳輸公司未來要以何種模式生存？虛擬傳輸

公司意即等於既有電視台獨立出自己的傳輸部門，但是頻譜卻仍掌握在電視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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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虛擬傳輸公司就只能發揮代客上傳節目訊號的作用。 
 
 

 
 
 
 
 
 
 
 
 
 
 
 
 
 
 
 
 
 
 
 
參考資料：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5-1 私有獨佔型 
 
既有電視台仍需同時經營內容產製及傳輸服務事業，虛擬傳輸公司的風險亦

由此而生。公共電視工程部轉播發射組組長關有智先生便表示，五家電視台若只

是形式上地獨立傳輸部門並成立虛擬傳輸公司，最大的問題便是將遭遇傳輸部門

員工的反彈。 
 
因為員工轉職的動機在於擁有更好的待遇及發展，就待遇而言虛擬傳輸公司

因為僅是既有電視台部門形式上的延伸，因此頂多維持現有的待遇；就發展而

言，虛擬傳輸公司仍是負責舊有傳輸部門的業務範疇，在無法另闢財源的窒礙

下，將無營運可言，恐怕導致失敗的命運。失敗的虛擬傳輸公司，其人員最終又

得回歸到各家電視台的傳輸部門1。 

                                                 
1 以上為 2005/10/14研究者訪問公共電視工程部轉播發射組組長關有智先生所得之資料。 

                                   
 
 
 

無線電視數位化 

既有業者  傳輸服務 

虛擬傳輸公司 

頻譜皆為既有業者所有 

無新進頻道經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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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類型二：準公共事業型移植的契機 
1.「多元控股」與「獨立傳輸部門」之應用分析 
準公共事業型的建構概念，是依照「控股限制」及「獨立傳輸部門」兩種配

套機制而來（請參閱圖 5-2）。控股限制的操作要點，在於引入不同的外資（包括

業外資本與國外資本）經營傳輸公司，進而限制電視台所擁有的股權比例。 
 
檢視施行「多元控股」及「獨立傳輸部門」的國家，包括：荷蘭、芬蘭、愛

爾蘭，可發現它們皆藉由無線電視數位化的轉換過程，重新調整電視台本身的結

構。再從這些電視台將傳輸部門轉手至電訊公司的現象來看，可推估電視台已將

自己定位於專業的內容產製＼提供者，傳輸服務事業應歸屬於電訊公司的專業範

疇。 
 

 西班牙與法國的傳輸公司在類比時期便已成立，且亦為獨佔狀態，但也同樣

有控股限制。法國的是改變 TDF 在類比時代的獨佔特性，開放其他業者投入市

場。 
 
 
 

 
 
 
 
 
 
 
 
 
 
 
 
 
 
 
 
參考資料：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5-2 獨立傳輸部門+控股限制型 
 

反
垂
直
壟
斷 

1. 獨立傳輸部門

2. 外資＼控股 

政府 

既有業者 傳輸公司

頻譜重新規劃 既有業者所獲頻譜

不同的外資 

新進頻道經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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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這些電訊公司多為大型的跨國集團事業，因此可具有絕對的資本與專

業可保障未來傳輸公司的經營發展。細分其結構模式，則有配合控股限制者（如

愛爾蘭），或是另外成立新的業者（如荷蘭）。 
 
2.台灣情境：考慮無線電視公共化之變數 
 吾人又該如何評估準公共事業型的可行性？如本章前述所陳，「政府及業者

對於於無線電視公共化議題想像及實踐」之變數，亦將影響台灣所成立傳輸公司

之結構。 
 
綜言之，研究者認為台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影響性在於，若公視與華視轉型

為公共廣電集團，將造成全台灣傳輸塔台使用權歸屬結構的轉變。根據表 6-2傳
輸站站址資料顯示，以標準共站（二家以上）規格建立之傳輸站，台灣共有十座，

華視與公視便分別擁有四座2。 
 

 
表 5-2 台灣本島數位共同傳輸平台 10站站址資料 

  站台 華視 中視 台視 民視 公視 

1 竹子山 ＊ Base O ◎ ＊ ＊ 
2 店子湖 ＊ Base ＊ ＊ O ＊ 

3 三義 ＊ Base O O Base O ＊ 

4 南投 ＊ O ◎ ＃ X 
5 枕頭山 ＊ O O  Base   ＊ Base ＊ 
6 中寮 ＊ O Base O ＊ ＊ Base 
7 東帝士 -- -- -- -- ＊ Base 
8 宜蘭 ＊ Base O Base  O ◎ ＊ 

