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NCC 與數位匯流 

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4-165- 

執 行 期 間 ： 100 年 08 月 01 日至 101 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彭芸 

  

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郭馨棻 

 

  

  

  

  

處 理 方 式 ：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07 月 13 日 
 



 

 

1 

第一章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浪潮，通訊傳播產業與政策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最常聽到的就是「匯流」(convergence)這個名

詞了，如果說 1995 年在美國副總統高爾的倡議下，快速發展國家通訊基磐 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1997

年時代雜誌選出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為英特爾的負責人 Andrew Steven Grove， 而 2005 年度人物則為 You，2010

年為臉書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政治人物固然重要，但科技屢屢創新，改變人們生活、交友、學習、交易，國家

的有形疆界已被突破，顯示科技、產業、市場在全球化時代「匯流」的不得不然，或是自然的不得了。而在匯流的紀

元，就內容、服務、應用面來說，常常聽到「商業模式」、「價值鏈」等概念，都表示商人、企業界、產業都「嗅」到

許多變化，並分別尋找機會，拉高層次，國家更要在二十一世紀這後現代（或稱資訊時代）展現匯流的決心，以免在

全球化紀元中被邊緣化。 

我國於民國九零年代(2000)開始，在交通部電信總局的規劃下提出參與世界貿易組織電信服務，以及因應技術匯流

發展相關法規修訂，而對技術匯流、產業整合有相當清楚的勾勒（附錄一）。接著我國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

劃報告（2008）中，提及「近年來無線通訊科技日新月異，並與網際網路密切結合，新的通訊技術與系統所造成的 Triple 

Play（影音服務、網路接取服務、語音通訊服務）三網合一數位匯流趨勢，將造成市場與產業的匯流，並形成新的市場

與產業結構。為因應此一網路通訊之匯流趨勢，對於頻譜的使用效益、傳播頻譜與行動通信頻譜的交織配置、頻譜配

置的干擾分析、頻譜共享等議題之研究刻不容緩。此外，頻譜之彈性利用與具易取得性，乃為一切無線通訊系統得到

實際應用的必要條件，而頻譜的交易機制、頻譜自由化實施、以及免執照頻段之頻譜使用效率，均是電信先進國家在

進行頻譜規劃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其最終目的乃希望帶給廣大消費者更便利且多選擇的通信環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民國九十五年(2006)二月二十二日揭牌成立（附錄二）。不管是從政府開始重視通訊

傳播產業的發展起，或因為台灣在資訊業上在世界上頗具競爭力，政府想將通訊傳播相關產業列為重點的企圖心一直

存在。張俊雄院長時代的「挑戰二○○八」中「兩兆雙星」，而後民國九十二年(2003)游院長時代企圖致力建構台灣成為

「數位島」，所謂「行動台灣」(M-Taiwan)，到後來的 U-Taiwan 到現在「智慧台灣」I-Taiwan,，都展現台灣這方面的雄

心壯志。  

民國九十七年(2008)馬總統上台，希望延續其在台北市成功的無線寬頻城市之概念，對數位匯流一直相當關心，而

行政院長劉兆玄曾擔任過交通部部長，自然對通訊產業頗為熟悉，接任的吳敦義院長原就是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加上出身媒體，對匯流是有想像的。本章首先討論匯流政策的理論基礎，接下來說明各國面臨匯流時的考慮重點，我

國處理匯流的規畫、機關與需要重視的問題。 

第一節 規約政策的哲理：從新自由主義談起 

一九八○年代起，因著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席捲，美國雷根總統主政八年、英國柴契爾夫人保守黨執政，都服膺於新

自由主義，解除規約(deregulation，也有譯為「去管制」，見註一)就成了施政的基本理念（有興趣請見彭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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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訊傳播發展極為快速的年代，全球化成為沛然不可抵禦的現象，這當然不能不歸功於新自由主義。 

Harvey (2005) 在《新自由主義簡短史》中界定新自由主義奠基於「將所有人類行動帶進市場就會將社會善極大化」

的理念，Dwyer (2010)在討論媒體匯流時就認為一般而言，在新自由主義架構下要從意識型態與生產過程兩個面向來衡

量媒體匯流。Harvey 與 Dwyer 都認為新自由主義以為資訊創造與能力的技術十分重要，方可累積、儲存、轉換、分析

及使用大量的資料庫以好在全球市場中做成決定，因此新自由主義對資訊科技有高度的興趣與追逐，更有甚者，這些

科技可將時、空關係中壓縮的市場交易更增加其密度。全球化理論中最著名的特徵即是「時空的壓縮」，而各種資訊相

關產品在這方面的貢獻自不在話下，因此一些學者從這種角度切入探討為何資訊產品匯流是後現代競逐中，不可或缺

的利器。 

少管不代表不管 

與新自由主義對抗的新馬克思主義，或是演化出來批判的各種學說，基本上認為市場自由乃資本主義「美化」其

原本意圖的一些假象，骨子裡就是要政府少管，方可遂行其「橫掃千軍」的企圖，其實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答案的，如

果說新自由主義強調創新與競爭，批判學者認為科技發展是社會權力的結果，並不可能在形塑社會改變上完全中立，

同時轉換以消費者取代公民的規約模式會對社會公平正義產生負面影響(Mosco, 2004; Chakravartty & Sarikakis ,2006 )。 

這裡要指出「少管」不代表「不管」，因此重點其實在於「少管」什麼？又「重新管了什麼？」，科技決定論固然

不全有道理，但批判學派有的是贊成政府介入，有些學者也不贊成，本文不欲進行理論上的爭議，只想表明：站在公

共政策的角度，通訊傳播政策乃屬政府重大公共政策，完全不管是說不通的。Larouche (2004) 在討論匯流時就指出，

匯流易說不易做，許多樂觀人士假想電信與媒體在九○年代就會匯流，後來證明過於樂觀，一是代價過於昂貴，再是消

費者的需求在當時也沒有那麼高，光以大家熟知的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與時代華納 (TimeWarner)的併購案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而網際網路的出現當然是科技匯流的成果，但其設計是為「窄頻」而非「寬頻」，也不是一

個具規模垂直整合成功的大企業所發展出來的，各不同小公司在匯流的氛圍下發展，可以說今天匯流的圖像是「無心

插柳柳成蔭」，而二十世紀九○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的網際網路泡沫化，更讓許多樂觀擁抱科技匯流的人士重新思考，

可是，常常驚豔就在轉角處，手機普及了，速度變快了，智慧型手機在這兩年的成長，以及蘋果獨領風騷的發展，反

而讓世人見識到匯流真正就在你我的生活中。 

政策的價值衝突 

固然匯流正在發生，但由於各國規管媒體與電信的法規都尚未匯流，因此究竟如何「匯流」？各國都在摸索，也

就是說，科技不等人，科技在匯流，市場也不等法規，正自然的匯流，而消費者更不在乎是有線、無線、是網路或電

視，消費者自己會在諸多可能性中找出對自己最適合的方式來接受訊息、互動，以及享受所選擇的內容。但是政策並

不存在真空當中，政策也不存在理想國裡，政策，尤其通訊傳播政策乃為深負價值的議題(value-laden issue) (Just, 

2009:97) ，另外 Chakravartty & Sarikakis (2006)則認為是動態的政治過程(dynamic political process)，就不可能只考慮技

術因素（這即為我國行政院科顧組過去面臨的問題）。 

學者以為（Vicky, 2005）新自由主義對傳播政策的討論可以區分為：市場自由主義與公共利益主義，又稱為民主

模式 (Shelanski, 2006)，因著市場效率與政府傳播政策制定的行動來檢視各國發展的過程，同時也聚焦在不同媒體的定

位，看要將之視為是公共管理委託者或是營利機構。我們眼見公共傳播政策的價值隨著時間流轉，討論的中心議



 

 

3 

題也跟著轉變，歐洲既使過去公共廣播電視制度與電信發展均以公共利益為最主要政策的指導原則，但不可否認現今

各國則較強調經濟價值。這一方面與近期的科技轉變有關，諸如媒體與電信的匯流，另方面是政治決策帶來的改變，

例如公共服務市場的自由化。 

第六節 小結：來路方長，繼續努力 

本文首先說明二十一世紀匯流的理論討論，接著介紹匯流的重要要角，有這些基本的瞭解後，繼而說明我國匯流

政策的規劃，以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委員會的努力。但是重要的是，我國一方面宣稱要在 2015 年前

完成匯流，另一方面幾個最根本的問題卻少去面對，缺乏討論，甚至沒有更多辯論。既然匯流是件這麼重大的工程，

在此提出一些基本問題： 

匯流：誰匯誰？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在總統府財經小組的諮詢會上，施振榮董事長說了一句很中肯的話：我國 ICT 產業發達是誤解，

他說我國資訊產業全球領先是事實，但通訊產業並未如大家所想像或瞭解的「先進」。也就是說在中華電信獨領風騷四

十餘年後，因為電信三法通過，國營的中華電信民營化，而新進業者，不論固網或行動，由於投資大，不是一般企業

玩得起這種遊戲，固網業者因為進入市場時，由於需求大，所謂「電信三雄」賺夠錢，而行動電訊出現，當然也繼續

在市場投資，這十餘年來，成功者很多故事，轉手或是資金面臨困難的，有的是因為技術升級（如大眾），有的是經營

轉手（如亞太），大致說來，都讓消費者還算滿意（除價格外），固然有一些小小的訴願，但大體來說，三大電信公司

的寡佔市場擁有八成的市場佔有率，而 2G 升級 3G，業者繼續獲利。匯流紀元中，每一家電信業者自然不會放棄大展

身手的好時機。在民國一百年兔年開始時，電信三雄都說「匯流不是未來，就是現在」，由於基金雄厚，人才多，穿著

挺拔的西裝、名牌，講話就是非常自信，並將眼光看到雲端。 

基磐的競爭中，與電信競爭的就是有線電視，我國第四台從非法到合法，不斷在地方政商複雜的環境中打滾，繼

而併購他人、被他人併購，個個練得一身柔軟的功夫，私募基金進場玩有線電視的遊戲，看上其穩定的獲利率，固然

政府設定價格上限，但系統業者不思節目品質提升（因為要花錢），對數位化也不積極（因為要花更多錢），地方頻道

特色不明顯（也是錢），但因收入穩定，並政商關係良好。真正懂台灣有線電視的經營多與頻道業者交好、同時懂得台

面下遊戲玩法的行家，不一定穿西裝用名牌，但都是對地方、對頻道上下架能搞定的好手。什麼 Triple-play，什麼

Quadruple-play，什麼數位匯流，對這些人來說，興趣有限，穩住陣腳，持續獲利才是硬道理（監察院於民國一百年四

月約談通傳會，想瞭解為何私募基金藉高度財務幹桿操作收購有線電視系統，理由簡單，因為「好賺」，而法規不過，

就繼續賺）。 

國外對「誰匯誰？」「如何匯？」「匯流過程相關議題？」討論多年。以美國為例，三十年前有線電視剛普及，大

家說，有線電視因重在服務，是「人」的產業，電信獨佔久了，是「技術」的產業，服務普遍不佳。但經過多年的彼

此競爭、相互學習，電信其實服務也相當受到肯定，同時因為法規的修正(1996 年電訊傳播法)，在跨區、結合等放寬

管制氛圍下，電信、有線電視長得愈來愈像。固然對此去管制作為，遭到批判學者大力抨擊，消費者也付出較過去更

高的使用費用，但不可否認，因為競爭，數位化程度高，節目多元（政大傳播學院於民國一百年五月底就「我國有線

電視經營問題」進行研討，特別如開放經營區等問題，贊成者以為可以幫助消費者選擇，反對者則認為節目都一樣，

消費者不會更滿意，同時偏遠地區的收視權益值得重視）。歐洲則因屬公共系統，匯流政策在歐盟的指導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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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往匯流走，追求資訊社會的腳步從未停歇。東亞各國數位匯流做的非常積極，因為國家的最上面政策包含產業政

策相當清楚，時辰更從未延宕，韓國、星加坡的表現都可圈可點，我國則是說了多年，近三年更成熟（見張進福，NCC 

news, 2011,5），但是各部會配合程度不一（書中其他章節會繼續說明）。 

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 

從國家政策角度言，匯流政策目前由行政院來主導，但每一個部會日常業務就很繁忙，主導的政務委員既使非常

用心，但畢竟還需要各部會充分體會國家對數位匯流欲達成的目標（如歐盟的資訊社會），同心協力，成功方有可能。

因此國家為了追求數位匯流，匯流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我國與鄰近國家相比，產業政策是口號多，下到各部會，

就顯示不出整體戰力。 

負責督導的張政委最近表示「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為」（NCC news, 2011, 5:1-3）表示「數位匯流昭示著全新的未來，

然而其卻涉及不同成次與不同領域的解構與重整，諸多問題如國際競爭、產業發展、利益衝突等錯綜複雜，作為國家

政策，更必須納入政府制度面，是高度跨部會的工程，整體推動的確具有相當高的困難度」， 

批評者認為「NICI 小組，雖然以『推動』資訊通信發展為名，但是工作性質只是以協調各部會為主，實際工作的

是沒有行政官職的執行秘書與副執行秘書，雖然有用人上的彈性，但是與國家文官體制不符，既無權亦無責，而且與

資訊通信產業之重要性以及該產業迫切需要的國家政策領導有相當的落差。」劉孔中（2010）拉到更高層次來看問題，

指出「回觀我國，首先，未設有推動資通訊發展的專責機關，各項業務分散於不同的部會，卻又未建立由上而下的國

家級戰略指導綱領，不利統籌推動資通訊發展。其次，產業輔導與監理未能合一，本有機會事權集中的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卻在運作過程中，逐漸定位為獨立、監理的準司法性機關，缺乏推動產業發展的概念及責任。反之，國外的

制度設計多將輔導與監理的職權劃入同一機關下，以使二者的運作能兼顧多方平衡，避免政策上相互扞格，此點應值

得作為我國參考借鏡。」 

主管機關權限與規約風險(regulatory risk) 

如文中所提，數位匯流中有相當的工作是由通傳會來負責，但因通傳會是為獨立機關（第五章會有更清楚的討論），

本章只從國際發展趨勢及現存資料來說明數位匯流在我國政策上的意義，過去外界對二屆委員會的批評多是環繞在委

員會的決定「傾向消費者」權益，而對產業發展貢獻不多，這一方面乃因當初分工上的規約性封建（如交通部掌管頻

譜分配、新聞局管輔導獎勵），或是可從「福利式傳播政策」(welfarist models of media communication policy)的角度加

以探討：前者在其他章節會有更細緻討論，後者是 Dwyer (2010:165) 在檢討媒體匯流時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將近三十

年新自由主義倡言去管制，出現不少問題，而全球化的過程更改寫了不少理論，我們現在應該以一個統合的、情境式

的途徑乃檢視媒體與傳播政策，福利式的治理理論提供以公民為中心的論辯，如此未來媒體與傳播基磐就可以將多元

的內容、平台與所有權都包含進來，福利式的傳播政策可提供新自由論外的另一種觀點，代表第二屆委員會的氛圍。

其實通傳會成立的時間太短，根本無法蓋棺論定，同時政策形成有其一定的程序，光就一、兩件裁決案並不能就對這

兩年下了結論，美國不論是聯邦法院、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不同組成有不同的決策風格，也自然有不同的堅持與妥協，

塑造出每一屆是保守、是較為激進或具有幾個指標的判例，假以時日，後人研究我國的通傳會，也會對一、二屆委員

會給予綜合評價。 

在此特別要提出，政策的設計非能出現於真空的環境中，而我國從戒嚴到解嚴，國家的角色從來都是最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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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彭芸，2011），電信的自由化不到二十年，媒體解禁也剛過二十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才五年，大家都在

學習。Tsatsou(2010) 在討論規約者時也一再強調社會文化的因素(policy and regulation through a socio-cultural lens)。 

規約風險則指規約介入提升了被規約產業的資金成本，造成沒有效率的投資(Naranen, 2005:50)，可是作者也指出

「不規約風險」（Non-regulatory risk），指市場主導者對其他競爭者或消費者，利用不公平競爭手段所採行的策略優勢，

這兒其實說出規約的困境。很多人都會說「少管不該管的」，問題是電信與傳播從來都不缺「管」，而這種管與不管的

風險其實相當政治(Latzer, 2007, Noam, 2010)。而同時，有關規約者的研究也是規約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不管是從政經

學派，或是行為學派都有一些學理與實證，一般而言，規約者的策略不易預測(De Streel, 2008;726)，這是個問題，但各

國都嘗試以「共同規約」（或稱「共管」, Peng, 2011）來解決。 

註一：本書中的「規約」、「管制」」「監理」都是由  翻譯而來，我個人是偏好「規約」，取「規定」、「約定」的公民社會之

平等概念，但因電信現有文件均是「監理」（見簡旭徵，2011），而傳播過去則多是用「管制」。 

註二：如最近(2011.5)在巴黎召開的 e-G8 會議，Google, Facebook 負責人參與會前會，質疑以國家為單位的網路規約），據報

導（法新社巴黎 25 日電），谷歌（Google）和其他網路大企業領袖痛批 G8 各國領導人對於線上版權和自由等敏感問題

的立場。企業領袖討論對政府的提案，包括提供公民上網權益且不管制線上內容，但其中存在許多分歧。主持會議的法

國廣告巨擘陽獅集團執行長列維（Maurice Levy）表示，他將率領 e-G8 代表團，確定最後提案，並於 G8 領袖次日在法

國西北杜維爾（Deauville）召開高峰會時提交。代表團成員包括谷歌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臉書（Facebook）

創辦人祖克柏（MarkZuckerberg）等，議題大多聚焦在權衡網路獲利與創造可能就業，以及防止網路犯罪動力之間的利

弊，法國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為峰會揭幕，對他們的「網路革命」讚不絕口，但也警告政府適度規範網路不

可或缺，才能避免「民主失序」。施密特和其他大企業老闆警告，草率規範恐怕會抑制創新發展。但另一方面，民間社

會團體也抨擊這場集會多由大企業發聲，對網路自由構成威脅。（譯者：中央社盧映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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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寬頻政策與國家競爭力 

前言 

二十一世紀各國都將寬頻建設當成國家的重大政策，因為這種基磐，就是資訊高速公路的建設，代表一國在本世

紀競爭力的程度，國際電信聯盟(ITU)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就在 2010 年組成了「數位發展寬頻委員會」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Digital Development)，訊息清楚的揭示「寬頻就是未來」(Intermedia, Oct.2010)。 

我於 2009 年十月赴羅馬尼亞參加由法國 Sophia Antipolos 基金會及 Items International 顧問公司共同主辦的 2009 年

Global Forum（全球論壇），係屬年度資通訊國際會議，邀請各國資通訊機構及相關產業代表以及政府規約者與會，主

題為探討資通訊科技對人類社會之影響，並包含科技發展趨勢及相關政策討論。馬總統於民國九十五年（2006）時任

台北市長任內，推動台北市網路建設不遺餘力，亦獲邀至 2006 年 Global Forum 以「打造台北市網路新都」為題發表演

講，行銷我國資通訊發展成果，馬總統於台北市長任內重視無線上網，當了總統繼續對新科技的關注，尤其無線寬頻

這一部份，更凸顯他體認這新趨勢以及對國家競爭力不可或缺之關係（圖 2-1），但其在民國一百年(2011)六月中旬的治

國週記中，以「更快更好更便宜，提升網路競爭力」為主題表達看法，一方面是嫌國內網路表現欠佳，另方面憂心國

家競爭力的退步（註一）。 

話說 2009 年全球論壇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羅馬尼亞總統來致詞，連這個歐盟的後段班都在想著「寬頻」，各國規

約者關心的議題也是寬頻。而後我去布魯塞爾拜訪歐盟資訊社會與媒體(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的執委蕾汀(Dr. 