9 花蓮 ◎ O O Base  ＊ ＊ Base 
10 台東 ＊ O Base O ＊ ＊ Base 
註：符號相同者代表共同建站，其中以 Base 處為基地；南投處符號儘皆不同，意味尚無共站；

台視與中視，以雙方互惠方式兩兩共站。 
 
資料來源：程宗明，2005 
 

兩家電視台所擁有的傳輸站，目前可達到較完整的覆蓋率。倘若兩者合併，

再配合各地補隙站之建置，將可望提升台灣數位無線電視訊號之普及度。圖 5-3
揭示出準公共模式的操作應用。首先，倘若華視、公視兩者合併為公共廣電集團，

將有助於政府執行製播分離政策。 
 

                                                 
2 華視：竹子山、店子湖、三義、宜蘭；公視：中寮、東帝士、花蓮、台東。 



第伍章 歐洲與台灣傳輸公司的類型建構與分析 

 109

而在數位時代中的公共廣電集團，則應標榜電訊傳輸專業化之典範，透過製

播分離成立傳輸公司。在此，台灣共同傳輸公司樣貌則已有初步的輪廓，其操作

方式也較有彈性，但不外乎配合獨立傳輸部門、引入業外或國外資本施行控股之

機制。 
  

不過準公共事業型其效力雖因為公共化之變數，使得製播分離成立共同傳輸

公司而較具可行性，不過在商業電視台仍握有一部份的傳輸塔台下，隨之而來的

問題便是：在公共化後所成立的傳輸公司與商業電視台手中的傳輸塔台，兩者未

來又將如何相互作用？（請參閱圖 5-3中，商業電視台與傳輸公司之間虛線箭號
之示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5-3 準公共事業型 

公共服務 商用服務 

頻譜使用規劃 

政府 

公共廣電集團 商業電視台

傳輸公司 

新進業者 

施行公共化

配套策略： 
  
1.獨立傳輸部門 
     
2.控股 
     

傳輸公司理想發展： 

近程： 兩家 

中程：合併（作）→獨佔 

遠程：電視台逐步退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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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華視與公視的合併，其目的在於彰顯它的示範效果：意即兩家電視台原

有的傳輸塔台可藉由合併、獨立、引入外資，進而成立傳輸公司，以致降低電視

台的營運成本。 
 
 倘若出自華視、公視的模式出現良善的效果，在理性選擇的前題下，則可吸

引其他電視台的加入。故在此之前，台灣則有可能出現兩家傳輸公司，其一為民

視、華視、公視公共化後所成立3，其二為商業電視台（即台視中視）因合作所

成立之傳輸公司。 
 
 但就如前述，準公共事業模式的傳輸公司，其未來的經營發展，關鍵在於外

資的引入及倚賴外資的電訊專業。但同時，歐洲採此模式的國家，其頻譜政策屬

於審議制，意即傳輸公司基本上只擁有訊號傳輸權，傳輸公司能依靠頻譜配置賺

取經費的應用有限。 
 
 在此限制下，政府下一個難題便在於，要用何種方式吸引外資挹注傳輸公司

的成立與經營？倘若仍以一國之數位頻譜政策仍為審議制的前題下，可能的途徑

在於亦開放傳輸公司擁有部份的頻譜空間，允許發展區隔性的服務。 
 
以瑞典 Teracom 為例，其旗下子事業 Travalvision，便是在專門在各大眾運

輸系統提供交通即時資訊之服務。意即 Teracom已定位於電訊傳播服務，不涉及

垂直壟斷的問題。 
 
3. 小結 
就圖 5-3中的後程發展而言，理想的狀態則有可能因為政府政策使然或成本

的考量，電視台將出售電視台所掌握的股份，使電視台與傳輸公司逐步脫鉤，前

者回歸節目產製專業領域，後者則回歸電訊傳播專業領域。 
 
 此套發展策略則近似芬蘭進行無線電視數位化之模式：芬蘭公共電視台YLE
初期握有 Digita部分的股份，在政府決定使 YLE發展數位內容製作為職志後，

從 2000 年開始至 2005 年間，便將股份轉售給 TDF。 
 
台灣移植準公共事業型的價值在於，可確保數位無線電視頻譜使用的開放

性，意即政府擁有思考數位無線電視頻譜於公共服務及商業使用的比例配置的空

間。 
 
此外，此舉可確保政府有空間規劃未來手持式行動電視(DVB-H)及高畫質電

視(HDTV)之應用。倘若數位頻譜的使用範疇將不僅限於節目訊號的傳輸，而是

                                                 
3 民視目前與公視共站的比例亦高，故就此評估兩者未來整併的可行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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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廣泛的應用，那麼政府便可因為頻譜使用的開放性透過公平、公開的原則，核

定適切的業者進入經營。 
 
（三）類型三：市場競爭型的限制 

1. 兩種不同的競爭模式 
檢視市場競爭型的操作方法有二，包括：獨立既有傳輸部門及引入新進業

者。以英國為例，當 BBC 在獨立出其既有傳輸部門時，其傳輸部門則由國際電

訊集團 Crown Castle所收購。荷蘭傳輸公司 Nozema，初期近半的股權則為電訊
傳播集團 KPN所有。法國 TDF的母公司 France Télécom本身亦為一大型的國際
電訊集團。 
 
 從這些政府將無線電視傳輸事業交付專業的國際電訊集團經營來看，可見其

已將該產業視為電訊傳播事業的一環，並透過引入新進業者機制，讓傳輸訊號事

業市場競爭化，提供眾多頻道經營者不同的選擇4。 
 
 法國案例則較為特殊。由於其數位頻譜規劃屬於頻道審議制，因此降低了傳

輸公司跨足頻譜經營的可能性。但為了防止 TDF 的獨大，法國政府則是引進
Antalist、Towercast 兩家新業者與 TDF共同競爭。頻道業者可依照不同的地區的

訊號，選擇不同的業者。 
 
2. 移植台灣的可能  
     以下分析市場競爭型移植到台灣的可能性。若以英國與荷蘭為範本，同樣

是獨立出傳輸公司的台灣，若要吸引外資挹注保障其發展性，其關鍵便是需要開

放傳輸公司有限度地經營頻譜（請參閱圖 5-4）。 
 

若選擇共同營運平台制，必須使共同營運公司的股權結構的多元化，以確保

營運平台內有有新進的服務出現。數位無線電視頻譜仍須得先脫離既有電視台業

者之手，再立法針對規範共同營運公司的組織結構，及組裝頻道之方式與限制。

若選擇頻道審議制，則需計畫整體的頻道市場是否能維持兩家（以上）傳輸公司

的營運。這表示台灣或許得參考法國的頻道審議模式，意即政府是在有計畫的前

提下嚴格地審議頻道，藉由頻道內容的區隔性打開市場。 
 
 
 
 
                                                 
4 就傳輸公司未來的營運模式而言，英國與荷蘭的數位頻譜規劃皆採共同營運平台制，英國的

Freeview有傳輸公司 Crown Castle的入股，荷蘭的 Digitenne則有傳輸公司 Nozema加入。是以，

傳輸公司也介入了頻道組裝的業務，拓展了傳輸公司的經營發展與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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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研究者自行整理 
 

圖 5-4 市場競爭型 
 
 倘若地理區域面積的客觀因素而言，法國三家傳輸公司在沒有經營權的前題

下，或可因為服務範圍的廣大，因而可有穩定收入。但法國的模式仍處於起步當

中，需長期觀察其營運方針，方能做為參考的依據，因此不建議已著手數位化的

台灣參考此一個案。 
 
 芬蘭另一家傳輸公司 Telemast Nordic其業務範疇則在數位廣播，並與 Digita
相互競爭。此現象可歸因為芬蘭政府同時考慮了數位電視、廣播頻譜政策的發

展，進而將傳輸服務市場的餅做大，以致有適當的環境採用市場競爭模式。 
 

反
垂
直
壟
斷 

政府 

既有業者 傳輸公司 
（兩家或以上） 

頻譜重新規劃 既有業者所獲頻譜

新進頻道經營業者 

獨立電視台傳輸部門

引入新業者

共同營運平台制＼頻道審議制 

允許有限度地經營廣電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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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三種模式移植台灣的內涵 
   移植至台灣的三種類型，其運作上路的關鍵，在於政府與業者勢力消長的結