Vivian Reding)博士，她開玩笑說羅馬尼亞是「從窗戶進入的寬頻」(Broadband through window)，這也多少說明在歐盟

二十七各國家中「前段班」與「後段班」的差別（Trkman, et al., 2008）。開玩笑歸開玩笑，但是羅馬尼亞在寬頻建設上

急起直追，很快就要衝到「前段班」（見 FCC 最近公佈資料，FCC，2011），一是說明二十一世紀是寬頻的世紀，另則

是「不進則退」的硬道理。 

迎接寬頻時代 

2010 年二月於巴塞隆納世界通訊年會中，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 Hamadoun Toure 談及許多國際電信的發展趨勢，更

宣布「寬頻是下一個引爆點，下一個真正的轉移的科技(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y)」，顯示「次世代」的時代來臨。我

們準備好了嗎？ 

國際電信聯盟(ITU) 2011 年出版的「電信改革新趨勢 2010/2011」（2011.3.31），提及「接取寬頻不再奢侈，而是對

每一國家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必需，對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而言，寬頻是

強有力、潛在的提升器，報告尤其指出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有一個預先的國家寬頻計畫。而一個有效的國家寬頻政策將

檢視刺激寬頻建設方案的各種可能，以及如何將科技可帶來經濟正面影響的最大化，就包含策略的頻譜管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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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轉換成數位的廣播與電視，並為導向次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 NGN)立下堅實的基礎。 

第一章談及我國數位匯流規劃，其中談及到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時，寬頻建設將達到 80%家戶可接取 100Mbps，

而數位化程度 50%（最新資料為 75%），也討論到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寬頻政策計畫，把寬頻上網視為國家「基本的基

礎建設」，在金融風暴中，美國經濟復甦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 ARRA)的提出，其實

就勾勒了下一波國際競爭的項目是以資訊、知識為基礎的樣貌，對內是增加就業率、促進經濟成長，對外，既合縱，

也連橫，目標當然要保持領先，或維持領先。其實社會學家 Castells (1996, 2010)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提及的資訊社會與

資訊經濟時，多次嚴肅的討論資通訊的重要，但畢竟是學者或預言家的說辭，而歐盟則是最早將資訊社會提升至政策

層面來加以思考，這更牽涉各國產業政策，如果政府本身體認不足、意願不強、決心不夠，就會造成說歸說，這麼大

數目投資究竟誰要做？如何回收？等實際的問題。因此「影響寬頻上網普及率的因素並非價格，真正關鍵在於政府的

政策」（謝穎青，2008），我國最近在總統、院長再三宣示下，數位匯流中寬頻建設是真正動起來了。 

美國於 2011 年初公布美國寬頻普及的數據（見 www.broadbandmap.gov.），呈現最新美國有關寬頻普及的完整資

訊，顯示美國偏鄉的寬頻普及率甚低，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1, 2.21-27 )就針對這項公告給予評

論，並批評歐巴馬政府作得不夠(The Flaw in Obama’s Wireless Plan)。但寬頻建置不光是技術問題，不少討論其實非常

政治，牽涉到很大的金額以及分配的問題，而一旦有建設，就與地方政府連上關係，地方政府在這中間扮演的角色，

也不能不被考慮。 

民國九十九年(2010)十月三十一日，中國時報社論『輸掉寬頻布建，就有「文化亡國」之憂』，文中討論國家競爭

力，以及文創產業代表的軟實力，若無良好寬頻建置，全都是空談，全球高速寬頻誰最普遍？資料顯示韓港日包辦前

三名，在全球高速寬頻連網最普遍，南韓平均連線速度是每秒 14.6Mbps，號稱全球之冠，全亞洲 10 個連線最快的城市

中，南韓就佔了 6 個，每一處平均速度高於 15Mbps。而根據美國網路技術供應商 Akamai 科技（AkamaiTechnologies）

資料，日本排名第二，平均連線速度 7.9Mbps，香港 7.6Mbps，緊追在後。其他排進前 10 名的國家包括羅馬尼亞、瑞

典、愛爾蘭、荷蘭、瑞士、丹麥及捷克，美國位居第 18，平均速度 3.9Mpbs，這項調查定義寬頻 2Mbps 以上為「寬頻」

連線，5Mbps 以上為「高速寬頻」，而 20Mbps 以上則被列為「超高速寬頻網路」。報告指出，在南韓 74%的連線屬於

「高速寬頻」，傲視全球，日本則是 60%，而香港 46%。美國全球排名第 12，只有 24%的「高速寬頻」，全世界平均是

19%（中央社，2011.2）。 

延續第一章的討論，當電信自由化如火如荼發生在世界個個角落，由規約 1.0 到規約 2.0，但因為金融風暴，以及

國際評比，國家對寬頻這種「國家級」的基磐建設就無法完全交由私有企業光就獲利的角度來看待，因此規約為何會

將投資視為重大指標，牽涉下一波國家競爭力，需要更多的重視與討論。同時，這不光是基磐的核心與接取，更是應

用、服務以及內容，包含醫療、教育、文創等資訊社會的重要議題，與之相關的社會貧富不均、政治參與、公民社會

等，自然不可等閒視之。 

在通傳會出版的 NCC News(2010.8)中談及因應匯流及次世代網路 OECD 政策的指導原則，包含鼓勵投資、競爭及

市場發展、接取被動設施、科技中立、網路互連、號碼、名稱和位址、頻譜分配、普及服務、數位落差、緊急服務、

服務品質、電信和廣播的匯流、跨境議題，本書除較為技術性議題將不觸及外，其他部分都將一一討論。本章首先討

論為何寬頻佈建是重要的，政府的角色有那幾種模式，以及公私協力運作需有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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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發展與相關策略討論 

在通傳會向院長、總統報告「數位匯流途徑」(2010)，指出我國的匯流政策之策略，應該包含： 

一、鼓勵網路次世代服務，促進網路次世代服務接取網路競爭化； 

二、推動長期頻譜規劃與推動頻率財產權政策，以鼓勵無線寬頻普及； 

三、進行管理面變革，就涵蓋網路強制互連以及批發與零售雙價格上限管制；同時四、推動無縫隙網路接取，以

利數位影音服務發展。這些大原則大家都不會反對，只是策略呢？以下就現有文獻作一些說明： 

寬頻這種平台，定義很多，從有線的銅軸電纜、有線系統、電力線，到無線電波的 3G、衛星傳輸，到固定無線傳

輸的 WiFi 及 WiMAX (Picot & Wernick, 2007)，但現在多以「次世代」說明其速度。次世代網路的提供使匯流加速之平

臺，包括「核心」與「接取」兩個層次之網路，NGN 核心網路給多樣服務提供應用與交換層，而次世代接取網路（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 NGA）則有利於創新服務之提供(NCC News, 2009,8)。OECD 建議決策者的規約應考量兩項

主要目標：一是經濟目標：即確保市場的有效競爭，及鼓勵創新與投資。二為社會目標：在新的技術和服務環境下，

現有監理架構之許多社會目標很可能仍視為有效，這些措施包括普及服務議題、接取、服務品質、緊急呼叫、媒體多

元化、多元文化、消費者和其他用戶之保護。 

根據最新的國際電信聯盟(ITU, 2011)公佈的電信改革趨勢(Trends of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2010/2011)，隨著寬

頻服務的支援與應用已可傳送至消費者端，在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資訊傳播科技出現。寬頻生態系統中，包含了多元、

互聯的網路、服務、應用與使用者，因此諸如環境、資料安全與隱私、智慧財產權保護、健康照護與教育等議題都會

被整合在此生態系統之中（如圖 2-2）： 

 

 

 

圖 2-2：寬頻生態系統 

來源： Trends of Telecommunication Reform, 2011 

不同學者對各國寬頻政策作了一些比較，Cava-Ferreruelaa & Alabau-Munozc (2006)提出國家對寬頻發展有柔性、中

度與高度干預策略三種模式，Cambini & Jiang (2009)則討論美國、東亞與歐盟這三個不同區域的寬頻政策，Huigen & 

Cave(2008)、Cave(2010)也有類似針對不同國家寬頻政策模式的檢視，討論都相當類似，多少都會從政府介入的多寡、

供需之間的拉扯、私人投資的障礙等面向來說明不同國家的政策選擇：  

(一)柔性干預策略(Soft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柔性干預策略的特性在於政府對寬頻基礎建設的發展採低度管制，認為寬頻的供給來自於市場力量，其中英國、

瑞士、丹麥和紐西蘭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柔性干預政策框架下的法案傾向於為市場發展創造適當的環境，在供給

面(supply-side)上，此類法案的目標是要透過基礎設施共享的原則，培育競爭與開放的電信市場，或是消除私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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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規範障礙；就需求面(demand-side)而言，柔性干預策略建議的法案會為使用者提供誘因、改進政府能力、教育人們

使用新科技、宣導寬頻應用，以及確保安全的交易環境等等。 

OECD 與 ECTA 均較建議國家採柔性干預策略，而其主要的爭議在於寬頻基礎建設的發展仍然屬於初步階段，政

府過頭的管制干預會破壞競爭並影響未來市場發展，此外，在此類的方式中，高度市場競爭被認為是確保服務和科技

創新的重要需求。 

(二)中度干預策略(Medium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中度干預策略的特性在於提高政府對於寬頻基礎建設發展的涉入，確保欠缺寬頻建設的地區能夠完成基礎建設的

鋪設。此類型策略的宗旨認為，若將寬頻基礎建設交由市場力量定奪，私人投資者將不會健全地關照到偏遠地區，因

為這些偏遠地區的建置與維修費用高，而業者收取到的收入較低。然而，接取寬頻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

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原則應確保科技的可用性以及可得性（見第四章普及服務義務的討論）。因此，中度干預策略在供給

面上輔助寬頻網路的完成，在需求面上強加宣導。在供給面上的法案有兩種類型，包含對私人電信業者提供經濟支援

與公共建設的租用（如普及服務基金）。 

在對私有電信業者提供誘因部分（Cambini & Jiang, 2009），相關供給面法案在歐盟中甚為普遍，各會員國採取了

結構基金的策略，以支援偏遠地區發展，諸如義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均採用類似方式。美國也以 Rural Utilities Service 

Telecommunication Program 補貼鄉村地區的寬頻發展，類似的基金方式還有很多，包含稅收抵免、低利借貸和其他政

府的計畫補貼。至於公共建設租用部分，供給面法案牽涉公共網路建設，尤其是在地區層級，例如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或者是地區或國家層級，例如瑞典或法國。這些光纖網絡通常是技術中立的，並以非歧視的條件提供給私人營運商，

此倡議有兩種目標，第一是確保長程的基礎建設計畫，例如光纖的鋪設；第二是消除新進業者進入電信市場的障礙，

以增加市場競爭。 

歐盟委員會和國際電信聯盟較偏好中度干預策略，歐盟執委會認為宣導服務和網路間的競爭是發展寬頻服務最好

的方式，另外，在缺乏市場投資的誘因下，開放基礎建設近用的公共基金會是增加競爭的方法。相似地，ITU 歸納出

成功寬頻經濟的三個市場要素：(1)市內用戶迴路(LLU)或是線路分享政策，(2)技術競爭，由不同寬頻技術競爭相同的

消費者，(3)市場競爭，與既存營運商的有效競爭。然而，ITU 也指出透過公共基金刺激政府計畫的效率，特別是增加

市場力量尚未到達投資需求的市場。批評者則認為這些政策會破壞商業的投資誘因，並浪費公共資源，他們認為政府

在網路上的基礎建設投資是很難公正的（Cambini & Jiang, 2009）。 

(三)高度干預策略(high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高度干預策略的特性在於政府對寬頻基礎建設的積極涉入，採取這種策略有些類似於國家設計的社會經濟計劃，

最著名的當屬韓國以及新加坡（Huigen & Cave, 2008），國家對於私人部門的投資向來便採取高度干預。 

不論是那一種干預的策略，都必須檢視干預的理由以及為何如此的諸種考慮，Cave & Martin (2010)認為在全國、

區域或是都會地區有所謂公共投資電信是基於：公平、產業政策，以及經濟復甦的理由，公共投資究竟針對整個次世

代網路，或是最後一哩、接取、、，都要依各國不同的發展狀況以及政府財政狀況而定。 

學者 (Cambini & Jiang, 2009)檢視美國、東亞與歐盟這三個例子，說明美國是 OECD 中最大的寬頻市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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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6 年的電訊傳播法採去管制的精神，對於市內用戶迴路、零售價格管制的鬆綁都朝鼓勵競爭的方向走，最明顯的

特質在於平台的競爭，即有線電視與電話系統的競爭。由於美國對有線電視的管理較為寬鬆，對電話系統相對嚴（這

也是為什麼 Comcast 可以在 1996 年的電訊傳播法通過後發展的那麼好），這種非對稱的管制也引起不少討論。 

歐洲因為有線電視發展的歷史與美國截然不同，電信的去管制雖在 1990 年代開始，但歐盟各國的情況還是不大一

樣，重點仍是放在管制市場主導者(SMP)，對現有業者的管制嚴格是為鼓勵新進業者（通傳會委託報告，2009）。簡單

說歐洲模式強調乃立基於競爭分析的管制性干預 (Huigen & Cave, 2008)，採取介於全面去管制與政府及產業政策干預

的中立政策。歐洲管制框架的中心主旨認為，市場只有在出現了可能形成主導地位時才需要管制，這樣的經濟管制聚

焦於透過完善的競爭，提升消費者福利。 

東亞是全球寬頻發展最為快速的一個區域，各項研究討論寬頻一定會將南韓、日本拿出來做例子，本文一開始也

列出其普及的程度。由日本與南韓的個案就可知亞洲市場中呈現明顯政府干預性的手段(Huigen & Cave, 2008 )，大家熟

知的南韓，最常被提及一是寬頻發展，另外則是文化創意產業，南韓政府發展 KII-initiative，提供借貸讓營運商投資於

高速的基礎設備，這項政策不僅讓國家朝現代資訊經濟發展，它也推動了高科技公司如 Samsung 和 LG 的經濟發展目

標。此政策在一開始是成功的，為促進南韓的寬頻服務起頭，然而直到最近，一些對於開放寬頻市場的問題開始浮現，

只是不論如何，南韓在耕耘發展資訊經濟確有可圈可點之處 ( Huigen & Cave, 2008:715)。 

Trkman 等 (Trkman, et al., 2008) 則提出從供給面或需求面的經濟或社會政策思維出現幾種類型（如表 2-1），認為

影響歐盟各國寬頻譜普及必須考慮推動與手段、使用資訊服務，以及資通訊的環境，其實，近年因為不論供給面或需

求面(Dwyer, 2010)都增加了，因此寬頻普及就似乎可以水到渠成。 

表 2-1:  影響寬頻建置策略架構圖  

 供給面 

經濟政策 

供給面 

社會活動 

需求面 

經濟政策 

需求面 

社會政策 

推動與方法 經濟發展；寬頻

服務的價格上限 

支持電子商務或

電子工作的法

規；普及服務 

改進電腦近用；

對電腦與網路連

結的稅收優惠 

增加對電子使用

的認識；鼓勵電

子工作 

資訊服務使用 輔助服務發展；

公私協力 

C2G 和 B2G 服務

發展 

對 C2G 的鼓勵 增加對電子服務

的認識；教育 

ICT 部門環境 科技經濟模型；

公私協力 

不同類型的法規 降低轉換

(switching)價格

的法案 

 

來源：Trkman, et al., 2008, p.112 

    

第四節  小結 

民國九十二年（2003）行政院科顧組所舉辦的數位媒體發展政策論壇，就提及「寬頻產業之經營除攸關一國網路

社會與產業之發展外，更牽涉到一國之國際競爭力，這其中不論所謂內容產業（content provider）或資訊管理產業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其發展均繫於穩定而價格低廉且具有國際接續能力的寬頻網路建設。準此，如

影響類型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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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更宏觀的角度，在確保國內市場結構應有之競爭效率前提下，維持我國網路文化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均會是未

來電信與其他資訊通信或網路相關法律調整或制定過程中所不能忽視者。」將近十年要過去，我們還在談。 

從第一章的討論中，說到各國在數位匯流藍圖的現在，以及希望的未來，不論是美國國家寬頻計畫、數位英國白

皮書、韓國國家資訊化發展願景與策略等，以及我國談很久的智慧台灣計畫。本章繼續討論各國的作法，寬頻有總比

沒有好，有了以後當然希望是高速而非龜速的，前面提及大家要的是能提供內容豐富網際網路服務的寬頻，因此體認  

在二十一世紀此時談寬頻，人們可以接取使用內容豐富網際網路服務，是重要社會參與的先在條件。後面第四章討論

普及服務義務，就自然會將寬頻建置成為普及服務義務部分列入討論，因為資訊社會是大家的，不是菁英的。各國在

探究寬頻建置時都不能只在乎經濟上的好處，如創造工作機會，更在乎的是提升國家競爭力，因為在二十一世紀競爭

的不光只有技術、更不只有普及率，更是軟實力，就是「豐富內容」的文創產業。我國政府其實這幾年也深刻體會中

華文化作為軟實力的競爭優勢，因此這兩年上至總統、院長，到政務委員，都積極宣示並實際督促數位匯流的進度與

文化創意產業在匯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既然大家都知道，接下來就要去除障礙，謝穎青（2008）在分析「OECD 國家與台灣寬頻發展政策之比較」結論

到：「迎接寬頻時代來臨，可以不要自找麻煩拘泥在發照制度上，或是重蹈覆轍以發照制度開放市場。市場已經在那裡，

政府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開放市場讓所有競爭業者進入，全力佈建各式寬頻網路，不管現在持照者做或不做！」

本章延續第一章數位匯流的討論，說明二十一世紀寬頻建設的重要性，雖然世界各國採取的模式不盡相同，但我們身

處東亞，資通訊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用多言，只是民眾享受資通訊產品的好處方面，並未完全滿意通訊品質、價格以

及升級的服務，而在偏鄉、或是稍微偏遠地區的學校、醫療等，上網速度還是不盡理想。 

根據通傳會數位匯流座談會資料（2010.1.27），在有關次世代行動寬頻監理政策方面，我國推動「家家戶戶有寬頻」

政策，提供 2Mbps 寬頻至偏鄉家戶，對縮小城鄉數位落差貢獻很大。同時，學者根據聯合國電信相關國際組織統計有

關電信基礎建設的參考指標，6 分為滿分，最高分是瑞典 5.91 多，台灣 5 分以上，超過大部分的國家，但現在是第 7

到第 10，好像也不太差，只是一拿到與鄰近的韓、日相比，甚至星加坡等，我們其實是落後的。學者因此建議「我國

寬頻政策的績效目標，應該以國際組織的參考指標為準，至少要保持全世界前十名，始可保持國家競爭力」，另外學者

們也認為只有 2Mbps 速度太慢，不能稱為高速寬頻，本會二屆委員李大嵩則認為我國沒有單獨國家的寬頻計畫，只是

配合整體產業，它只是工具、載具，沒有被視為一個主體來考量。林欣吾表示如果整個國家沒有把寬頻或數位化做完，

就不必談任何監理，也不用談任何建議，因為不可能享受到，我們只付出了監理的成本、結構管制的成本，所以最重

要的是產業政策這一塊，我們期待的是每一個層次都是相互競爭，有很多業者存在，以這個概念來檢視現況，潛在有

什麼樣的工具可以促進每一個層次在水平上是競爭的概念。在監理管制上放寬之後，可能會影響產業結構的集中化，

產生對消費者不利的、不好的內容或廣告問題，甚至為什麼數位落差、普及化的議題是必須要監理、必須介入的部分，

這才是整個關注的焦點（見會議記錄）。 

在政府規管方面，由於銅軸網路的成本早已攤提完畢，次世代網路則在各國建置中，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有要