果。很明顯，私有獨佔型等同於既有業者勢力凌駕於政府政策所致。準公共事業

型與市場競爭型，皆需要政府大力投入於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改革，方有成功的

可能。排除私有獨佔型不談，準公共事業型與市場競爭型背後又有何意涵？ 
 

若導入市場競爭型，再摒除法國在地理客觀因素的限制性不談 借鏡芬蘭模

式，政府則需再思考數位電視、廣播的頻譜政策，它所衍生的命題則是：台灣未

來的頻譜規劃是否能產生足夠的市場（頻譜經營者），而得以支撐兩家（以上）

共同傳輸公司的競爭？ 
 
 準公共事業型相形之下，則會因為數位無線電視的公共化，讓改革的問題初

步地具焦在公共廣電媒體的結構形式。它所形成的命題將會是：台灣的數位無線

電視政策，是否能透過公共廣電媒體實施製播分離制的改革，進而出現示範性的

良效？  
 
 政府採用準公共事業模式的難題在於公視與華視兩家電視台的合併過程。它

有賴於政府需立體化地思考無線電視公共化議題，公共化不應只是公共電視應該

播出哪些節目內容的考量，而應該是公共化何以做為改革的關鍵，配合數位化，

發揮足夠的能量，進而活化死寂已久的無線電視產業。 
 
 準公共事業模式及市場競爭模式，都反映政府制訂政策的背後對於台灣數位

無線電視的結構有著明確的立場。因為兩種模式顯示出不同的改革之路，不同的

改革之路則通往不同風景的數位時代。 
 

無論要如何選擇通往數位時路徑，終將不可避免地觸碰不同要角勢力的敏感

地帶因而出現窒礙。不過一昧的討好抑或搖擺不並的立場恐怕將導致選擇的限

縮，不同結構模式背後正面能量的啟動，取決於執政者是否明白自己有多少的選

擇，且知悉後又願意投注多少的改變進而實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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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語 
 

2005 年 9月 29日，歐洲執委會再度公布有關無線電波頻譜(radio spectrum)
的使用規劃。這項計畫名為「i2010– a 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growth and 
jobs」。執委會表示，無線電波（如廣播電視、傳輸系統、行動電話等應用）本

為相當重要的資產，歐盟當思索如何適當地使用這些資源，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經濟成本與服務創新的潛力。因此執委會計畫提出一套低障礙接近使用的頻譜規

劃策略，以發揮綜效之長5。 
 
執委會之中的資訊社會與媒體委員會委員 Viviane Reding.表示，無線電頻譜

已成為資訊社會的生命線，目前無線電頻譜對於歐洲經濟產業的貢獻，可提升 1
﹪~2﹪的國民生產毛額。但是倘若各會員國能以歐洲單一市場的取徑，改變無線

電頻譜的使用策略，這個數字將可再創新高6。 
  
歐盟執委會希望能在 2010 年前，在歐洲單一市場共同法的架構下，促使無

線頻譜的交易化。若完全交付市場機制，估計每年將會有 80~90億歐元的顯著獲
益(significant net gain)。正值類比-數位無線電視轉換的歐洲，在完成數位化後將

多出更多的頻譜空間，執委會則藉此開始向各會員國討論拓展這些頻譜的使用範

疇，希望可提供泛歐洲化的服務，包括行動電視、資料傳輸服務等7。 
 
一、價值移植的可能 
在歐盟成立之前以致成立至今，無線電波頻譜長達數十年的時間皆處於嚴格

保守的使用典範。依照先前經驗，以會員國核心權益為主的組織團體，皆反對純

然的市場競爭模式，但執委會卻依舊試圖說服會員國讓渡頻譜使用的主權，藉以

消弭頻譜使用的政治性，以獲致最大商業之收益。 
  
 無線電頻譜的數位化，豐富了頻譜的使用範疇，也同時帶動了價值鏈中從節

目產製、傳輸及終端設備產業的蓬勃。不難體會執委會的理念，當歐洲提出

DVB-H 系統規格時，而韓國隨後提出 DMB 系統，便以揭示數位化時代中另一

場國際社會之間的產業競逐賽。 
 
 電視此一科技，則肇因數位化之賜，成為這場賽事的競逐場域。當電視從傳

統的家電產品，轉向成為資訊產品時，電視科技也如同資訊科技一般瞬息萬變，

哪方的要角能掌握最先進的科技，並適時地發揮影響力，便能主導市場態勢。 

                                                 
5Europa網站 Online (October 2005) Available:   

http://europa.eu.int/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5/1199&type=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6 參考資料：同註釋 5。 
7 參考資料：同註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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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在 20 世紀末以前頻譜管制模式便是被視為這波變革中的阻礙，而阿姆

斯特丹條約中，有關公共廣電媒體不得跨足市場經營的限制，若要說這之中沒有

要角勢力對於無線電頻譜市場的覬覦（舉凡價值鏈中任何一個產業的增值），恐

怕也太稍嫌天真了些。 
 
 不過若我們就此認為這就是解除管制實證，或說歐盟社會情境中的「電視」

就此成為純然商業導向的科技時，恐怕將忽略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總是有不同的

勢力要角不斷地影響科技政策的演變。 
 
 事實上，從這波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政府管制僅是從內容掌控

轉至結構的掌控。其操作的關鍵，便是藉由公共廣電媒體的轉型，重新思考傳輸

基礎建設與數位頻譜之間的構連。 
 
政府角色並沒有遠離，僅是用另一種方式回應這場勢力競逐，從歐洲公共廣

電媒體仍佔據大多數的數位頻譜資源，便可知悉數位無線電視仍屬於社會中的準

公共福利服務。 
 
台灣行政院新聞局所研擬的「建構數位無線廣播電視共同傳輸平台計畫」將

要執行至民國 95 年。林立的傳輸主站與改善站，堪稱為採用歐規系統後的具現

化。只不過研究者深深懷疑，倘若摒除政府的補助，既有業者除了位於重點城市

的傳輸主站外，針對偏遠地區訊號品質的改善站建置，在商言商的前提下，既有

業者又會有多少的意願進行擘建？ 
 
是以，為數位求無線電視訊號的全面普及，除了傳輸主站外，尚有台灣各地

改善站的建置，因此出現了因為共站管理及頻譜使用公平性之問題，進而有了共

同傳輸公司及共同營運平台等議題的討論。 
 
2001 年，從美規系統轉換至歐規系統的台灣，除了技術上的移轉外，是否

同時也移植了歐洲的制度與內涵？研究者認為，從台灣政府即將面臨共同傳輸公

司模式抉擇來看，選用歐規系統不僅僅是技術的移植，它尚隱隱地發酵了一外來

科技技術背後的內涵，並同時與在地的社會文化出現衝撞與揉合。 
 
這些衝撞與揉合的背後在在都觸及歐洲廣電文化的精神與內涵，而這些精神

與內涵屢見於研究者的字裡行間，只不過理想與現實的差距，則在出現在與既有

業者的對峙的過程中。 
 
引用歷史制度論以描繪、詮釋此一衝突的張力是適切的，它彰顯出新科技不

僅是中立的科技「物」，其實更夾帶著來自於其原生社會的文化內涵。此外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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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論的引用亦可佐證來自於異文化的科技制度與文化精神移植至在地情境