促進競爭，又要創造誘因（Cave, 2010）。對私有企業而言，投資是為了營利，而既有業者，或市場主導者當然想繼續

維持其「主導地位」，消費者則希望以低廉的費用，享受最佳的服務(Cadman, 2010)，規約者則要將以上不同利害關係

者的思維納入。由於金融海嘯，第一章也說明規約 3.0 是否鼓勵投資，因此本章說明幾個案例，介紹一些正在發展的

寬頻建設，對於更細緻的次世代接取規約的考慮與作法沒有深入剖析，也未就市內用戶迴路這重要部分做討論（牽涉

到互連），因為一方面較為技術，另一方面牽涉普及服務義務的討論（在第四章說明更為仔細）。本章首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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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介入幾種模式，以及幾個具有指標意義的國家如何推行寬頻政策，最後就以公私協力的作法，強調合作的重要，

而這些合作更該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大架構中看到前景。 

對電信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甚有研究的學者 Cave (2010:511)最近在討論寬頻建置時的投資時建議： 

一、釐清目標是很重要的，因為目標將決定資源的配置。例如，為了贏得公眾的支持，產業政策會是第一步，平

等則會是第二個考量。 

二、成功不僅要看公眾投資的規模與回饋，也要看所有投資的規模與回饋，從此觀點而言，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

的彼此制衡是關鍵，公共投資應聚焦在私人不會投資的地方，並發展原先私人競爭不會涵蓋之處。 

三、除了特定案例外，光纖網路即使到了發展中期仍無法抵達所有區域，建設計畫必須設法提供其他服務與輔助。 

四、國家的寬頻計劃需要主要營運者間具有高度共識，尤其是電信的既有業者與透過基礎建設提供服務的業者，

最理想的狀態是提供開放網路，不偏袒特定團體。許多紛爭諸如資產的轉換和近用問題均不易取得共識，但如果彼此

達成協議，便能夠降低價格，轉換銅軸線纜，創造競爭基礎。 

五、當國家計畫能夠達到一個統籌的目標時，在地倡導也有其好的影響，讓偏遠地區免於被遺忘。國家與地方之

間的平衡得考量政治傳統與公共財力。 

本章未對實際寬頻建置時會遭遇的挑戰，如市場主導者、市內用戶迴路、網路互連、接續費等實際的問題提出看

法，有興趣可參考一屆委員劉孔中（2010，第五、六章）、石世豪（2009，我國固定通信網路開放用戶回路的法律分析）、

謝穎青（2008）的論述。值得慶幸的，最近一連串新聞：又是寬頻降價(聯合晚報，2011.6.8)、又是中華電信準備大投

資提升寬頻的速度（工商時報，2011.6.14），顯示「準備好了」，方向對了，剩下的是決心、時辰以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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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總統馬英九昨天為網路族發聲。馬英九希望提升網路競爭力，讓網路速度更快、品質更好、價格更低，許

多國家都有網軍，往往會影響一個國家攻守的敗，絕不能掉以輕心。馬英九昨天發表的治國週記中，以「更快更好更

便宜，提升網路競爭力」為主題，邀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黃彥男、網路使用者代表葛如鈞共同對話，討論

台灣網路的品質，回應網路群族訴求。今年在元旦文告，馬英九宣示要讓台灣的網路「速度更快、品質更好、價格更

低」（工商時報，20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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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無線頻譜、數位紅利與數位轉換 

前言 

本書第一章討論數位匯流，第二章檢視世界先進國家的寬頻政策與發展，都強調二十一世紀人們希望利用匯流的

便捷來改善生活，下一章探討普及服務與數位落差，提及美國聯邦通信傳播委員會為減少數位落差而持續進行寬頻建

設，費用來源之一是完成 700 MHz 頻譜的拍賣。事實上，近年各國對無線頻譜的價值愈來愈重視，一方面是使用需求

的增加，另方面則是對過去管制手段的檢討。本章就針對無線頻譜的使用進一步加以探討，由於頻譜使用的相關問題

很多，包括頻譜使用費、技術中立等，甚至地下電台，本章不準備一一深入剖析，而將重點放在從規約者應該思考的

大架構，如規約的鬆綁、數位轉換等，同時介紹最近國外幾件重要個案，我國計畫於民國一百零一年(2012) 中旬完成

數位轉換(註一)，準備工作的進行與可能面臨的問題，也都將一併討論。 

根據我國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Networked Communications Program)總體規劃報告（2009）:「近年來無線通訊

科技日新月異，並與網際網路密切結合，新的通訊技術與系統所造成的 Triple Play（影音服務、網路接取服務、語音通

訊服務）三網合一數位匯流趨勢，將造成市場與產業的匯流，並形成新的市場與產業結構。為因應此一網路通訊之匯

流趨勢，對於頻譜的使用效益、傳播頻譜與行動通信頻譜的交織配置、頻譜配置的干擾分析、頻譜共享等議題之研究

刻不容緩。此外，頻譜之彈性利用與具易取得性，乃為一切無線通訊系統得到實際應用的必要條件，而頻譜的交易機

制、頻譜自由化實施、以及免執照頻段之頻譜使用效率，均是先進國家在進行頻譜規劃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其最終目

的乃希望帶給廣大消費者更便利且多選擇的通信環境。」 

針對頻段 700 MHz，由於將開放近年來少見之大規模頻段，成為重新配置之重點對象，且有關其再利用方針之討

論正在世界各地熱烈地進行中。此外，報告中指出「考量目前尚有美國、日本與台灣等國家正進行商用化準備之 WiMAX

使用 2.5 GHz 頻段，及全球 100 個國家以上預測將用於 4G 頻段之 3.4 GHz，估計將用於新一代行動通訊，未來相關頻

譜重新配置上的動向更令人關注。」交通部委託野村總和研究所(NRI, 2009)針對「我國中長期無線電頻譜最佳化規劃」

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規劃了「我國頻譜使用現況分析」、「頻譜未來需求分析與配置規劃」及「產業與政府間的頻譜

需求交流機制規劃」等三大工作項目，通傳會配合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Networked Communications Program, NCP）

中「數位匯流之頻譜配置與法制政策研究」，委託資策會進行「700MHz 頻譜應用及監理政策之研究」（2009），希望研

究結果可以在技術、應用、政策、法制等面向提出可行之建議方案，並藉由跨領域整合研究，研議新型態業務之開放，

鼓勵通訊傳播新技術之發展及滿足市場需求。由此可知，我國對於頻譜開放是有準備的，只等政府數位匯流時辰更加

明確，以及法規整備後，就可以好好大展身手。 

無線頻譜的規約與鬆綁 

話說管制（或如第一章所言之「規約」），已經歷經約一百年頻譜管理的歷史。由於頻譜看不到、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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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政府管理一向採取命令與控制（Command & Control, 以下以 C&C 稱之）模式，一百五十年前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ITU)的出現，以及其下的世界廣播會議(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工作之

一即為分配、協調頻譜（O Siochru & Girard, 2002；謝穎青，2008），希望達到和諧與效率的效果。多少年管制所持的

理由為頻譜是稀有的，極其寶貴，這種概念深植人心，政府因此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需要進行管理，美國 1934 年傳播

法強調「公共利益、需要、便利」及為整個法的基本精神。但近年大家發現頻譜不一定稀有，只是完整、塊狀、好使

用的頻譜才是價值之所在，因此有關「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的討論就從政府到民間，非常熱門(Intermedia, July 

2010)。而此同時，不論學界或業界的討論咸認為政府以命令與控制方式作為頻譜發照的做法應該朝向靈活和去中心化

改變（Tsatsou, 2010:26）。 

我國也採命令與控制模式的傳統頻譜管理機制，廣播電視法第 4 條規定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不得租賃、借貸或

轉讓；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無線電頻率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由通傳會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這些相關問題在本文中會陸續討論，但受限於篇幅，本章不討論執照授與的實際運作，而將重點放在「鬆綁」的管制

思維上。 

其實在交通部電信總局時代的「電信自由化白皮書」（2002）中就已經揭櫫自由化的必要性，書中指出「當我國電

信監理制度開始實施頻率使用執照與營業執照分離核發時，檢討我國頻率應用之限制，當不可避免。特別在該頻率又

採以拍賣方式釋出時，對於業者頻率之多元應用，在不影響市場公平競爭及技術規範基本要求，且提升使用效率與服

務品質之原則下，交通部將樂觀其成。」惟至今分離發照制度尚未形成政策，亦未見諸於法律規章之中（謝穎青，2008）。

通傳會第一屆委員劉孔中（2010：331-333）對頻譜資源管理的討論甚為詳盡，認為我國頻譜使用的問題有三：一是造

成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二為效率不彰，三是不可能成功卻又無止境地取締地下電台。 

數位紅利的觀念 

我於 2009 年４月參加美國 NAB（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國家廣播電視協會）年會時，與聯邦委員會

委員 Johan Adelstein 談及頻譜管理，他認真的表示美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將頻譜好好重新調查清楚，瞭解利用的

效率究竟如何，畢竟在二十一世紀，頻譜不能再如二十世紀使用的浪費，這才使有關於「數位紅利」的討論與政策在

先進國家受到極大的重視。而我接著參加兩個重要有關電訊的國際會議，其中都有許多對數位紅利的探討，而我參訪

歐盟時，執委詢問我國數位回收的計畫與作法，因與歐洲類比回收同是 2012 年，我們就相關問題作了一些意見交換。  

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Meredith Attwell Baker(2010)就表示：「無疑地，各國主管機關將專注於確保有足夠額外

之頻譜。以往主管機關對於新服務總是依賴閒置頻譜（fallow spectrum）之重新定義，現今美國有超過 500MHz 之頻譜

可供彈性、具商業執照之無線服務使用，美國同時將需要數以百計額外 MHz 之頻譜來滿足無線化社會之預期需求，欲

達成這些目標：首先，要促進互通性；當尋求更多頻譜時，必須改良管理現存頻譜之使用方式，並動態性頻譜資料庫

之創造。其次，必須主動刺激創新與投資於最新之無線電通訊技術及基礎建設，以善加利用從資料庫所取得之資訊，

接下來需要檢視服務之法規以確保其能夠並刺激頻譜使用，第四，需要確保次級市場之法規能鼓勵有效率之頻譜使用，

最後，需要協同與合作，以確保國際機構能支持新科技來對各地需要的人提供新的服務與機會。」 

本章分幾個部分討論，首先說明頻譜管理的模式及其轉變，接著介紹近年熱門的 700MHz 討論、美國頻譜管理的

作法如何，個案介紹則簡單說明最近最熱門的白頻使用、數位轉換。歐洲呢？歐盟二十七國的頻譜管理原則為

何？英國明年(2012)也要關掉類比，目前進度如何？我國對頻譜管理從電信總局到通傳會，努力有被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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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頻譜管理模式與重要性 

學者（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在討論頻譜管理時，認為無線媒介特性一為沒有財產權(無形的，無所有者)，

以及極易受到干擾，這兩種特性成為今日頻譜政策的起源。這兒就帶出頻譜使用的一些特質了。Cooper (2007:567) 指

出「頻譜是沒有實體的，沒有真的物質特性，不管怎麼說，直到我們使用它，或濫用之，頻譜其實並不存在」。美國從

1920 年代開始因為廣播、電信事業發展，政府就把無線波當作公共資源管制，屬於國家所有，認為如不加以管制，很

快就被用盡，或因彼此干擾而大家都無法享受，是故，政府管制的根本理由便是「頻譜稀有」，1934 年的傳播法(1934 

Communication Act)更清楚列明通訊傳播的主管機關及其職責。美國 1944 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接受這個理由，不管憲法

第一修正案或是其他的挑戰，通訊傳播委員會作為頻譜的管制者，除了是無線電波的監理機關，也決定某段頻譜可以

作為什麼用途的主管機關（目前我國頻譜分配的權責單位為交通部）。 

頻譜管理中最重要兩個基本的概念為 ─ 財產權(property rights)和共有財(commons)。在財產權部分，美國國會和

通訊傳播委員會數十年來秉持「政府可指定部分頻譜讓售予私人，允許其在次級市場買賣；至於共有財，政府可以指

定許多頻譜為共有財，利用技術，不同使用者間相互合作以避免干擾，FCC(或其他機構)則扮演讓合作順利的監督性角

色」（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財產權的討論近幾年甚為風行（王郁琦，2006），認為頻譜如土地，財產的歸屬與

價值有必要好好加以檢視，同時除非必要，否則應該允許在市場交易，而公有財則與其特性有關。至於干擾，隨著科

技的進步，問題已不若過去那麼嚴重（近年美國 FCC 引介了「干擾容忍值」的度量觀念作為量化與管理無線電通訊環

境中干擾源的依據）。 

從十九世紀開始國際間利用電訊來聯繫，各國管理頻率即以命令與管制模式為之，Freyens (2010)討論 C&C 模式

適於防止訊號之干擾，說明了頻譜最早使用之情況（如美國 1920 年代早期之無線電通訊），但在二十餘年後，傳統之

管理方式阻礙了對商業無線電應用持續增加需求之有效率回應。Freyens 以為僵化之規則加諸很多技術或歷史之考量，

卻很少考慮到個別交易或市場反應，因此，C&C 制度不只妨礙了頻率之健全經濟價值，亦無法評價個別通訊服務對經

濟之貢獻。 

隨著一九八○年代的電信自由化，已開發國家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積極淘汰 C&C 管理的傳統管理模式，就出現

一些更為創新的電信立法思維，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頻譜自由化」之相關討論。所謂「頻譜自由化」，係指放寬或解除

在傳統管理模式下對頻譜使用之技術與服務限制，以使頻譜資源能作彈性化之利用，其措施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放

寬「新執照」的用途與技術條件限制，另一則為移除「既有執照」之非必要用途與技術條件限制(NCC, 2009)，改革方

向傾向透過拍賣執照、頻譜所有權、市場交易之使用權獨占制度，或是透過非執照接取、自我管理及合作等方式。從

此，頻譜相關的討論就從規範性議題，轉為更為活潑的經濟性議題（Cave, 2010），不論是交易、市場、價格、競爭，

或是更熱門的技術中立等議題紛紛出現，好不熱鬧，目的當然希望更靈活的運用頻譜，使其發揮最大使用效益。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下的「電訊與資訊服務政策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 on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Policies）於 2006 年提出「頻譜紅利：頻譜管理議題」分析，說明其所屬會員國基於追求經濟或社

會價值，追求達到頻譜有效管理之目標，主要採取以下四種管制模式：一、命令與控制模式（The Command-and-Control 

Model）乃由政府規劃並管理頻譜，指定予適當用途、技術及使用者，二、市場財產權模式（The Market-based Property 

Rights Model）：指的是透過行政（如審議）或市場（如拍賣）機制進行頻譜釋出，使執照取得人享有排他的使用權利，

並可於次級市場進行交易，且在符合國際協議與一定的干擾與公共利益條件下，允許使用者自行決定頻譜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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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用途與技術標準，三是共有模式（The Commons Model）：說明在無須取得執照下，僅需符合一定之技術限制（如功

率大小）與設備認證要求，就可共同使用某一頻段，以及四、地役權模式（The Easement Model）：即利用智慧型頻譜

分享技術，使得內建此類技術之免執照設備，得以次順位使用他人已持有執照之頻段（見 NCC，2010:8-9）。 

學者 Freyens (2010)以下圖(圖 3-1 )說明頻譜管理的重要概念：從傳統的無線電波的管理採控制與命令(C&C)手段，

行政上發予執照，而改革的選項就有諸種選擇： 

 

 

 

圖 3-1:頻譜管理路徑圖 

來源：Freyens, 2010, p.295 

第六節 我國頻譜管理及其問題 

前面提及劉孔中（2010）與謝穎青（2006）都對我國頻譜管理提出批評。其實大家都知道頻譜自由化勢在必行，

通傳會從成立迄今，在幾位電信專門的委員督導下，積極希望在修法與修改管理條例上有所作為。但一方面牽涉到與

交通部的權責劃分，更有與國防部等其他行政機關的協調，加上修法也要經過法定程序，目前進度尚待加強，以下簡

單說明： 

歷史共業 

首先，前面提及管制套利的問題，這在世界各國電信管制議題上均多次被提出（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 Tsatsou, 

2010）。在命令控制模式的頻譜管理機制下，主管機關容易受到既有取得頻譜業者競租行為的影響，造成管制套利之弊

病，在核發頻譜上各國政治恩寵（惠）主義盛行（羅彥傑，2008），同時既有業者對新進業者造成的進入障礙，迄今仍

在世界各國上演著（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243）。我國頻譜之分配與指配亦呈現嚴重失衡，公部門占用許多頻譜，

卻未能充分運用公共資源，舉例說，原本有國民黨經營背景的中廣公司長期占用大量頻率資源，而中廣民營化後，頻

譜迄今無法收回，其他公營電台問題也不少（劉孔中，2010）。另外如國防部、警政單位等長期擁有重要頻段，是否值

得檢視，也是嚴肅議題，加上無線電視轉換的進度屢屢延宕，頻譜使用費過低，業者轉換意願不強（好消息是：最近

有一點眉目）。 

其次，在效率不彰的問題上，許多文獻都顯示「各國政府高度管制頻譜乃基於干擾的可能性，而不是實際確有干

擾的事實，過度擔憂干擾，導致頻譜管理制度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常常為了排除非常不可能的干擾，限制人民有效

使用頻譜，這在威權，或威權轉向民主的政權中屢見不鮮」（劉孔中，2010）。前面討論維持超過一百年的命令與管制

模式，讓政府掌握無上權威，我國更因為戒嚴（彭芸，2011），包含頻譜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讓地下電台的問題迄今

只能強力掃蕩，卻無法正視「合宜」開放的根本解決途徑。本章並未討論地下電台、廣電法小修版與無線電視頻譜使

用費的問題，但這確實值得大家更多的關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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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傳會舉辦「匯流發展政策」系列有關網路及資源管理議題的座談會上，學者問道：美國頻譜規劃以促進產業、

鼓勵科技研發為主；歐盟以文化產業政策規範會員國；日本以 ITS 頻譜配合汽車工業為特色。各國有不同國情及國策，

我國頻譜規劃的國策為何？ 

這些都是老問題，但過去交通部電信總局因為位階不高，在交通部龐雜業務中，電信並不受到重視，既使有關與

新聞局就廣播電視電波協調，也屬業務層級，未見政策。通傳會出版的「頻譜再整備 效益再提升：頻譜資源之規劃與

管理」（2010）一書中提及「我國的頻譜管理權限歸屬，目前尚呈現分割的狀態。從監理角度來看，通傳會雖然對頻率

資源有統籌管理之權限，但對於政策導向性質較強的頻譜規劃，如是開否開放 700 MHz 頻段供 ITS 應用，還是規劃將

該頻段供寬頻無線通訊技術使用以鼓勵開發創新應用服務等，通傳會均服從行政院的指揮監督權限；頻譜的釋出與協

調，仍需要政府相關部會的共同協商。」 

在通傳會舉辦「匯流發展政策」系列座談會上，與會的學者一致都建議要建立行政院層級的協調會，通傳會二屆

委員李大嵩表示「郵電司固定會有頻譜協調會議，因機制較為低階，通傳會建議是成立正式跨部會協調委員會議。」

會中提及「軍、公、民用頻譜應有跨部會的協調機制，政府單位間應有一良好之管理組織。美國 NTIA 其下 IRAC 的協

調機制，有 22 個部會參與頻譜規劃，FCC 為其中之一，負責民用頻譜。建議可參考美國 NTIA 或日本建立頻率委員會。」

（見會議記錄） 

通傳會成立，但交通部郵電司依舊存在，縱使沒有「郵」（民營化），「電」仍歸屬交通部，而郵電司人手明顯不足，

許多業務也與通傳會資源管理處業務重疊（第五章還有討論），在規劃上，卻居於主導（例子見註三），光是以目前沸

沸揚揚的「無線電視開放業務」言，在行政院協調過程中（我就參加超過十次），交通部甚為堅持五張執照，通傳會認

為市場的因素要嚴肅面對，而社論（工商時報，98.7.11 標題即為「開放數位無線電視頻率應有配套規劃」，而到 100.7.6

工商時報的社論「期待影視文創產業走向新境界」，說明開放不只有技術考量）。好在現任交通部部長，因曾是台灣通

訊學會的創始者，深知問題之所在，也認為郵電司的權責應該從交通部轉移至通傳會，但一是法規需要修正，另一則

計畫在第二波政府組織重整中再來面對。 

法規修正 

我國目前的頻譜管理主要仍採取頻譜與業務執照結合發放，傳統的命令控制模式為主，並禁止次級市場交易。雖

然交通部電信總局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中做出未來將朝「頻率與業務執照之核發分離」

方向發展之政策宣示，惟迄今尚未貫徹落實（謝穎青，2008）。研究建議「就長期效益而言，解除頻譜用途與技術的不

必要限制，並允許頻率自由交易，以促使頻譜資源作更有效率之利用，應為我國頻譜管理發展之方向」。但是劉孔中(2010)

指出「目前頻譜的釋出非常慎重，因此非常緩慢，分批少量釋出，使得頻譜在自然的稀有性之外，復因為人為的管制

而更形稀有。想突破此種人為造成的稀有性，建議修法允許現有的頻譜持有人可以自行設質、出租、出借、交換、轉

讓、分割或整合其頻譜，不論當初是否以拍賣首次釋出頻譜。如此一來，會形成一定規模的頻譜次級市場（也因此受

到競爭法關於市場集中、獨占市場力量規範拘束）。經營不善的頻譜持有人可以藉設質、出租、出借、交換、轉讓、分

割或整合頻譜謀求退場，整體產業的體質與競爭力可因此改善，需要頻譜的業者則可藉此取得頻譜。」 

第一屆委員嘔心瀝血設計的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五章重點即為「建立頻率、號碼、網址等資源之管理機制，落實

公平、效率、和諧使用原則(草案第五章第九十一條至第一百零四條)」，進一步言，第九十一條談電波監理、九

十二條為頻率指配、九十三條「頻率核配」、九十四條「干擾處理原則」、九十五條「頻率調整」、九十六條「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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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收費」、九十七條「頻率次級交易」、九十八條「頻率退場機制」、九十九條「頻率使用登記主義」、一百條「頻率監

理」、一百零一條「號碼核配」、一百零二條「註冊管理機構之監理」、一百零三條「業務規章及收費標準」、一百零四

條「註冊管理機構廢止認可」。其中比較創新的當屬九十七條「頻率次級交易」以及九十九條「頻率使用登記主義」，

其他則多參酌現有的電信法及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頻譜次級交易、頻率使用登記

主義都可以反映鬆綁後的市場，讓頻譜的使用更有效率。 

拍賣？次級交易？ 

前面提及鬆綁後，美國、英國頻譜市場都相當活躍，簡單說，藉由頻率拍賣及二次交易機制，使得頻率可在市場

上自由交易，並對未能發揮其功用或產生經濟價值的頻率，在一定條件下予以收回，並再重新規劃使用，除可增加頻

率使用之彈性，使稀有資源達到最有效的利用，亦可促進無線通訊傳播服務之競爭與革新（劉孔中，2010）。 

王郁琦於民國九十五年（2006）介紹次級交易制度給國人。劉孔中（2010）也指出「依我國現行法規，開放業務

之執照附隨核配之無線電頻率，業務執照之開放係依預算法第 94 條規定採拍賣、公開招標方式，以決定業務經營者。

是以，相關頻率資源之釋出已隱含有拍賣或公開招標之精神，惟我國並無建立如先進國家之頻率財產權制度。然而明

確界定頻率財產權之權利義務範圍是頻率二次交易市場形成之必要條件，因此在開放頻率二次交易機制前，首要須就

頻率交易標的之權利性質界定清楚，避免主管機關對於頻率監理政策中產生不必要的管制困難及法律爭議問題，亦能

降低頻率二次交易成本。再者，我國往例對開放業務執照之拍賣雖有實際經驗，惟建立業務執照與無線電頻率分離之

水平管制架構，並實施頻率拍賣及二次交易機制，涉及我國頻譜管理政策、法令作業之完備，及產業面、經濟環境等

外在諸多因素，未來需整合產、官、學、研等各界意見，凝聚共識，研訂具體可行之革新策略。」他建議「我國未來

若要實施頻率拍賣及二次交易制度，對特定頻率仍需在政府主導並兼顧產業面之前提下，以分階段及漸進方式推動，

因此，在進行調整我國頻率監理管制架構前，擬將先廣泛蒐集相關資訊，藉由汲取先進國家對頻率監理制度革新之經

驗，引進頻率財產權觀念，明確界定頻率產權制度之權利性質，進而研議頻率拍賣及二次拍賣、二次交易運作所形成

之市場機制，發揮頻率經濟價值，亦鼓勵新興服務之創新與應用。」 

不可否認，目前無線電頻率相關監理法規，除了電信法與廣電法外，尚散見於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與各項業務

之管理規則中，甚為零散，確有進一步整合之必要。通傳會「頻譜再整備 效益再提升：頻譜資源之規劃與管理」(2010)

結語指出：在我國尚未完成通訊傳播的匯流法規前，可能的作法包括：一、將頻譜監理事項整合規定於「電波監理業

務管理辦法」。不過，管理辦法之位階僅屬法規命令，將難以排除位階較高之法律限制；二、針對頻譜監理與利用，分

別修改電信法或廣電法。惟分別修改電信法或廣電法，仍可能不易徹底解決跨業經營之限制。三、針對頻譜監理與利

用，仿照日本與韓國另立電波法，以解除現行法令限制並收統合之效。惟建立一新的法典通常立法時程較慢，行政成

本亦較高。 

本章討論接近一百五十年電信管制的根本作法「命令與控制」的執照授與，在規約 時代就已經備受挑戰，國外近

年對頻譜管理的重視，導致頻譜管理思維的改弦更張，放寬、解禁、自由化的步調各國不一，不論國際上討論數位紅

利，或是美國對閒置頻譜的開放以及最熱門的類比回收，我們都慢了，一個原因是主管機關至少有兩個，還不說其他

與頻譜使用有關的國防、安全等相關部會，命令與控制讓政府權力甚大，但資源浪費，就像金華地區閒置的土地一樣，

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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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之推動 

前面談了各國為了下一波的競爭，紛紛以數位紅利的概念推動類比回收，或是閒置頻譜的再利用，本文接下來討

論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努力，至於其他頻段的回收，一是時間尚未非常急迫，二是目前規劃的權限不完全在通傳會

手中，因此就只針對無線電視使用頻譜部分做一說明。至於一百年立法院於會期最後一天通過的廣播電視法小修版（見

聯合報，100.6.15）確立未來將開放數位電視以及廣播電台申請，是否屬更有效利用頻譜，因牽涉我國媒體政策，將在

以後文章中進一步討論。 

根據現有資料，我國無線數位電視化自民國八十七年(1998)開始發展，當初是採美規技術標準（ATSC），5 家無線

電視台在交通部與行政院新聞局支持下，各使用 2 個 6Mhz 頻道進行試播；90 年隨歐規技術標準（DVBT）日趨成熟，

且單頻即能成網頻率使用效率較高等因素，改採歐規標準進行數位無線電視試播。民國九十四年(2005)六月行政院院會

通過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中明訂政府（行政院新聞局會同交通部）應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底以前，分階段、分區域收回類比無線電視頻率。期望藉由政府的政策導引、輔導獎勵、租稅優惠等措施，以

協調、管理、輔導與漸進的方式進行數位無線電視產業推動，加速我國數位無線電視之普及，並藉以帶動「兩兆」產

業的進一步發展。為全面推動臺灣廣電產業數位化，並提昇寬頻視訊產業之國家競爭力，可惜該草案因故未能於立法

院第六屆會議完成立法，由於下屆不予繼續審議，行政院新聞局爰重行研議報行政院轉請立法院審議。民國九十五年

二月通傳會成立，相關廣播電視監理業務改隸通傳會主政，惟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之發展、輔導事項、回收後頻率資源

之總體規劃，仍由行政院新聞局與交通部分別主政，有關五家無線電視台數位訊號塔站建設、頻率之回收協調、補助，

仍由兩機關依相關程序辦理。 

但是進度緩慢，原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底收回類比，一拖再拖，工程方面因面臨數位電視改善站建置進度落後，加

上數位無線電視收訊設備未能普及、宣導活動不足等問題。其實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不單是技術性的問題，實是包含類

比頻率回收及再利用、機上盒（含電視機內建）標準及租稅減免、低收入戶機上盒之補助、數位內容產製、營運模式

調整、法規管制架構檢討的通盤產業結構問題，相關問題的主政機關分散在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內政部、行政

院新聞局及通傳會，由行政院召集各相關部會齊心協力合力推動，最近進度加快，離民國一百零一年中旬關掉類比又

更邁進一步。 

二屆委員兩年間(2008-2010)，針對無線電視數位化成立工作小組，考慮修法、工程等不同的面向，一開始幾位委

員希望仿照美國類比回收，以發消費卷方式補助機上盒，但經過多次努力，政府以財政困難並未同意，最後決定補助

低收入戶的機上盒，並與新聞局合作，進行宣導。  

在二屆委員的努力之下，先是在新北市坪林進行實驗，推行數位化機上盒，順利關掉類比，二、三屆委員更是四

處奔波，拜會地方政府，尋求支持，作法與預期效益包含（NCC 重要業務推動紀要選輯之四，2010）： 

1. 協助民眾進行數位轉換 

2. 辦理偏遠地區數位轉換，並進行教育宣導。 

3. 進行數位電波量測，作為改善站建置參考。 

4. 加速數位電視改善站建置，規劃建置 46 站，預期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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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數位電波涵蓋率及品質。 

(2)提供更多數位電視頻道，滿足民眾多元化需求。 

(3)達成同一頻道單頻接收功能，全國行動收訊暢通不間斷。 

(4)提供多元數位服務，促進數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基本假設為數位轉換站如果沒有興建完成，民眾收視無線電視立即面臨問題，因此要整備環境，至於是以機上盒，

還是新電視均可以收視數位，只是接收的技術問題，至於接收的內容，以及回收後頻譜使用，都有待全盤思考。 

最新進度是（工商時報，100.6.13）：「通傳會表示，類比頻道希望從明年底提前半年，配合倫敦奧運 7 月開賽前全

面收回，轉換為數位化，預計年底至明年初採分區、分階段收回，全面轉換為 SD 標準數位化頻道，屆時類比訊號節目

將全面關閉。」同時因為立法院修法通過（聯合報、工商時報，100.6.15），究竟何時可以開放數位電視執照，以及開

放的條件，都值得更多的討論。 

第七節 小結 

二十一世紀，隨著通訊傳播技術日新月異，無線通訊頻譜資源有限，如何提升頻譜資源使用效率成了政府與業者

共同努力的目標。過去透過命令與管制的法規來劃分頻譜使用是最常見的方式，但本章前面多次提及這種固定式、特

定通訊系統配置特定頻譜的使用方式，常常造成頻譜資源分配不均或浪費的情形，即使已知部分通訊頻譜使用率低，

仍無法將其分配給其它系統使用，亦即頻譜無法共享，而最新發展 WiMAX/LTE，或是 4G 無線通訊技術，朝向大頻寬

發展的趨勢更凸顯出頻譜不足的問題。 

如果頻譜是用之不竭的，政府就根本不需插手來管(Cooper, 2007)，而這些年為何對頻譜管理成為大熱門，就因為

理想的、完整的頻段不復存在，才有回收、數位紅利的討論。本文介紹美國、歐盟以及英國頻譜管理的演變，尤其以

我們最熟悉的美國開放白頻與數位轉換最為例子，說明頻譜自由化的政策與作為，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Meredith 

Attwell Baker(2010)表示「美國花了六到十三年透過重新配置與重新定位之傳統方式，才把頻譜提供予商業使用者。其

他國家也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當尋求更廣泛之頻譜使用共識時，主管機關應考慮合理化與修正現有之頻譜配置與

服務規定，這正是美國的情況，數十年老舊的特定服務、特定技術之頻譜配置已碎裂了頻譜，延遲了創新並導致無效

率，解決這些無效率將是開發現有頻譜配置附加價值之關鍵。」英國的作法也是恩威並用，同時對公務機關閒置頻譜

有所作為，歐盟因著最新修正的指令更揭櫫對頻譜的重視。 

歐盟於 2009 年 11 月 25 日的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所通過的（EC）No 1211/2009 號規則中對於頻譜最新的修正，

包括界定一種有效和具協調性的頻率管理策略，來達成單一歐盟的資訊空間（information space）和殘障用戶服務提供

的強化，達成涵蓋一切的資訊社會的目標。指令中特別提及「無線電頻率是以無線電為基礎的電子通傳服務的生產要

素，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因此，應該由各國家監理機關依據一組協調的目標和原則、透明和無差別待遇的標準，考量

到頻率使用的民主、社會、語言和文化利益，來進行核配與指配。儘可能有效率地進行核配與指配無線電頻率十分重

要，只要能夠確保公益，無線電頻率的轉讓，是一種能增進頻率使用的有效方法，但需特別注意到轉讓時的透明性和

法規的可監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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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頻段管理不足與產業經濟競爭息息相關。美國的資料（野村研究，2009）顯示：「現在大家均體認到彈性

的規管制度與技術讓新設公司與其他小型具創意之業者更容易去使用頻譜、降低通訊產品從創新到上市之前置時間、

且讓國內生產者於新產品市場有競爭優勢。因此，主管機關如果還就頻譜區塊分割之管理制度，採行集中式定義之使

用方式來配置，缺乏對新的使用頻譜產品發展與技術之反應彈性，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二十一世紀，相關議題引發全球無線通訊業者與研究人員開始思考，如何發展出一套高效率且能適應性配置頻譜

資源的方法，包括：如何共用頻譜（Spectrum Sharing）、如何使用片段的頻譜（fragment spectrums）、上下行頻譜不對

稱（Asymmetric UL and DL spectrum allocation），以及運用感知無線電（Cognitive Radio, CR）技術提升頻譜的使用效率

等。目前相關的技術研究已經起步，未來需要建立實驗環境及更具彈性的頻譜管理機制，來促進相關技術的研究發展。

也需要建立產業界與政府主管機關常態溝通機制，持續協助產業界將頻譜的需求迅速正確的反應給主管機關（野村研

究，2009）。 

理論談多了，還有一個在匯流紀元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問題，就是電信業者與廣電業者的「戰爭」。電訊傳播發

展一日千里，而廣電業者好日子不復存在，眼見電信業者，尤其行動業者對頻譜的需求殷切，廣電業者的頻譜是新進

業者「覬覦」的對象，我在幾個國際會議上都聽到雙方彼此的抱怨，甚至「叫陣」，廣電業者說自己過去對社會多麼的

貢獻，尤其歐洲公共廣播電視系統確實在公民社會、品質內容上貢獻卓著，而許多電信業者相對來說是「未來式」，美

國在有關白頻的開放上就已經看到零星火花，而 2011 年四月舉行的美國廣播電視協會年會上，現任主席，也是前參議

員 Gordon Smith 就說：「我們就被迫放棄頻譜進行全面保衛戰」，而 FCC 主席 Genachowski 則支持從廣電業者中取回一

些頻譜。 

由一百一十二位精通電訊、競爭政策與拍賣制度的經濟學家聯名寫信給歐巴馬總統，希望總統督促國會同意具誘

因的拍賣制度。目前國會有三個法案與此有關，如果通過，則可以為國庫取得超過兩百四十億的經費，Genachowski

說頻譜重新分配給無線寬頻使用將帶給美國經濟與社會極大的福祉(N.Y.Times, April.22,2011)。由這些發展來說，匯流

正在發生，究竟作為國家政策制訂者如何洞察國外發展，事先做好最適規劃，而不是因為他國回收，我們就回收，回

收後呢？無線電視的未來？數位無線電視是民眾要的嗎？給完機上盒後呢？轉換後，也是下一波問題的開始。通傳會

配合政策，希望盡快進入數位時代，但是過去研究發現，其實有那麼大的差別嗎 (Verdegem, et al., 2009）？我國因為

有線電視普及率甚高（全國家戶的八成上下）觀眾如果是藉由有線電視來收視無線電視，並無差別，另一方面言，美

國的經驗顯示，類比回收後頻譜有效利用才是回收的主要思維。加上最近因為 WiMAX 業者向馬總統建議省思合併之

事，社論（經濟日報，100.6.19）因此對政府施政有所建議（註五）。  

第一個手機發明人，也是第一個利用手機打出去的 Cooper(2007：572)曾經說過：「使用頻譜者應該為使用公共資

源的特權付更多權利金給政府，同時應該展現使用頻譜是有效率的，否則就該將頻譜交還，當頻譜分享不會損及基本

的服務，就該考慮分享。」本文未討論頻譜使用費（有興趣者請參閱劉孔中書第十章），也未觸及頻譜回收以及開放後

的執照政策等，但這些問題終將面對。 

 

註一：總統馬英九六月十二日與行政院院長吳敦義連袂參加公視「HiHD 中部地區播出啟動儀式」，馬吳及新聞局長楊永明共

同宣示 2012 年為高畫質電視元年。明年元旦起出廠電視機需內建 HD 高畫質轉換設備，預計至明年 7 月，無線數位頻

道高畫質電視節目內容將涵蓋達 3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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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 ITU）為確保無線電頻率之合理使用、避免不同國家無線電電

台間發生妨礙性干擾，將全世界劃分為三區，並依各類業務特性劃分為固定、行動、廣播電視、業餘、航空、衛星、助

航、定位等共三十七種業務，實施無線電頻率之分配及無線電頻率指配之登記，並制定無線電規則（Radio Regulation），

供各國制定其國內規則參考。 

註三：當詢問到台灣 4G 無線寬頻釋照最新進程為何？交通部郵電司今年回覆 ZDNet Taiwan 表示，「我國 GSM 執照屆期之後

續處理政策規劃方案」於 99 年擬定送行政院核定後確認，未來國內的 4G 行動寬頻頻譜所在區段，將會使用 GSM 900MHz

頻段規劃 2 組頻譜區塊，1800MHz 頻段規劃 3 組頻譜區塊，並交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至遲於 104 年七月前

完成釋出，取得該頻譜之業者可依其公司經營策略選擇適當技術提供通訊，例如 3G、LTE 或者 4G(LTE-Advanced)(ZDNet, 

4.25.2911)。 

註四：依照規劃，我國二次無線數位電視釋照計畫釋出最多五張數位無線電視執照，以及最多二張行動電視執照，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昨（6）日表示，待「廣播電視法」修法完成，及明年 7 月無線電視數位化後，可望重新啟動（經