中，又將如何與在地的要角勢力發生質變。 
 
因此若要回答歐洲傳輸公司模式移植至台灣情境的合適性，研究者則有兩階

段的回應： 
 
首先，從初期歐規系統技術的移轉著眼，對照於 Galperin提出的三種取徑（包

括利益團體、科技中心、意識型態取徑），台灣此時期的數位無線電視政策制訂，

偏於科技中心及意識型態取徑的向度。美規系統的限制，導致政府及業者了解歐

規系統於台灣的適切性，因此修改了技術標準政策（程宗明，2003）。 
 
之後伴隨而來的便是無線電視數位化、公共化等議題，政府研擬了相應的政

策法規。本研究共歸納出三種傳輸公司類型，並進一步導出「準公共服務型」與

「市場競爭型」於台灣情境的適用性。如此看來，歐規系統移植於台灣的適用性，

在此階段中倒是能見到它日益成真的實踐。 
 
不過一走到共同傳輸公司類型的選擇，將同時進入第二個階段的回應：依照

當下的發展，恐怕則是利益團體取徑在把持了現今的政策發展。至於利益團體的

強度是否會凌駕於政府，甚至改變歐規系統背後所承載的廣電文化內涵，致使所

謂的數位無線電視政策是否又可能成為空想？礙於該議題仍在持續發展，本研究

尚無法給予明確的判定，不過研究者仍可依照所歸納的研究結果，對目前正在修

訂的廣電三法提出相關的建議，以期台灣的共同傳輸公司發揮數位時代的正面意

義。 
 
二、未來法規研擬建議 
在《我國通訊傳播作用法之研擬規劃》研究報告中，透過專家學者溝通討論，

針對「執照發放議題」、「結構管制議題」、「營業管制議題」、「網路互連議題」、「通

訊傳播內容管制議題」、「稀有資源議題」、「數位匯流議題」相關議題提出初步共

識。以下本研究將比對報告中相關共識討論，提出台灣數位無線電視政策未來執

行應當注意之事項。 
 
經過比對，現階段該研究報告與本研究相關之共識者，包括：「執照發放議

題」、「稀有資源議題」、「結構管制議題」三項，以下為本研究之分析與建議。 
 
 
1.「結構管制議題」 
 結構管制議題中，與本研究相關之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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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對稱管制： 

電信部分主要即針對市場主導者的不對稱管制做討論，對於市場主導者的

不對稱管制事項部分，大體上已涵蓋市場主導者之濫用市場地位之可能行

為，故維持原有管制項目。但市場主導者的定義部分，則應以競爭法對於市

場力量(market power)的定義來作為出發，參考歐盟 2002年架構指令第 14

條而修正市場主導者之定義。同時為了保障互連及元件的接取，也將樞紐設

施的概念加入市場主導者定義，並於母法中加以規定。 

 
 (2) 瓶頸設施： 

現行法中之「瓶頸設施」與市場主導者定義之「關鍵基本電信設施」之概

念是否同一，引起混淆。建議應視兩者為不同之概念。本研究以「樞紐設施」

取代「關鍵基本電信設施」並賦予定義。故建議將「瓶頸設施」修改為「瓶

頸設備」，以便與「樞紐設施」明顯區別。 

 
 上述兩項建議與未來共同傳輸公司的結構與運作有相當密切的關係。首先在

第一項建議中所提及的「市場力量」與歐盟競爭法中「顯著市場力」（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相關說明請參閱第肆章之討論）立意相似，進一步解釋即為

反對任何一種型式的垂直壟斷。因此未來數位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也應該遵循此

一法源為依據，避免垂直壟斷情勢，以致壟斷業者所握有之顯著市場力破壞自由

競爭市場。 
 
其次，根據第二項建議中對於「瓶頸設施」的定義，共同傳輸公司因為掌握

全國無線電視頻譜的傳送，新進業者亦需透過傳輸公司發送訊號，故理當內入「瓶

頸設施」的範疇。 
 
2. 「稀有資源議題」與「執照發放議題」 
「稀有資源議題」與「執照發放議題」兩者之間有著密切的因果關係，因此本節

擬綜合討論之。首先，檢視該研究報告有關「稀有資源議題」的討論，內文多以

電信使用的語彙處理頻譜配置議題，且並未直接提及數位無線電視頻譜的使用規

劃。 
 
 而在「執照發放議題」議題則提到： 
 
「取得要件方面：先確定稀有資源部分，以及其他有規制必要之通訊傳播活

動，究竟原則上採取許可制，還是原則上採報備制，必要時採許可制，在期中

報告後將提出更具體建議。目前初步認為如採更寬鬆規制政策，宜先釐清應許

可之事業或事項，其餘除應報備外，不宜由主管機關介入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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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倘若數位化後的無線廣電頻譜使用範疇將與電信頻譜無異，那麼