濟日報，100.6.7）。 

註五：WiMAX 業者也要求基於「技術中立」原則，開放頻譜所能使用的技術範圍。對促進匯流發展而言，頻譜分配使用制

度改革所帶來的利益，不僅僅是替 WiMAX 解套而已。目前我國的制度仍停留在「頻譜與服務業務」執照合一的傳統架

構，如 WiMAX 與 3G 等，還限定使用頻譜所能採用的技術範圍。但在匯流發展下，取得執照當時所指定的技術，很可

能在若干時日後已非最有效者；所能提供的業務類型，也可能出現重大改變。實務上，透過頻譜技術及業務限制的鬆綁，

朝向頻譜、技術及業務分離發照的方向改革，歐美國家已有許多經驗，台灣也研究多時；藉由 WiMAX 案脫離紙上談兵，

付諸實踐與行動，將能帶來深遠的影響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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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十一世紀的普及服務與數位落差 

前言 

本書第一章討論國家匯流政策時，提到在電信獨佔、寡佔的年代，不論哪一種規約模式，都將普及服務當作電信

服務最基本的一項承諾。「普及服務簡單的說，就是政府贊助的補助，設計提供較為低廉的公用電話網絡給民眾使用」

（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333)，而既使電信自由化或私有化，也沒有國家會將普及服務這一個重要的電信政策擱

置一旁。有學者就認為普及服務是「電信政策中最廣泛被討論的規範之一」(Mueller, 1993:352)，普及服務的定義甚多，

但卻被批評定義模糊( Alleman, et al., 2010)，ITU 界定普及服務就是「讓某種品質，以及全國的電信服務以合理的價格，

提供給目前未被服務到的民眾」，還有的說法是「簡單說，不論涵蓋的科技或是服務的項目，政策決策者所著重的普及

服務就是要提供給所有民眾快速、有效及便利的資訊交換空間。」 

當行動通信已是二十一世紀人們生活的常態，年輕族群居無定所，使用行動通訊服務漸漸取代傳統固定網路的電

信服務(Alleman, et al., 2010)，那麼，走了超過近一個世紀的普及服務義務在二十一世紀還有必要嗎？既使需要，內涵、

項目等該有什麼改變呢？美國在 1996 年電信傳播法中將普及服務重新加以界定，但從那時迄今，也已經十五年了，網

際網路普及，新傳播科技改變許多人們互動的態勢，那麼普及服務呢？ 

在檢討這個問題時，大家都體認「多年來，普及服務概念之改變反映了技術進步與利用。此時，決策者必須檢視

普及服務的定義以決定是否需要調整相關配套服務和近用，同時尚須決定是否要改變基金結構。因此，政府應該：檢

視普及服務義務及機制，以實現匯流目標，同時要確保普及服務基金之使用係根據網路和服務之匯流趨勢，並檢視普

及服務經費之來源」(NCC News, 2009, 8)。基本上普及服務不會因為科技發展而銷聲匿跡，因為參與資訊交換不僅僅是

一種永續的權利，同時也是一項增加社會及經濟利益的活動（Sawhney, 1995, 引自邊明道、陳心懿譯 2005）。 

本書前面討論各國的寬頻建設，都提到美國或其他各國不會忽略對偏遠、弱勢的照顧，一般咸認二十一世紀全球

在討論普及服務時該有新的思維，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今年初(FCC news, 2010.2.8)提議將普及基金轉型為連接

美國基金(Connect America Fund)，將基金運用範圍擴及寬頻，以利寬頻普及。近年來電訊傳播政策期刊針對普及服務

的相關議題不斷有所討論，認為應該更聚焦（Levin, 2010），同時，一般討論普及服務時，數位落差是常常一起拿出來

探究的政策議題（高浩恩，2008，葉俊榮，2006），究竟何謂數位落差？為何討論數位落差深具意義？  

1996 年美國終於將 1934 年的傳播法修成電信傳播法，朝自由化的路徑走，我就寫了「普及服務與美國一九九六年

電信傳播法」，探討普及服務何去何從（彭芸，1998）。到了通傳會後不久，正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三週年會慶(98.2.22)，

我決定以主題「公民參與、普及服務」來凸顯通傳會在這方面的努力。公民參與較從民眾參與媒體著手，這在媒體規

約時會仔細討論，而普及服務這一部份，則一直是台灣相當自豪的一項成就。我國從「村村有電話」到「村村有寬頻」

到「部落（鄰）有寬頻」，成績傲人，事實上，從中華電信於國營時代就承擔電信服務普及的職責，電信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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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普及服務在我國諸多公共政策中，可屬成功案例。但是匯流正在發生，業者對於哪些屬於普及服務的項目、提

供的程度、費用等均有不同的意見，同時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業者營運的壓力，當然希望對普及服務進行重新的審

視，本章將就演變中的普及服務做多層面的論述。 

第一節 數位落差與聯合國與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WSIS) 

普及服務與數位落差分不開，後者較從理論面向加以切入，而前者就牽涉到政府政策、業者的義務，與使用者的

負擔等問題。學者（彭心儀，2002）指出「所謂落差，普遍被理解為資訊時代存在於科技擁有者(tech haves)與匱乏者(tech 

have-nots)之間之差距(gap)」，「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從過去「資訊落差」(information divide)演進而來，指的是基於

接近使用「數位資訊」主要工具之有無所造成之差異與區隔。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 2001）則將數位落差

定義為「存在於個人、家戶、企業在不同社經背景或和居住地理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科技及運用網際網路所參與

的各項活動的機會差距」。 

Norris（2001）更進一步擴大數位落差的概念為三個面向：全球性落差（global divide）意指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

國家在網際網路取用上的差別，社會性落差（social divide）乃是一個社會當中資訊富者與資訊貧者間的隔閡，而民主

性落差（democratic divide）則強調使用與未使用數位資源（尤其指的是網際網路）以參與公共事務者之間的鴻溝。曾

淑芬（2002a, 2002b）則將數位落差的內涵更廣泛地指向資訊設備近用和資訊技能素養的具備二方面，主張欲消弭數位

落差必須自量能（資訊科技使用）與質能（資訊技能素養）二方面著手。國外針對數位落差的研究很多，國內近年對

此議題也開始重視，不論是公共政策角度、資訊溝(information gap)、對民主政治發展等，都有相關研究。 

聯合國以及區域性的組織近年更將減少數位落差當成重大的議題，聯合國於 2001 年支持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WSIS 宣言強調「作為資訊社會的重要基礎以及依照世界人權宣

言第 19 條所述，每一個人都擁有抒發意見與言論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包括堅持意見不受干擾及可透過任何媒介且不

受任何界線阻隔，以尋找、接受與傳遞資訊的自由。通訊是社交的程序、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所有社會組織的基礎。

這是資訊社會的中心，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與其中，而且沒有人應該被排除在資訊社會的利益之外。」 

相關活動是由國際電信聯盟(ITU)來進行協調，高峰會採取全球的途徑來檢視影響資訊社會的要素，希望能夠包含

各界對於近用、能力與連結的討論，尤其在於數位學習與教育、數位政府、數位媒體與數位貿易的議題上的重視，最

終目的期盼能夠降低數位落差(McPhail, 2006:283)。國際電信聯盟前秘書長內海善雄（Dr. Yoshio Utsumi）於參加通傳會

三週年慶時，也表示他在任內舉辦兩次高峰會，並宣布在 2015 年以前會達到「全球人類皆可透過網路而獲得資訊」的

目標，他堅信資通的普及化是人類解決貧困與紛爭最有效的手段。 

歐洲議會和執委會最近通過的 2009/140/EC5 指令也特別指出「…認知到網際網路對教育的重要，以及對表意自由

實際手段與近用資訊的重要，任何對這些基本權利的手段之限制，應符合歐洲保障基本人權與自由的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由此可知，從聯合國、地區性組織、以及各

國都將減少數位落差當作重大議題，只是理想與實踐之間，有更多討論空間，接下來就討論歷經將近一世紀的普及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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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本章一開始說明普及服務的實施，以及經過近一世紀的成績，強調普及服務是個高度經濟、政治性的公共政策

(Madden, 2010)。主張政府推動「普及服務」者認為「政府必須將攸關民生的服務（如：水電、瓦斯、郵政、電信），

以合理費率提供給全國民眾」（NCC 報告，2009:3）。 

世界各國，不論先進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都體認全民享有電信服務的必要性，本章就普及基金的緣起、目的、

方法、目標等重要概念加以探討，同時介紹美國普及服務實施確可以幫助偏鄉或是弱勢群體享有與都會地區民眾一般

的通訊服務，而在 1996 年修正的電訊傳播法，更清楚的將服務的範圍擴大，雖然也遭致一些批評，但是施行迄今也算

是平穩。普及服務義務的另一個相連概念為數位落差，沒有一個執政者能夠承受因其政策不當而造成國內數位落差的

罪名。其他開發中國家也紛設普及服務基金，聯合國及相關所屬的機構近來再三強調對數位落差的重視，也在諸多政

策上，呼籲各國應該設法減少國內的數位落差。 

我國電信政策中最能拿出來津津樂道的該數普及服務，在通傳會組織重整之際，委員更希望設立「普及服務科」，

以彰顯通傳會在這方面的承諾。只不過，好人誰都願意做，到經費哪裡來這檔事，就要很嚴肅加以面對。本章介紹各

國普及服務的作法，在規約 1.0 與規約 2.0 的紀元，大部分均由普及服務基金來擔負這個工作，其他如租稅減免等，都

是國家公共政策的思考。與第二章寬頻政策前後呼應，如果國家致力於減少數位落差，就不會將這一個重大的公共政

策只是交由一個基金來單獨處理，前面討論的公私協力，自是目前比較好的作法，也就是說到了規約 3.0 紀元，普及服

務基金是該認真重新設計。同時，在通傳會的資料中陳述：「理想上，除了公私協力捐贈偏鄉電腦軟硬體等以外，寬頻

網路基礎建設完成後，為促進寬頻上網服務之普及近用，後續尚需政府其他部會、電信業者及公益團體等單位資源之

挹注，諸如：資訊教育訓練及應用推廣、電腦軟體、硬體、網站、網頁、部落格製作及維護運作等，始能提升偏遠地

區居民使用通訊科技能力，享有寬頻建設所帶來的便利服務，以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石世豪（2009）也認為：「我國普及服務在供給面上以公權力介入創設普及服務提供者與分攤者間之法定債務關係，

在需求面上則需瞭解因地理分布及人口結構、所得分配、社區發展等社會條件差異，同時探求社政、教育、原住民族

事務等主管機關可搭配投入之相關軟硬體建設（例如：數位機會中心、部落圖書館）及人力資源（例如：網路維護人

員、種子老師），始能有效配置寬頻網路建設並依各地實際需求提供不經濟地區話務服務或數據普及服務。我國現行電

信普及服務基金制度接替原公營獨占時期之給付行政後，國家從原本唯一供應者地位，退居供需質量之調查者、供需

關係或部分差價補貼之撮合者，以及，因此所產生普及服務費用及其分攤機制之仲裁者。通傳會會既為電信事業主管

機關，擔當國家上述角色功能之執行者固然功能適切，卻未必擁有相應之行政資源與法律授權確保「全體國民，得按

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就此，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與獨立機關間維持「行政（作用）一體」關

係，將能有效補強獨立機關承接擔保型國家之調節式管制行政所不足之處。」本章檢視二十世紀普及基金的由來、在

世界各國實施的大致情形，以及遭遇的挑戰，我國普及基金一直是公共政策上屬成功的範例，但這一方面是中華電信

等業者配合的結果，另方面台灣不大，相較於其他幅員遼闊的國家，基金金額對業者來說尚能負荷，但從語音到寬頻，

進而進入次世代，我們到底要如何面對減少數位落差的重大使命呢？政府、規管機關與業者應該更積極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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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獨立機關及其運作 

前言 

第一章討論規約演進時，已簡單說明我國成立獨立機關的行政作為，同時前面幾章都有談及自從八○年代規約 2.0

時代開始：分立的機關、競爭與私有化就稱為規約改革三合一。資通訊產業市場劇烈擴張，進入數位經濟紀元，也就

是第一章討論是否需要規約 3.0，講到規約，當然需要將規約機構好好檢視，瞭解其歷史、功能，以及在國家發展中扮

演的角色與位置。○ 

第一章同時指出從獨佔、寡佔到自由化過程中，規約電信的機構與時俱進地有所改變。根據 2010 年資料，全球分

立的電信管理機關在 1990 年只有 12 個國家，但到了 2009 年已經增至 153 個國家(IIC, 2010)， OECD( 2008 )資料顯示

各國電信監理機關架構與權責（見附錄一），從其中約略可知我國成立規管機構參考的不同面向。 

從歷史因素看，我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承諾在電信方面「設立獨立之監理機關」（註一），但是任何

政府機構都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因素，通傳會組織法是在國會多數黨（國民黨）的主導下所制訂，中間或有私心，或是

理想甚高，通傳會成立之後一直爭議不少，有些屬制度因素，也有少部分屬人為因素。首先，基本法、組織法的意旨

不清，加上大家對獨立機關認知差異，在解讀組織法上就出入甚多。同時，作為新成立的機關，究竟監理與政策規劃

的比重為何？舊有的監理工作必須繼續，但迎接數位匯流，對於未來數位展望，如何規劃政策，如何既有鞭子又同時

有胡蘿蔔？我們準備好了嗎？ 

本文不討論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歷史、組成（因為許多文章、書籍有所著墨），也不介紹英國的獨立機關 Ofcom，

原因乃國情、媒體制度差別甚大。國際上對電信傳播管理要求由獨立機關來負責自有其理由，本章只論及我國通訊傳

播規約機關成立，在獨立機關這議題上，從一開始迄今的爭議，進而漸衍生成內部委員的矛盾。 

不可諱言，國家通訊委員會成立迄今，爭議的核心之一為「獨立機關」。第一屆通傳會在風雨飄搖中匍匐前進，幾

從一開始，不論是政治的介入、委員的磨合，到同仁對新組織的認知，在在都是辛苦的學習過程。第二屆委員上任後，

不因為「改朝換代」而在「獨立機關」問題上，與行政院或外界有更佳的互動，第三屆才開始運作一個半月，就因為

獨立機關中「主委、副主委由委員互選」問題在第 376 委員會中新舊委員意見嚴重分歧，導致三位二屆委員寫不同意

見書。二、三屆部分委員認為對媒體及通訊產業的「監理」應該「獨立」於政府之外，免得「政府的手伸進來」， 如

果政府不願承認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特殊性，不如改成「行政院通傳部」（第 376 委員會，見聯合報, 中時電子報，

99.9.16，以及鍾起惠、陳正倉委員以及翁曉玲委員分別發表的「通訊傳播基本法與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案一

部不同意見書」）。究竟獨立機關要多獨立？本文不欲從法制面說明我國獨立機關設置的必要，只想從獨立機關的存在，

以及與其他相關行政機關的協調等來探究通傳會的困境，以及有無突破之道。 

日前立法院立法委員楊麗環、洪秀柱、潘維剛、呂學樟、謝國樑等提出通傳會組織再改造之立法草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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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新加坡、韓國、英國、中國等立法例，認為推動資訊通訊產業之發展，需使通傳會在組織功能上兼具產業發展政

策及監理管制之職責，不應再採行委員會之合議制制度，應採取首長制，以收事權集中之效，並為政策成敗負起責任，

建議將通傳會納入行政院直轄之委員會，並由政務委員兼任主任委員，不再是合議制的獨立機關。 最近的發展則是立

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在民國一百年(2011)四月初審通過 NCC 組織法修正草案，往後通傳會正副主委將不再由委員互

選，而是在提名時就由行政院長指定。參與審查的立委表示，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 NCC 委員在互選主委時出現派系或

分裂的現象，有助於政務的推動。修法條文也規定，當正副主委都出缺或無法行使職權時，同樣由閣揆指定一名委員

代理主委（中時電子報，2011.4.21）。 

事實上，從通傳會成立以來，就獨立機關與行政院之間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就爭執不休，如果照某些立委的看法

「有助於政務的推動」，是否該放棄獨立機關的設計，就屬行政院通傳部呢（部分人士的看法）？前面說過，衝突、不

合，有些是制度因素，有些是個人因素，任何討論衝突解決的理論，都談及如為人的問題，卻想用制度解決，不但問

題無法得到根本改善，反而造成制度建立與維持的困境。 

因應匯流，主管機關理當統合整併，成立獨立機關是朝野的共識，更是多少人多年爭取、付出的結果，原本好事

一樁，但通傳會從成立之始，風波不亂，我身為當事人之一，希望以客觀的角度來陳述這個獨立機關從生下來以後在

台灣這塊土地迄今成長的短短歷程。以下首先說明我國成立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必要，接著探討面臨的問題，包括

法理上的訴願管轄權、實務操作上的委員產生、合議制、業務督導，以及對外協調的困境等面向。 

第一節  成立獨立機關的必要 

將通訊與傳播主管機關合併及／或建置為獨立機關，近年來似已成為台灣通訊及傳播界「共識」（石世豪，2009:17）。

更由於國內傳播學者多數留學美國，一般業界對美國政治、媒體的瞭解也多超過其他國家，常常開口閉口都是美國 FCC

如何如何，在經過三十八年的戒嚴，大家企盼有一個獨立運作的通訊傳播委員會可以理解（彭芸，2011）。學者（陳彥

豪、熊杰，2008）提出通傳會成立的緣由有三：一是解決「政媒不分」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二則為因應電信、資

訊、傳播之匯流，主管機關宜統合整倂，三是配合我國政府改造工程與獨立機關之建置。前兩者可與國際接軌，後者

則屬國內事務。 

各國多樣的獨立機關 

據第一屆主委蘇永欽（2006:107）的說法「行政院在量身打造 NCC 時，已經蒐集了不少外國資料，而驚訝於其產

生程序的多樣性，獨立機關的組織方式也是近年研究的熱門題材。即以通訊傳播領域而言，獨立委員會有由行政部門

提名，國會同意者，如美國的 FCC，日本的電波監理委員會，有全部或部分由國會遴選者，如南韓的放送委員會，德

國的電信郵政管理局，也有分散由行政部門和國會遴選者，如法國的視聽委員會、比利時的幾個媒體管制委員會。不

同國家會選擇不同的設計，反映其政府體制分權的不同，獨立的程度不同；每個國家對不同的獨立機關可能又會採取

不同的設計，反應不同行政領域的特性，及獨立正當性的差異。但所有設計都追求相同的目的，為獨立奠定基石。」 

NCC 既是眾所期盼（陳彥豪、熊杰，2008，蘇永欽，2006），成為第一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獨立機關，具有歷

史里程碑價值。而《NCC 組織法》第一條即明白揭示「落實憲法保障之言論自由、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

專業自主、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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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力」之立法宗旨。NCC 成立後，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涉及 NCC 之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更為 NCC

（第二條），現職人員則隨業務移撥。 

經過籌備階段，基本法、組織法都在立法院通過，本以為從此這被期待的嬰兒會在祝福中成長、茁壯，但事實上，

出生以後變成問題的開始，因為其叫做「獨立機關」，而我國對獨立機關其實相當陌生。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30）

指出「不論學界、政界、專業組織都希望國內有一個掌理通訊傳播的獨立機關，因此『NCC 幸運的成為國內獲得英文

稱呼超過中為簡稱（通傳會）的唯一法律與政府機關，但是在藍綠政治對立下，行政院與其所屬機關（交通部、新聞

局）和獨立機關也種下心結，彼此互不信任，難以協調』」。 

對通傳會發展最關鍵的文件除基本法、組織法外，當屬民國 95 年 7 月 21 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13 號解釋：

「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立

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

意見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大多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54-55，其餘見「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2010）都同意釋憲後的最重要影

響，就是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的新定位。釋憲文曾提及行政院與獨立機關職權的從屬關係，據此，當時勝訴一方行

政院隨即進行「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運作說明」之修定，鞏固行政主導權。而該說明之中，行政院強調大法官解釋

文中的「行政一體」原則，強調未來「獨立機關」（NCC）僅有個案的獨立裁量權。在業務、人事、預算、法案四範圍

都應配合行政院施政做整體規畫，重點如下（行政院，2005, 2006，引自陳彥豪、熊杰，2008）： 

（一）獨立機關僅限於具體個案決定有所謂獨立行使職權可言，不包括政策決定領域。亦不負有政策諮詢或政策

協調統合功能。其業務應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為主，不負責施政政策、產業輔導或獎勵等業務，若裁決性、調

查性或管制性之個案決定涉及施政政策領域時，仍應與行政院各主管部會協調溝通，並接受行政院之政策決定。 

（二）獨立機關之首長，非為行政院之閣員，毋需參與行政院院會，惟若因院會討論議程有實際需求時，仍應受

行政院院長指示列席行政院院會。此外，獨立機關仍有義務依行政院之要求，參與行政院必要之會議，包括行政院所

設之各任務編組會議，就其法定職掌範圍，共同完成公共任務，並遵守會議結論。 

（三）「獨立機關」主管之法律案，包括組織法案與作用法案，其報院審查程序均與一般機關相同，並應經行政院

會議議決後，函送立法院。屬中央行政機關應共同遵守之通案事項（處務規程、員額管理、預決算處理、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施政計畫），應經行政院核定或同意。 

當然這種解釋令通傳會的一些委員相當不滿，也造成行政院與通傳會之間更緊張的關係。月旦法學還為此進行【本

月企劃】：「平議釋字六一三與獨立機關」（2006, 第 82 期），針對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等相關解釋意見書，以及通訊傳

播委員會等獨立機關的概念，廣邀學者提出相當精闢的不同看法。本文中不少觀點乃出自這特別企畫。從通傳會的角

度，釋字第 613 號解釋肯定通傳會為獨立機關之合憲地位（見「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2010），但是紛爭不因

此就消失。 

究竟何謂「獨立機關」？究竟我國有無「獨立機關」運作成功的例子？究竟從行政院、立法院、以及民眾如何認

知所謂的「獨立機關」？未來呢？文章一堆，研討會也開過不少，第一屆蘇永欽主任委員、劉宗德、石世豪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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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以及劉孔中委員都是法學界甚有份量的學者，對此問題也為文、表達許多「擲地有聲」的看法，我非法律專家，

先介紹第一屆委員表達的立場，再說明第二屆委員的看法與堅持，以及面臨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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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獨立機關及其運作 

前言 

第一章討論規約演進時，已簡單說明我國成立獨立機關的行政作為，同時前面幾章都有談及自從八○年代規約 2.0

時代開始：分立的機關、競爭與私有化就稱為規約改革三合一。資通訊產業市場劇烈擴張，進入數位經濟紀元，也就

是第一章討論是否需要規約 3.0，講到規約，當然需要將規約機構好好檢視，瞭解其歷史、功能，以及在國家發展中扮

演的角色與位置。○ 

第一章說明從獨佔、寡佔到自由化過程中，規約電信的機構與時俱進地有所改變，根據 2010 年資料，全球分開的

電信管理機關在 1990 年只有 12 個國家，但到了 2009 年已經增至 153 個國家(IIC, 2010)， OECD( 2008 )資料顯示各國

電信監理機關架構與權責（見附錄一 ），從其中約略可知我國成立規管機構參考的不同面向。 

從歷史因素看，我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承諾在電信方面「設立獨立之監理機關」（註一），但是任何

政府機構都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因素，通傳會組織法是在國會多數黨（國民黨）的主導下所制訂，中間或有私心，或是

理想甚高，通傳會成立之後一直爭議不少，有些屬制度因素，也有少部分屬人為因素。首先，基本法、組織法的意旨

不清，加上大家對獨立機關認知差異，在解讀組織法上就出入甚多。同時，作為新成立的機關，究竟監理與政策規劃

的比重為何？舊有的監理工作必須繼續，但迎接數位匯流，對於未來數位展望，如何規劃政策，如何既有鞭子又同時

有胡蘿蔔？我們準備好了嗎？ 

本文不討論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歷史、組成（因為太多文章、書籍有所著墨），也不介紹英國的獨立機關 Ofcom，

原因乃國情、媒體制度差別甚大。國際上對電訊傳播管理要求由獨立機關來負責自有其理由，本章只論及我國通訊傳

播規約機關成立，在獨立機關這議題上，從一開始迄今的爭議，進而漸衍生成內部委員的矛盾。 

不可諱言，國家通訊委員會成立迄今，爭議的核心之一為「獨立機關」。第一屆通傳會在風雨飄搖中匍匐前進，幾

從一開始，不論是政治的介入、委員的磨合，到同仁對新組織的認知，在在都是辛苦的學習過程。第二屆委員上任後，

不因為「改朝換代」而在「獨立機關」問題上，與行政院或外界有更佳的互動，第三屆才開始運作一個半月，就因為

獨立機關中「主委、副主委由委員互選」問題在第 376 委員會中新舊委員意見嚴重分歧，導致三位二屆委員寫不同意

見書。二、三屆部分委員認為對媒體及通訊產業的「監理」應該「獨立」於政府之外，免得「政府的手伸進來」， 如

果政府不願承認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特殊性，不如改成「行政院通傳部」（第 376 委員會，見聯合報, 中時電子報，

99.9.16，以及鍾起惠、陳正倉委員以及翁曉玲委員分別發表的「通訊傳播基本法與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案一

部不同意見書」）。究竟獨立機關要多獨立？本文不欲從法制面說明我國獨立機關設置的必要，只想從獨立機關的存在，

以及與其他相關行政機關的協調等來探究通傳會的困境，以及有無突破之道。 

日前立法院立法委員楊麗環、洪秀柱、潘維剛、呂學樟、謝國樑等提出通傳會組織再改造之立法草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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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新加坡、韓國、英國、中國等立法例，認為推動資訊通訊產業之發展，需使通傳會在組織功能上兼具產業發展政

策及監理管制之職責，不應再採行委員會之合議制制度，應採取首長制，以收事權集中之效，並為政策成敗負起責任，

建議將通傳會納入行政院直轄之委員會，並由政務委員兼任主任委員，不再是合議制的獨立機關。 最近的發展則是立

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在民國一百年(2011)四月初審通過 NCC 組織法修正草案，往後通傳會正副主委將不再由委員互

選，而是在提名時就由行政院長指定。參與審查的立委表示，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 NCC 委員在互選主委時出現派系或

分裂的現象，有助於政務的推動。修法條文也規定，當正副主委都出缺或無法行使職權時，同樣由閣揆指定一名委員

代理主委（中時電子報，2011.4.21）。 

事實上，從通傳會成立以來，就獨立機關與行政院之間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就爭執不休，如果照某些立委的看法

「有助於政務的推動」，是否該放棄獨立機關的設計，就屬行政院通傳部呢（部分人士的看法）？前面說過，衝突、不

合，有些是制度因素，有些是個人因素，任何討論衝突解決的理論，都談及如為人的問題，卻想用制度解決，不但問

題無法得到根本改善，反而造成制度建立與維持的困境。 

因應匯流，主管機關理當統合整併，成立獨立機關是朝野的共識，更是多少人多年爭取、付出的結果，原本好事

一樁，但通傳會從成立之始，風波不亂，我身為當事人之一，希望以客觀的角度來陳述這個獨立機關從生下來以後在

台灣這塊土地迄今成長的短短歷程。以下首先說明我國成立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必要，接著探討面臨的問題，包括

法理上的訴願管轄權、實務操作上的委員產生、合議制、業務督導，以及對外協調的困境等面向。 

第一節  成立獨立機關的必要 

將通訊與傳播主管機關合併及／或建置為獨立機關，近年來似已成為台灣通訊及傳播界「共識」（石世豪，2009:17）。

更由於國內傳播學者多數留學美國，一般業界對美國政治、媒體的瞭解也多超過其他國家，常常開口閉口都是美國 FCC

如何如何，在經過三十八年的戒嚴，大家企盼有一個獨立運作的通訊傳播委員會可以理解（彭芸，2011）。學者（陳彥

豪、熊杰，2008）提出通傳會成立的緣由有三：一是解決「政媒不分」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二則為因應電信、資

訊、傳播之匯流，主管機關宜統合整倂，三是配合我國政府改造工程與獨立機關之建置。前兩者可與國際接軌，後者

則屬國內事務。 

各國多樣的獨立機關 

據第一屆主委蘇永欽（2006:107）的說法「行政院在量身打造 NCC 時，已經蒐集了不少外國資料，而驚訝於其產

生程序的多樣性，獨立機關的組織方式也是近年研究的熱門題材。即以通訊傳播領域而言，獨立委員會有由行政部門

提名，國會同意者，如美國的 FCC，日本的電波監理委員會，有全部或部分由國會遴選者，如南韓的放送委員會，德

國的電信郵政管理局，也有分散由行政部門和國會遴選者，如法國的視聽委員會、比利時的幾個媒體管制委員會。不

同國家會選擇不同的設計，反映其政府體制分權的不同，獨立的程度不同；每個國家對不同的獨立機關可能又會採取

不同的設計，反應不同行政領域的特性，及獨立正當性的差異。但所有設計都追求相同的目的，為獨立奠定基石。」 

NCC 既是眾所期盼（陳彥豪、熊杰，2008，蘇永欽，2006），成為第一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獨立機關，具有歷

史里程碑價值。而《NCC 組織法》第一條即明白揭示「落實憲法保障之言論自由、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

專業自主、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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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力」之立法宗旨。NCC 成立後，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涉及 NCC 之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更為 NCC

（第二條），現職人員則隨業務移撥。 

經過籌備階段，基本法、組織法都在立法院通過，本以為從此這被期待的嬰兒會在祝福中成長、茁壯，但事實上，

出生以後變成問題的開始，因為其叫做「獨立機關」，而我國對獨立機關其實相當陌生。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30）

指出「不論學界、政界、專業組織都希望國內有一個掌理通訊傳播的獨立機關，因此『NCC 幸運的成為國內獲得英文

稱呼超過中為簡稱（通傳會）的唯一法律與政府機關，但是在藍綠政治對立下，行政院與其所屬機關（交通部、新聞

局）和獨立機關也種下心結，彼此互不信任，難以協調』」。 

對通傳會發展最關鍵的文件除基本法、組織法外，當屬民國 95 年 7 月 21 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13 號解釋：

「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立

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

意見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大多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54-55，其餘見「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2010）都同意釋憲後的最重要影

響，就是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的新定位。釋憲文曾提及行政院與獨立機關職權的從屬關係，據此，當時勝訴一方行

政院隨即進行「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運作說明」之修定，鞏固行政主導權。而該說明之中，行政院強調大法官解釋

文中的「行政一體」原則，強調未來「獨立機關」（NCC）僅有個案的獨立裁量權。在業務、人事、預算、法案四範圍

都應配合行政院施政做整體規畫，重點如下（行政院，2005, 2006，引自陳彥豪、熊杰，2008）： 

（一）獨立機關僅限於具體個案決定有所謂獨立行使職權可言，不包括政策決定領域。亦不負有政策諮詢或政策

協調統合功能。其業務應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為主，不負責施政政策、產業輔導或獎勵等業務，若裁決性、調

查性或管制性之個案決定涉及施政政策領域時，仍應與行政院各主管部會協調溝通，並接受行政院之政策決定。 

（二）獨立機關之首長，非為行政院之閣員，毋需參與行政院院會，惟若因院會討論議程有實際需求時，仍應受

行政院院長指示列席行政院院會。此外，獨立機關仍有義務依行政院之要求，參與行政院必要之會議，包括行政院所

設之各任務編組會議，就其法定職掌範圍，共同完成公共任務，並遵守會議結論。 

（三）「獨立機關」主管之法律案，包括組織法案與作用法案，其報院審查程序均與一般機關相同，並應經行政院

會議議決後，函送立法院。屬中央行政機關應共同遵守之通案事項（處務規程、員額管理、預決算處理、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施政計畫），應經行政院核定或同意。 

當然這種解釋令通傳會的一些委員相當不滿，也造成行政院與通傳會之間更緊張的關係。月旦法學還為此進行【本

月企劃】：「平議釋字六一三與獨立機關」（2006, 第 82 期），針對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等相關解釋意見書，以及通訊傳

播委員會等獨立機關的概念，廣邀學者提出相當精闢的不同看法。本文中不少觀點乃出自這特別企畫。從通傳會的角

度，釋字第 613 號解釋肯定通傳會為獨立機關之合憲地位（見「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2010），但是紛爭不因

此就消失。 

究竟何謂「獨立機關」？究竟我國有無「獨立機關」運作成功的例子？究竟從行政院、立法院、以及民眾如何認

知所謂的「獨立機關」？未來呢？文章一堆，研討會也開過不少，第一屆蘇永欽主任委員、劉宗德、石世豪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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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以及劉孔中委員都是法學界甚有份量的學者，對此問題也為文、表達許多「擲地有聲」的看法，我非法律專家，

先介紹第一屆委員表達的立場，再說明第二屆委員的看法與堅持，以及面臨的困境。 

第一屆通傳會運作與釋字六一三號 

通傳會一成立即面臨是否違憲的爭議，因此有部分被提名委員放棄提名。但第一屆委員會組成了，也正式開始運

作，雖然一些文章認為第一屆委員的產生與其後的大法官釋字 613 判定「違憲」，但不可否認，第一屆被提名的委員都

是其領域中的佼佼者，不論專業表現、社會貢獻、國際知名度等，都很值得肯定。遺憾的是，政治上的紛紛擾擾並沒

有因此消失，而後，兩位委員又因不大不小的事被停職，這真是好事多磨。 

學者（周志宏，2006, 2010）認為「獨立機關」又稱「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行政委員會」或「獨立行政機關」，

一般認為是從美國發展出來的制度。其他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表示包含廣義的獨立機關在概念上有「憲法上

的獨立機關」和「法律上的獨立機關」，前者如考試、監察、司法院，後者屬後者，是所謂「獨立行政機關」，其他如

中央銀行、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至於獨立機關獨立性內涵，就強調倘其非

「組織法上之獨立（即非隸屬行政院之獨立機關）」，至少應係「作用法上之獨立（即職務行使不受行政院指揮監督」，

因此雖然叫作獨立，但其實組織法它還是有「隸屬關係」，除非最高的國家機關（或者叫做憲法機關），否則沒有任何

機關在組織法上是獨立的（李惠宗，2006）。蘇永欽（2006）也說獨立機關的立法，必須以作用法為之，也就是在作用

法中界定獨立領域，並建築獨立的正當性。 

蘇永欽(2008:431-432)在其「尋找共和國」書中，於「我國憲政體制下的獨立行政機關」文裏，特別就決策獨立還

是機關獨立、合憲及切合目的的組成、內部組織與機關間互動、獨立機關的制度性保障等面向，討論我國獨立機關的

出現與面臨問題。他認為「獨立的語意層次，至少可以分成決策獨立( decisional independence )，和更深一層的機關獨

立( branch or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決策獨立指排除外部（當然僅指公權力部門）作事物妥當性的監督──不論來

自行政體系或民意機關──自主形成有效力的決策。而且除了法院和監察機關仍可作事後的合法性監督外，原則上也排

除其他機關作任何事前、事中或事後的合法性監督。至於機關獨立，則是在決策獨立以外，一般行政管理也要獨立於

層級構造的行政體系，某種程度上自行其是、「不穿制服」，才足以稱之。沒有決策獨立，即無所謂機關獨立，無論司

法獨立、監察獨立、考試獨立或行政獨立，都是如此，所以決策獨立是獨立體制的真正核心，是機關獨立的 sinequa non，

或必要條件。但倒過來，有決策獨立未必即有機關獨立，因此決策獨立不是機關獨立的充分條件。機關獨立可以強化

決策獨立，但也不可避免的使得機關對外的運作變得更為複雜。惟儘管有層次的不同，一般對僅有決策獨立的機關，

往往也籠統稱之為獨立機關，但嚴格意義的獨立機關，應僅指決策獨立與機關獨立兼備者。」 

通傳會做為決策獨立、機關獨立是毫無疑義的，通傳會雖未在組織法上明定為獨立機關，也未規定應「自主運作」，

但確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通過後迄今唯一依該法第 2、21 條規定方式組成的獨立機關──符合法律保留、合議、

任期保障、立法院同意等要件，組織法另外加上首長副首長互選產生、非營業基金等有利於機關獨立的要素，因此也

是行政院唯一承認的狹義獨立機關。但儘管如此，行政院對通傳會自主運作保留的空間，有時甚至比一般所屬機關還

窄（蘇永欽，2008:433）。 

石世豪（2009）表示「我國憲政體制究竟屬於總統制或內閣制」，或在所謂「改良式雙首長制」下可以採擇多少美

國獨立機關的組織及作用模式，畢竟有很多摸索的混沌之處。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似是一個「代補充」的本

土化嘗試，也留下不小的空白與爭議（引自劉孔中，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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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德副主委在參加「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時指出，對獨立機關而言，應仍有受上級機關監督之

可能性，只是此一行政監督乃係存在於組織法層次，而其上級機關之行政監督，非涉及至獨立機關行使職務範圍之事

項，他認為行政監督包含任命權、免職權、概算權、爭訟權、行政管理權與非正式溝通權。 

李惠宗（2010:84-85）在參加研討會時表示：「獨立機關的委員由行政院長提名、總統任命，當然這是一個程序，

要用什麼程序來產生，是直接由行政院長來提名或是由內部委員選舉產生，這是一個設計…，組織法上不獨立的理由

是因為它有隸屬性，這個組織是屬於行政院的，既然是屬於行政院且它也有政策的角色，也有貫徹最高行政機關的任

務在這裡頭，因此它的獨立性只有在決策以及執行需要特別專業化、去政治化以及須特別顧及多元社會價值的公共事

務才可以，換句話說，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在於組織確立後的執行面，因此組織之前，從法理上來看，行政機關的本質

就不是獨立的，所以切出一部分讓他獨立，亦即在組織確立之後才切出來的。在組織法上不獨立，當然可能多多少少

會影響到作用法的走向，我想在實務運作上會有種緊張的關係，但此時應該要去容忍它，儘管在組織法上有如此的結

果，但獨立性是作用法上應然面的問題。亦即組織確立後，個案或是決策或執行面，需要特別專業化的時候，才有獨

立的問題。」 

劉孔中（2010）除了在其研考會研究「從資通訊產業之整體發展需求，檢討政府部門之設計與職掌劃分」中，針

對獨立機關做了非常完整的論述與分析，繼而在其《通訊傳播法》一書中，於「管制機關之設計與制度選擇：國際比

較」一章中詳述世界各國的通訊管制機構之組成，並對通傳會的定位與組織做了很詳細的討論。由其文中可見因為對

獨立機關的堅持，造成實際運作上的一些困境，乃提出改革建議，有些如組織結構的（如改稱「行政委員會」），有些

則牽涉到人事，至於將通傳會改制為首長制的部會組織，當然是有利有弊。 

大家熟知的美國 FCC 委員是由行政權首長（即總統）提名，由參議院同意後任命而產生。委員共五人，任期五年，

主任委員則由行政權首長指定任命之，提名任命權屬於行政權，而國會則是只具有被動的同意與否的權力。劉靜怡

（2006）認為這是權力分立制衡制度下的常見設計。和美國其他相同類型的獨立行政管制機關一樣，FCC 的設計乃規

定其委員之組成，必須受限於單一政黨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上限（亦即 FCC 五名委員中屬於同一政黨者，不得超過