無線廣電頻譜配置模式應可比照電信頻譜之配置模式，故可採用報備制。唯公共

使用與商業使用，比例也應隨之調整：藉由數位化發展公共廣電集團，目的在彌

補台灣廣電生態長期公、商失衡之弊，亦藉由數位化重新調整市場結構，整頓台

灣商營廣電媒體長期因市場失靈而造成的低競爭力8 
 
 本研究第肆章曾提及，在新聞局時期，第一單頻網已淪為與業者交換的犧牲

品，而業者亦仍覬覦第二單頻網的頻譜資源。若 NCC仍維持新聞局時期的作法：
那麼因為既有業者是以極低的成本取得頻譜資源，就公平原則而言，未來所出現

的節目內容（或其他用途）理當受到嚴格的審議過程（亦即在此模式下當採取審

議制）。 
 
  由此而論，為既有業者所有的第一單頻網，其頻譜特性概念則將延續頻譜依

稀有的概念，以致衍生出相對應的頻譜規劃模式。在此基礎上，意圖取得第二單

頻網者，則可比擬電信頻譜配置模式辦理。唯第二單頻網的配置模式則轉變為市

場機制，由不同的業者競標取得。 
 
以上的推論立基在 NCC仍延續新聞局時期的政策決定，所對應出之合理的

頻譜規劃模式，但未來的 NCC是否仍會延續新聞局的作法則仍待觀察。由以上
的討論可知，新聞局與 NCC的先後介入，代表著兩個決策單位思維的延續抑或

互斥9。根據以上討論，本研究針對未來傳播通訊作用法之擬定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一） 
 共同傳輸公司的運作特性符合「瓶頸設施」的定義，且又服膺不對稱管制精

神的規範範疇，因此數位無線電視政策需針對上述傳輸公司的特性，堅持製播分

離制原則，以避免任何型式的垂直壟斷。 
 
建議（二） 
建議在作用法之原則性規定中，明確定義數位無線廣播頻譜配置使用原則，

除重視公共使用與商業使用之間的互補作用，亦強調商營使用的市場健全。 
 
建議（三） 
 若 NCC延續新聞局時期的決策，第一單頻網的既得者當接受嚴謹的頻譜審議
制，第二單頻網者則當配合市場機制，開放新進業者公平競標。 

                                                 
8 本研究僅提出頻譜配置於公共、商用之間配置與投資比例重新調整的必要性，以及防止既有業

者濫權的建議。至於政府要如何透過無線電視公共化反映此一必要性，則不在本研究的討論範圍。 
9 本小節在於假設（並針對）NCC延續新聞局時期數位頻譜政策提出分析建議，然 NCC未必會
與新聞局同步，不延續新聞局時期決策的 NCC將提出何種策略發展，肇因目前時局未朗，故本

研究尚無法提出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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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來研究建議 
台灣的數位無線電視政策發展處於複雜且曖昧不明的情境，因此難以取得確

切的研究資料，亦難有後續的評估預測。這肇因於各方要角皆對於數位無線電視

產業有著不同的想望，基於不同的立場，則有不同的論述出現在不同的場域中。

相關研究者恐將迷失於不同要角所建立起的「遠景」之中。以下分別就研究取徑

與研究方法提出兩點建議以供參考： 
 

（一）就研究取徑而言 
歷史制度論不失做為政策比較研究一適切的研究取徑，藉由掌握不同場域中

要角勢力，並加以思考要角之間的價值衝突，進而可比對出在情境下所產生的政

策，兩者之間所產生之張力及價值。唯需採用此取徑需配合長期的個案資料蒐

集，並注意相關關要角的影響性，藉以了解兩者之間的構連。 
 
就本研究議題的發展，歐洲執委會日前所公布的頻譜政策聲明，相關研究者

亦可觀察未來歐洲議會、理事會、各會員國，及歐洲非政府組織的所提出的回應，

進而評估執委會新頻譜政策的可行性。（台灣方面主要受制於研究資料取得的困

難，請見以下關於研究方法的建議）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以本研究主題無線電視數位化為例，各方要角多基於自身立場進而對外釋放

不同的言論論述，僅蒐集報章雜誌等媒體訊息，或是單一的深度訪談，恐怕出現

被誤導之虞。 
 
本研究因為作者身份之便，可藉由內部管道取得相關研究資料，並在資料解

讀的過程中，發現既有業者與台灣行政院新聞局之間的對立性。不過這些研究資

料仍偏向靜態，且所謂的「要角」也僅歸納出既有商業電視台業者、新聞局、公

共電視三者之間的互動。 
 
實際上，非政府組織（如媒體改造學社）與新聞局、立法委員之間的互動、

影響，亦為相當重要的觀察指標。若尚能透過參與研究法釐清一要角勢力背後的

立場與其實踐操作，將有助於推演出一公共政策成形、失敗的過程及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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