三名）的形式，此一規定是要達到去政治力影響目的和維護 FCC 的獨立性，遵守權責相符的責任政治原理，使同屬維

繫現代憲政國家精神的兩個民主法治原則並行不悖。劉孔中（2010:30）在討論美國 FCC 時，指出「總統任命其中一位

委員為委員會主席，主席對內指揮 FCC，掌握任免 FCC 下個各單位首長的權力，控制 FCC 工作流程，並對外代表 FCC

提出立法報告及參與跨國或跨部會之會議。」但他也接著說「FCC 屬委員合議體制，主席必須仰賴委員會的多數支持，

方能貫徹其政策。」 

第二屆通傳會對獨立機關的堅持 

由於大法官釋憲的結果，通傳會組織法再度於九十七年(2008)一月修訂第四條，將委員產生方式改為由行政院院長

提名，但正副主委則仍維持由委員互選。由於委員按政黨比例產生被大法官會議認定為違憲，故第一屆通傳會委員，

並未任滿，而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離職。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一日第二屆通傳會委員與正副主委即依照新修訂的

條文產生。 

二屆委員上任，外在政治的明顯干預減低，但委員間對「獨立」的認知與堅持則差異甚大。第二屆委員與行政院

之間針對獨立機關爭議最大的問題在於「訴願管轄權」，第一年在行政院秘書長的協調以及兩位相關政務委員協

助下，正式、非正式開會約有十次左右，後來第二年因為院長、秘書長更替，同時我也表明要返校任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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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暫時打住。通傳會後來回函行政院，至少就訴願管轄權的問題有所讓步，這種讓步是不得不然，還是有其他背

後理由，對一個四歲多的機關，這部分當然未來還會有更多資料來加以檢視。 

通傳會二屆兩年，表面上，不服通傳會處分的案件走該有的程序，行政院訴願委員會也多尊重通傳會的裁決，但

一是時間拖長，另一則為心理因素，加上不服通傳會裁決的業者利用公共關係途徑「批評」通傳會，更造成許多誤解

與不信任。  

第一屆委員劉孔中（2010）對二屆委員的批評，如「第二屆通傳會將『獨立機關』無限上綱，委員的心態就傾向

於被動、保守的司法官，不願意與案件的『當事人』或『原告被告』溝通，以至於通傳會曾一度被譏為 No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後來雖然因為外界批評而『加強溝通』，但是仍然拋不下其心目中『獨立機關』的角色，使得溝通形式的

意義大於實質。其次，通傳會計畫『在已然被扭曲的當前台灣通傳產業的現況下，尋求國家及社會責任與自由經濟（例

如追求利潤極大化）可能的平衡點』，配合其四大施政信念，即獨立、負責、平衡、追求最大公共利益，可說是完全沒

有協助推動資訊通訊產業之認知與準備。」這些批評確是令部分二屆委員相當不舒服，有些是誤會，而有一些也就來

自何謂「合議」的認知差異，這在下面會進一步討論。 

第三屆通傳會 

由於組織法修訂第四條，第二屆委員中有四位為四年任期（我原只答應兩年，但列為四年任期的委員，因此決定

離去時在立法院遭到相當的抨擊，新聞中也出現了幾次），而其他三位四年任期的委員就繼續擔任委員，新提名的四位

中有一位是原來二屆的委員，四月底名單公布，六月中旬立法院同意。 

第三屆委員上任第一天，因為主委、副主委「互選」又將問題攤在陽光下（見中國時報、聯合報，2010.8.2）。接

著因應組織法修正，三位二屆四年任期的委員堅持原有辦法，四位新任委員則贊成修改而造成內部的爭議，據報載「四

位支持修改組織法的委員所持理由為根據中央組織基準法相關規定，NCC 應該比照公平會、中選會，主委、副主委由

行政院指定﹔贊成維持現有制度的三位委員認為，行政院長一旦可提名主委、副主委，行政院將會影響主委態度，進一

步影響 NCC 監理業務，NCC 的公正性遭到外界質疑，如此一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淪為行政院通訊傳播委員

會，成為行政院管轄機關，當初設計『國家』通傳會的精神將亡。」完整的理由在委員的不同意見書（見 NCC 網站）

可以得知。 

在十月一日舉行的「獨立機關運作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中，對於獨立機關之組織及運作、獨立機關於行政爭訟

中之地位、獨立機關之行政及立法監督等做了非常完整的討論（見 NCC 網站），內容在此就不多做說明。顯見獨立機

關的問題不好好面對，日常一些運作就自然受到影響。而在二、三屆委員會「合議制」的運作中，因為「獨立機關」

在組織法中的定位，造成「上綱」程度不一，不同委員因此多少有一些心理上的嘀咕，是否影響決策與行政效率，接

下來還會繼續說明。 

不得不說因為這些爭議影響了外界的觀瞻，第三屆才上任不久，報紙幾篇社論就針對通傳會的組織法修正提出一

些看法：十一月七日工商時報社論「NCC 的前世今生與來世」文，  對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表現有不少批評，認為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作成決議，未來 NCC 正、副主委將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這是正確的一

步，而且是配合新修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 條第 2 項『行政院長任命獨立機關成員時，應指定成員中之一人

為首長，一人為副首長』必要的配套規定。反對黨認為『此舉將使主委權力無限擴大，NCC 勢必變成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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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屬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射言論。」文中繼續談及：「先說主任及副主任委員產生的方式。目前法律規定是採取委員互相

推舉制，不容諱言，當初是在國民黨多數主導的立法院不希望少數政府的行政院長任命其主委及副主委，所以才有此

種設計、委員互相推選主委及副主委，完全欠缺政治正當性，因為在民主政治之下，政治正當性來自於選民託付的總

統，而不是類似小朋友選班長，誰較受擁戴就出面領導。」 

由前面通傳會一、二、三屆與「獨立機關」有關的問題簡單敘述後，不可諱言，獨立機關這種「實驗」畢竟是美

國的玩意兒，「移植」到他國土地，水土服不服值得更多討論。只是，在日日運作上，就不能像在學術圈中討論的那般

浪漫，以下就簡單說明影響日日運作中幾個重要面向：  

第二節  主要爭議點 

劉孔中（2010:73）認為通傳會的制度問題為「獨立機關」遮蓋其「行政機關」之屬性、被壓縮成純「監理機關」、

管制與產業促進脫離、不具備兩黨政治下的正當性、委員會工作效率不高。造成委員會工作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內

外不授權不足、事物性質的工作太多，以及員工欠缺執法所需的專業能力。有些公務機關的問題是屬「一般」、「普遍」

現象，有些則因為新機關，加上是「獨立」的新機關，當然會有一些「新問題」，以下就幾個較受矚目的問題稍加說明： 

一、法理上：訴願管轄權 

前面已經多次提及通傳會在獨立機關這議題上與行政院認知、解釋最不同的當屬「訴願管轄權」，只是第一屆、第

二屆碰到的問題多少有一些不同，同時因為委員組成不同，堅持的原則、作法也有所不同。但據報載（中時電子報， 

2011.4.21）目前立法院對於「獨立機關」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對 NCC 行政處分不服時提出行政訴訟的規定是否納入組

織法中，由於朝野還有爭議，因此保留交付朝野協商，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分歧，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討論外，接著

更清楚說明在實務運作上的現象。 

蘇永欽（2008）書中提及「獨立機關與行政院所屬部會之間除了『前門』的緊張關係外，還有『後門』的訴願問

題，因為基準法就此未做任何處理，訴願法也未配合獨立機關的建制作特別規定，相關組織法與作用法也都保持沉默

的結果，自然使得此一制度問題不斷升高，公平會前二屆委員還嘗試為獨立而奮鬥，但受限於法律並無任何結果，歷

年實務上確有幾件屬於重大管制政策的案件被行政院撤銷，致其獨立性備受挑戰。訴願的問題所以直接考驗獨立機關

的獨立性，其一在於我國訴願法保護範圍的廣泛，受處分人、利害關係人、得請求處分人都可以提起訴願，其二在於

訴願審查範圍的廣泛，不僅及於合法性而已，且可對合法處分基於政策妥當性的考量予以撤銷。因此行政院雖不得指

揮監督獨立機關行使職權，但若事後得經訴願管轄而變更獨立機關的決定。德、日等國為維護此類獨立機關的獨立決

策，多明文規定其救濟直接跳躍至高等法院，排除行政體系的訴願，即下級法院的審查。」 

石世豪文中指出（2008）「在第一屆其間，通傳會訴願審議委員會設立並受理不服處分之訴訟後，即陸續出現行政

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因訴願人逕向其提起訴願而要求通傳會檢具答辯書之案件，通傳會因法務單位堅持不移轉管轄致使

業管單位基於機關對外一體性而未檢卷答辯，因此遭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決議撤銷原處分之情事亦已發生。如此違

背訴願法第 4 條第 7 款明文規定而執意與行政院爭奪訴願管轄權有無必要，通傳會內部各單位及委員彼此之間原即有

諸多討論；依組織法第 4 條規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旨修正後，此項『爭取獨立』而遭行政院納入通

傳會『十大』違失之訴願管轄問題，究竟應如何依立法途徑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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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這問題依舊存在，法律委員翁曉玲針對此問題多次表達不同意行政院的立場，基本上，第二屆委員維持第

一屆委員對「獨立機關」的看法，只是在表達的力道上每個人多少有一些不同。二屆委員會與行政院也針對訴願管轄

權進行了多次的溝通，但各自堅持的結果，大家都不好受，二屆委員堅持「向歷史負責」，而行政院則以「行政一體」，

獨立機關並不能如美國制度般（因為美國沒有行政院），一旦不符裁決直接走司法途徑。 

英國（劉孔中，2010）則是當事人不服 Ofcom 裁決可向競爭上訴法庭（the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 CAT）提

起訴訟。對於 CAT 的決定仍不服，可上訴到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or Court of Session）。行政院法規會陳主任委員

(2010)交代歷史時表示：「第一是獨立機關所為決策不受行政院或其他行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這是九十一年

建立的原則；第二是對獨立機關所為決定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得就繫屬案件中獨立機關所為決定為適

法性的監督，之後根據這個規劃在九十三年制定了「通訊傳播基本法」，再來是 NCC 組織法在九十四年通過，九十五

年成立通傳會，問題在於立法院審議時將剛才所提到「對獨立機關所為決定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部分刪除，

這是經過朝野協商，將行政院原先對獨立機關的構想做了某種程度的調整，」 

台灣通訊學會一向強調邁向去管制的匯流時代，對通傳會第一屆堅持自為訴願機關不予贊成，其理由多為「體制

不合」等。根據其分析(2009)「NCC 十八個月來的處分案件中有 173 件申請訴願，而其中又有 156 件提起行政訴訟。

這樣的比例顯示絕大部分的業者對 NCC 的訴願裁決不服而必須訴諸法院。NCC 自為訴願機關容易造成「球員兼裁判」

的疑慮，使被管制者缺乏救濟管道，而無法信任裁決的合理性，NCC 的政策公信力(policy credibility)即被挑戰。並且，

被管制者對 NCC 的裁決不服，但訴願功能喪失，祇得提起行政訴訟。就行政成本而言，NCC 的訴願是一道虛耗的程

序，NCC 與業者皆須耗費時間與精力在對簿公堂。另一方面因訴願程序失去濾網的功能，亦加重法院審案的負擔，可

謂雙重行政負擔。故建議改以行政院訴願會為 NCC 準駁之訴願機關，提升政策公信力及降低行政成本。」 

行政院法規會委員兼訴願委員會主委陳德新(2010)認為「獨立機關應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這一個立法精神及原則到現在還是連貫的。其次，獨立機關的業務職掌要兼顧權

力分立與責任政治的原則，必須審慎規劃，因為當初獨立機關的建制在行政部門是一種例外，故須有特別的條件，僅

有在決策與執行特別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必須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多元價值的公共事務，才可交由其處理。另

外獨立機關除為超然行使職權所為之政策規劃執行外，僅負責提供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的公共任務，不宜兼負政

策諮詢或政策協調統合之功能」，這裡也會形成下面討論中各種與上級以及其他機關協調上的障礙。 

一些參與通傳會訴願會，同時，或接著受聘為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的委員則持較為中立、客觀的立場，而李惠宗（2010）

則表示「獨立機關的爭訟是可以設訴願委員會，但是委員應該全部外聘，不可以有通傳會的委員，幕僚由通傳會的人

員來支援，但是成員應該全部外聘，這樣就可以使它的獨立性非常充分，不受上級行政機關個案上的合法性跟適當性

的監督。」 

通傳會堅持「獨立機關」當然應該為自己的定位奮戰，石世豪（2008）在談及通傳會法律事務順應合作行政現代

化這問題時表示：「通傳會倘若擺脫『爭取獨立』而自行審議不符機關本身處分之訴願管轄爭議，不僅行政處分相對人

尋求法律救濟不再『迷途』，對於獨立機關所為處分僅受上級機關適法性監督之法理亦一併獲得澄清；同時，通傳會法

務單位之法律諮詢能量亦得從權限爭議泥淖中解放，投入更有進步意義之現代合作國家（cooperative state）積極行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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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正、副主委產生 

八年由陳水扁總統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對 NCC 這個獨立機關其實不太友善，部分或許是政黨因素，另外則為結構因

素。民國九十七年五月政黨輪替，六月開始尋覓通傳會二屆委員，不甚順利，有的因為旋轉門考慮，更有則覺得「官

不聊生」，過程很曲折。是年六月由劉兆玄院長提名推薦了七位委員，七月一日名單送到立法院後，卻有一位委員放棄

提名，少了一位，組不成委員會。我於最後一分鐘(2008.7.4)，在幾乎沒什麼時間思考下答應到通傳會服務，而在立法

院審查中表明「願意考慮」擔任主委（見聯合報 99.7.15，新新聞 1118、2008.8.7），八月一日委員報到，展開第二屆委

員會的運作。 

第一屆、第二屆，甚至第三屆的主委與副主委依法是「互選」，但其實大家彼此不認得，互選的標準究竟是根據年

資、意願、成就？還是其他？每個領域有每個領域評斷的標準。既然願意進政府服務，當然理想性甚高，但也不能一

定要找一個理想性最高的來擔任主任委員。還是說，在一個合議制的組織中，主任委員應該是一個協調性最強的委員

呢？ 

從政府的角度看，國家的資通訊政策要有機關來規劃，並在法規上加以落實，如此業者方有依循的方向。而我在

通傳會兩年，面臨最大的困境，一是「獨立機關該多獨立？」二為與其他行政院機關協調因法規的因素，無法突破。

而這兩大問題對以身為「主任委員」來說，如果內部委員不支持，對外發言就容易產生「內外不是人」的困境。 

如果說第一屆通傳會與行政院是「明」的衝突（見蘇永欽，2008），第二屆則為「暗」的不合，這種不合絕大導因

於對「獨立機關」的認知有異，當然不可否認，若有人因此可以從中獲益，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接下來的論證會環

繞在組織的結構因素以及法規解釋上。 

從行政院的角度，因為委員由其尋覓、提名，多少都有一種「你是我的人」的心理，但不可否認，第二屆、第三

屆委員均由國民黨執政的行政院提名、國民黨具多數的立法院行使同意權，與第一屆民進黨執政國民黨居立法院多數

的情勢截然不同（見表 5-1）。事實上，在第二屆、第三屆委員提名過程中其實沒有想的那麼簡單，要有不同領域的人

選，對通訊傳播產業既瞭解、充滿熱情，並願意犧牲原有人生志業，進入官場，為產業、民眾服務，服膺通訊傳播基

本法第一條的期許（附錄二：第二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施政目標與信念），對已經在社會上歷練多年的人士來說，

也是不小的挑戰。 

更由於有「旋轉門條款」，一些相當瞭解實務的業界人士，或是學有專精的學者在多加思考後放棄進入公門，這問

題討論很久，不論現有或是歷屆委員對「前旋轉門」的資格放寬都表示贊成，畢竟多有優秀的人才願意為國服務總是

好事。因此目前修法對委員資格確有放寬的思維，理由是「為了讓嫻熟通訊傳播領域的公務人員也有貢獻所長的機會，

因此放寬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其他法律任用的公務人員，不再提名限制的範圍。」 

表 5-1 通傳會組織法正副主委及委員產生方式之立法內容更迭歷程 

時間 條文內容 備註 

2003 年 9 月（政院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

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2005 年 9 月（立法院二讀版） 本會委員依各政黨（團）在立法

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行政院長

依據推薦名單提名，並以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二人為副主任委

員，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行政

此條文為國親兩黨提出之修正內

容版 



 

 

40 

院院長提名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時，應分屬不同政黨（團）推

薦人選。 

2005 年 1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版 本會委員依電信、資訊、傳播、

法律或財經等專業學識或實務經

驗等領域，由各政黨（團）接受

各界推薦，並依其在立法院所占

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

長推薦三名，交由提名審查委員

會審查。 

本會應於任命後三日內自行集會

成立，並互選正副主任委員，行

政院長應於選出後七日內任命。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應分屬不

同政黨（團）推薦人選；行政院

院長推薦之委員視同執政黨推薦

人選 

大法官 613 號釋憲文( 2006 年 7 

月 21 日）指出： 

(1)以政黨比例產生委員之方式，

是違憲的。 

(2)正副主委由委員互選方式產

生，是合憲的。 

2008 年 1 月修正第 4 條（組織法

二次修訂版） 

本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

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委員互

選產生後任命之。 

(1)將委員依政黨比例產生方式刪

除。 

(2)將立法院成立之審查委員會刪

除。 

(3)依大法官 613 號解釋文，賦予

行政院院長提名委員之權力。 

(4)維持正副主委由委員互選方式

產生。 

來源：陳正倉、鍾起惠（2010）通訊傳播基本法與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案一部不同意見書 

在公佈的不同意見書中，部分委員對行政院派任主委、副主委反對甚力，認為會肇致「獨立性喪失，合議制也將

名存實亡」，其從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疑慮，包括監督政府的新聞媒体可能被政府收買或控制、執政黨可能透過通傳

會來干預或影響媒体，箝制輿論或新聞，妨礙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以及通傳資源分配不公正的疑慮等。由於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屬媒体表現等相關問題，不在本書討論範圍內，但以二十世紀冷戰思維、白色恐怖氛圍的立論來說明二

十一世紀匯流紀元的發展，只呈現問題的部分。 

由本章附錄一看出各國監理機關的組成與時間長短均不見得相同，當然與其成立的歷史、政治文化等息息相關，

這更牽涉到機關是要「防弊」還是「興利」的認定。熟知通傳會運作的同仁表示「獨立機關內部組織如何設計，其實

是出於功能最適的考量，如果認為要強調專業多元，就會強化合議運作；如果要強調課責與管制效率，就會要求首長

必須權責相符。」 

三、合議制獨立機關 

究竟什麼是合議制？《NCC 組織法》授權 NCC 掌理之 14 項業務，在法案中有明文規定（第 3 條）。至於 NCC 

所掌理事務，均需透過「委員會議」共同決議（第 8 條），並以委員總額過半數之同意行之，各委員對該決議得提出

協同意見書或不同意見書（第 9 條），其立法意旨，除彰顯合議制之精神外，亦有使各委員勇於表達少數意見，直接

向公義與歷史負責之功能（石世豪，2008）。 

第一屆委員會總共開委員會 251 次，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有 98 件次，主委總共有兩次發表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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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世豪副主委 41 次，加上他與其他委員共同發表四次，其他個別委員（如劉幼琍 18 次，謝進南 5 次、李祖源 7 次、

林東泰 18 次，劉孔中 3 次）等都發表過協同與不同意見書。 

第二屆委員會委員組成的背景與第一屆明顯不同，七位委員中傳播兩名，經濟兩名，電信兩名，法律一名，我的

第一份針對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正不同意見書（283 次委員會）才發表就引起軒然大波（聯合報 99.2.6、99.2.7，中國

時報, 99.2.7，蘋果日報 99.2.12），後來針對二中案，我個人已經寫好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為顧及和諧，最後並沒

有提出（將在下一本有關媒介政策書中說明），另外是在我要離開通傳會前( 364 次委員會)，針對華視換照提出的一部

不同意見書。 

第二屆委員會召開 118 次(251-369)，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總共 11 次（謝進男、劉崇堅 3 次，鍾起惠、翁曉玲、

李大嵩各一次），明顯看出第一屆、第二屆委員會對「同」「不同」的表達上是多麼的不一樣。二屆部分委員認為可以

磨到「一致」是展現「戰力」的方式，不同意見書會讓行政院、業者，以及媒體捉到可以做文章的題材。合議制最好

是磨好以後的「合議」。 

正由於不同委員認知的「合議制」差別甚大，第二屆、第三屆部分委員對「正、副主委產生」是互選呢？是行政

院長指派，當然就會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一派觀點：「通傳會正、副首長產生方式的改制──即由委員互選改由行政院

長指定，恐更弱化通傳會之獨立性。從委員會制（亦稱合議制）的精神來看，委員會制之特色，即是以集體領導的方

式來行使其最高行政權，每個委員職權相同，並且集體議事，共同為合議決定的結果負責，因此委員會是最高的行政

決策機關，各委員權力均等，彼此無從屬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不過是機關名義上的最高行政長官與對外代表人，理想

上，委員會的主席甚至是由委員輪流擔任，沒有非誰不可的道理」(翁曉玲，2010 )。 

而根據通傳會處務規程第 2 條規定：「主任委員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

員處理會務；委員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職掌，專業分工督導本會相關會務」，這裡「指揮」、「監督」、「襄

助」、「督導」都是一般「行政機關」的用字用辭，是否可以適用在合議制機關？在實務運作上，原任行政院法規會主

委，現任行政院公平會副主委施貴芬認為要考慮委員之專業、人才培養、分案機制、主任委員之權責、委員之權責（制

度、個案之參與）、以及與行政單位之互動，這部分指的是「於主審案件，督導同仁調查研究相關事項，於委員會時參

與審查案件審查。於主任委員指定督導之專案小組，但未參與人事及預算事項」。 

第一屆因為外在情勢甚為不清，通傳會委員非常團結，不易有「山頭」，石世豪也指出「通傳會『高度合議』組織

架構中種下『山頭主義』危機之組織法第 9 條第 5 項規定：『本會委員應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職掌，專業

分工督導本會相關會務』，其實兩年多來並未確實執行」。但第二屆委員因為種種因素，對督導處室非常堅持，山頭主

義的現象經由媒体報導（如中國時報 99, 3.16?, 99.6.3），更引起部分委員不滿，裂痕無法弭平。 

至於通傳會組織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本應尊重，但部份委員認為「由於委員

係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因此每個委員的位階、權利與義務是相等的。由於正副主委係由委員互選產

生，因此主委副主委的權利來自委員的賦予，故而正副主委與委員並非官僚體系中長官與部屬的關係。正副主委對外

代表機關，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由於委員地位相等，平起平坐，合議制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實，各委員依專業判斷且每

票等值，獨立行使職權」(翁曉玲，2010 )。 

另外委員表達「對於監理通訊傳播的監理機關，其委員會的組成、委員以及正副主委（或正副首長）的產

生，以及其委員會的隸屬，各國或多或少有些差異。表為美國、英國、法國與台灣的情形（見下表 5-2）。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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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知，有總統提名者，如美國；有內閣提名者，如英國；有總統與民意機關提名者，如法國。就對誰負責而言，有

對總統負責者，亦有向國會負責者，美、英、法等國的共同特色就是均不向行政部門負責。由此似乎可知，獨立機關

基本上不受行政機構之管轄，以保持超然公正，是獨立制度設計中的最大特色」（見陳正倉、鍾起惠，「不同意見書」，

2010）。 

表 5-2:  主要國家通訊傳播監理機關組織方式比較表 

 美國（FCC ) 英國（Ofcom ) 法國（CSA ) 台灣（NCC ) 

委員人數 (1) 5 人 

(2)委員中屬同一政黨

者不得超過 3 人。 

(l)委員人數（包括執行

委員（全職）及非執行

委員（兼職））共 9 人。 

(2)委員會主席並不必

然兼具執行委員身分。 

(l) 9 人 

(2)總統提名 3 

人、參議院提名 3 

人、國民議會提名

3 人 

(1) 7 人 

(2)行政院院長提名 

 

任期 5 年，得連任。 

 

(l)執行委員任期為 4

年。 

(2)非執行委員（包括主

席）任期為不定期限。 

(l) 6 年，不得續

任。 

(2)交錯制，每2 年

更換委員會 l / 3

成員。 

(l) 4 年，得連任 

(2)交錯制，每 2 年更

換 3/7 -4/7 成員 

委員及首長任

命方式 

(l)總統提名經參議院

同意後，由總統任命。 

(2)委員會主席由總統

提名之委員中任命之。 

(1)由內閣之內政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任

命，無須經國會同意。 

(2)執行長由委員會提

名，經內政大臣同意任

命之。 

委員會主席由總

統提名之 3 位委

員中任命之。 

(1)經立法院同意 

(2)正副主委由委員互

選之 

 

委員會隸屬 (l)不隸屬於行政部門。 

(2)直接對總統負責。 

 

對國會負責 (1)不隸屬於行政

部門。 

(2)直接對總統負

責。 

 

(1)隸屬於行政院的二

級獨立機關 

(2)對行政院與立法院

負責 

 

來源：陳正倉、鍾起惠（2010）通訊傳播基本法與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案一部不同意見書 

其他國家的情形則請參照附錄一 

四、督導業務 

與合議制直接有關的其實是委員的角色與職責，這當然也是小團體溝通一定會面臨的問題。小團體有因為抒發、

有因為血緣、有因為不同目的而組成。通傳會委員會的組成當然是因為任務，是因為被提名。幾位來自不同領域（組

織法第四條）在被行政院找來時，彼此大多不認識彼此，或是同一領域、同一興趣、類似背景的固然認識，但交情深

淺不一，這當然就是獨立機關合議制可以強調的民主精神。 

在三位委員的不同意見書中，以及多次正式、非正式會議中，部分委員強調通傳會是最獨立的，是最不同於其他

金管會、公平會的獨立機關，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乃在於委員個個平等、票票等值，同時依組織法第九條第四項「本

會委員應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執掌，專業分工督導本會相關業務」，這中間就有語意解釋上的問題。我的

解讀是「依委員會議決議」「後」的督導，但如果強調人人平等、票票等值，幾位委員一開始就強調每位有督導業務的

「法定授權」，也就是在處長之上還有一位至兩位的「大處長」（同仁用語），因此在行政流程中，如果沒有督導委員的

同意，很多處室的公文有時來不及「及時」走公文應有的程序與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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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務員來說，尤其習慣首長制同仁的來說，這樣的調整當然不光是時間的，還有心態。平心而論，有督導委員

的制度有利有弊，如果多有專業委員在「委員會議決議後」督導相關進度，當然可以讓委員會的決議更快讓外界了解，

並且更快執行，但如果督導委員在「會議前」做太多個人專業、喜好等「督導」，就難免拖延重要議案上委員會的時間。 

同時在實務上，石世豪（2008）「認為通傳會合議制成員任期短而人數多，又受限於消極資格與『旋轉門條款』重

重緊箍，未來持續向產學研各界『借將』勢不可免；為求機關穩定並使委員得以充分發揮其專業能力，內部管理與日

常庶務允宜由兼具首長機要身分之主任秘書統籌辦理，不須勞煩合議制成員事必躬親。」他的建議為「會務及庶務回

歸常任文官體制」，但這兒有一個前提是「兼具首長機要身份之主任秘書」，目前這個前提還是具有爭議。 

五、對外溝通協調 

以上談的都是因為組織法而出現的內部問題，至於對外的部分，核心的問題在第一章已經多少論及。前面學者、

委員提到與行政院其他部會的協調，由於通傳會是為獨立機關，不參加行政院院會，這其實在行政院方面有兩派意見：

一派認為通傳會許多業務都與其他部會密切相關（交通部就先不說，與經濟部就數位發展、與衛生署就媒体販售偽藥、

與內政部就電信詐欺、網路犯罪…），不參加院會，並不清楚行政院與其他部會施政、業務重點，到發生事情才協調有

一點緩不濟急，但包括劉兆玄前院長等都堅持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不需要參加行政院院會。 

學者（劉靜怡，2006）表示「『獨立』的另一種面貌，通常不脫『孤立』。在通傳會的立法和釋憲過程中，經常被

討論到的議題之一，便是類似通傳會這樣的獨立機關，如何在保持其獨立性的同時，仍然不至於成為自我孤立或者被

孤立的機關？因為畢竟通傳會的性質與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性質截然不同，後者政治性高，除了與內政部等部分機關需

要協調外，不出席院會對其業務發展影響不大，但通傳會許多業務確實必須常常要與其他部會協調。而加上當初組織

成立時，電信總局從交通部劃出來，廣播電視業務從新聞局移撥，很多地方並未劃分清楚，造成執行上的一些困境。 

通傳政策的制訂 

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三條的第一款：「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之管理事項，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

使職權。」這一款當然就是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的依據，而第二款則是通傳會與交通部持續爭議的源頭，第二款言明

「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第二款中重要概念有二：一是

「資源規劃」，與交通部關係甚為巨大，先在此討論，二則牽涉到「輔導、獎勵」，因與新聞局的關係更為密切。 

學者（陳彥豪、熊杰，2008)在通傳會成立之初就提出：「NCC 獨立監理機關之設計，並非全盤接收交通部與新聞

局之通訊流原則，然「管理∕監理」與「輔導∕獎勵」兩組概念，原本就非彼此互斥，自無法一刀兩切，許多業務也尚待

歸類，因此法律模糊空間甚大。茲是之故」，NCC 成立後，所衍生的「誰來管制」問題，逐一浮上檯面，第一屆因為

在釋憲、獨立機關等問題上要樹立新機關的法律地位，加上更多力氣建立新機關的組織制度，並完成通傳大法，就面

臨與其他機關的協調議題，阻礙可想而知。 

通傳會委員翁曉玲(2010)表示「通傳會雖是因應數位匯流而建置之機關，然其職權範圍卻因當初法律設計不當始終

被侷限在個案監理權，而無實際的政策規劃權。外界多誤會通傳會具有數位匯流政策和電信與廣電產業政策輔導與發

展之主導權，然現行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3 條 2 項規定卻排除通傳會在外，造成通傳會只有棒子可使，卻無胡蘿蔔可用

的不合理狀況。通傳會雖曾數次提出修正通傳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暨其立法理由之主張，但迄今亦未獲得上級機

關的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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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豪、熊杰(2008:42)認為：通訊傳播職掌分流後所衍生「誰來管制」的問題會一一浮上檯面（如下表，表 5-4，

包含：頻譜資源規劃與管理、通訊傳播相關基金、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政策這幾個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法與通訊傳播作

用法的法律競合等相關議題，至於公共廣播集團與公營廣播電台的主管機關歸屬，以及匯流時代通訊傳播內容之管理

權責與標準等。 

表 5-4：行政院所屬機關與 NCC 之職權待釐清釋義之法律 

修法議題 競合法律 通訊傳播作用法 

組織法 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法 《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第 2 條(主管機關變更) 

第 3 條(NCC 職掌) 

電波政策 

與管理 

《交通部組織法》 

第 6 條(郵電司之職掌) 

《電信法》 

第 48 條(無線電業務之管理) 

《廣播電視法》 

第 4 條(電波頻率之規劃支配) 

第 8 條(電臺之設立與分配) 

廣電政策 

與管理 

《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 

第 7 條(廣播電視事業處之職掌) 

《廣播電視法》 

第 3 條(主管機關) 

第五章獎勵輔導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3 條(主管機關) 

第 53 條(有線電視發展基金) 

《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 3 條(主管機關) 

（公共電視部分

此處省略） 

  

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事業管理 

《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 

《文化觀光部組織法(草案)》 

《廣播電視法》 

第 29 條之 1(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設置) 

資料來源：陳彥龍、熊杰（2008）。〈結束後的開始：NCC 成立歷程與釋憲後的修法議題〉，《廣播與電視》，(28):49。 

在本書其他章節中已經針對頻譜管理與交通部郵電司主管業務重疊部分稍做說明，而從附檔各單位的工作執掌就

可知重疊有多高（註二）。而在數位電視、普及服務等業務上也都提即與其他部會（主要就是交通部與新聞局）業務協

調有些討論，以上所說公共電視、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理一直都是新聞局的業務，與通傳會的「瓜葛」較少，但

是民國一百零一年組織改造後，新聞局視聽業務移至文化部，與通傳會需要協調之處仍會有探討的一些議題。以下就

針對最明顯的主管業務不清不楚的一個案例來加以說明： 

與交通部協調 

前面提過由於通訊傳播委員會是在民國九十五年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而設立，前身為而原來電信局走入歷史，業

務移撥，通傳會九成的員工原都是電信局的同仁，從畢業、考過試，就在電信局工作迄今，多麼熟悉其工作與語言，

第一屆時，為了磨合電信局與新聞局廣電處同仁的文化，大家都很努力，但畢竟電信與傳播的背景差異不少，我在離

開通傳會前，還安排了一百八十小時傳播的課（稱為「職務轉換」），讓電信背景的同仁可以更完整的認識傳播領域的

理論、重大議題、發展軌跡等。 

前面第一章討論匯流、第三章討論到頻譜管理時，就已經針對與交通部協調如頻譜等問題而產生職權不清等現象。

而下面更針對一個個案來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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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TWNIC 的主管機關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務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 NCC，而網際網路位置( IP 位置)及網域名稱( DN)均屬於

通訊資源，係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與網際網路使用者之識別碼，係向從事 IP 位置及 DN 註冊登記業務之財團法人

TWNIC 申請，若 TWNIC 主管機關為其他部會，將使事權無法統一。 

從通傳會的角度，TWNIC 的主管機關當然是通傳會，但是目前其主管機關是為交通部。為確保網際網互位置( IP

位置)及國家碼頂級網域名稱之管理符合公共利益，並維持網際網路穩定運作，前電信總局依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7

項規定授權，及現行國際 IP 位置及網域名稱( DN)系統互連運作模式，訂定「網際網路位置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

督及輔導辦法」。TWNIC 係依該辦法規定，從事 IP 位置及 DN 註冊登記業務之財團法人，同辦法第 3 條規定前述業務

之監督與輔導主管機關為電信總局。而依 NCC 組織法第 2 條規定，自本會成立之日起，電信法涉及本會執掌，其職權

原屬交通部或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通傳會，故 TWNIC 之主管機關應為 NCC。 

但交通部的看法是「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之第九項，「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之編定與修正事項」包括於第一項

「通訊傳播整體資源分配之規劃」屬交通部主政，即無線電頻率分配（allocation）屬於國家整體資源規劃範疇，依通

訊傳播基本法第三條，該表應由交通部主政。至於無線電波頻率之指配及監理事項，則由 NCC 主政。 

通傳會的看法是國內電信網路編碼計畫涉及電信業者通訊之識別，如果由交通部負責該計畫，無法確切瞭解國內

業者營運現況與需求。同時，前電信總局為電信網路編碼計畫主政機關，通傳會會既為通訊傳播業務監理機關，電信

業者使用之電信網路編碼，理應由主管機關負責，方有利整體電信網路號碼分配、使用與管理。交通部繼續以電信網

路編碼係屬國家整體資源規劃範疇，強調編碼計畫應由交通部主政，至於電信網路編碼號碼之核配及監理事項，則由

NCC 主政。 

除了本書前面章節討論到與交通部協調的如頻譜等問題外，其他如數位電視、2G 執照到期等問題，多多少少都與

交通部有許多溝通的議題。劉孔中（2010）批評交通部郵電司的表現時說：「經過行政院分工協調指定由交通部辦理的

通訊業務相當多，然而郵電司人力非常有限，因此我國中、長期無線電頻譜最佳化規劃、電信編碼計畫整體規劃及新

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等重大政策，只有透過招標的方式委外進行研究。」這還算是小一點的問題，更大的問題

是「由於交通部仍然持有市場主導業者中華電信近四成之股份，由交通部規劃通訊之重大政策，難免引起外界「球員

兼裁判」的批評」，這其實在寬頻建設的國家政策上，更是麻煩。在不久的將來，行政院組織改造後的交通部將調整為

「交通及建設部」，職權包括「各類交通政策和產業、營建產業、公共工程基礎建設及技術規範、觀光（包括博奕特區）

等」，徹底與通信無關，郵電司也將裁撤。因此交通部是否適合繼續作為中華電信的持股機關，就值得懷疑，中華電信

又因為「黨政軍條款」在數位匯流時代中，被綁手綁腳，亟需嚴肅加以正視。 

與新聞局協調 

我從回國就參與新聞局各樣的評審、法規制訂、修正，以及承接其委外的案子，加上昔日同學、後來學生，在新

聞局工作的甚多，對其業務相當瞭解。相較於交通部，新聞局屬「文化」，交通部則較屬「技術」，而既然成立通傳會，

要匯流，就應該摒除過去訓練、業務壁壘分明的工作模式，我交接時就表示通傳會應該「既重視左腦，也要同時考慮

右腦，即科技與人文的結合」。然而在實務上，新聞局的「輔導、獎勵」角色，如何與新成立的通傳會「監理」同時存

在，本來問題不大，但執行上畢竟有一些「傳承」的現實面要考慮。而我剛上任就因為建立圖書室（見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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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聞局花了相當時間溝通，最後總算一切順利，而前面章節對如有線廣播電視基金在普及服務方面的分工有所提及，

其他如數位化等面向都有因為「輔導、獎勵」之權責在新聞局而需要協調。 

其實第一屆通傳會與新聞局的溝通問題更大（有興趣請參考如石世豪  ，或是 NCC 網站的不同意見書），那時或

許是剛剛「分家」，或許因為政治因素，氣氛不佳，到了二屆委員會時，合作愈來愈好，這一方面與主管心態有關，另

方面則因為組織再造，新聞局同仁能往前看，就不需要為一些瑣碎事而煩心。但是可以說未來就都沒有問題嗎？輔導、

獎勵的業務將來是由文化部來負責，數位內容與執照授與沒有關係嗎？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平台、營運也都在匯

流時代要一起加以考慮，這在第一章已經有所提及。 

第三節 數位匯流時代的治理挑戰 

Latzer (2009:419)在討論匯流的各種層面時，認為政治能力的統合(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petences)至為重要，本

書從第一章到本章都一再強調在二十一世紀各國對匯流都有相當的規劃，政府治理成為國家競爭力相當重要的一環，

通傳會何其有幸在政府組織再造之際，成為一個新的、獨立的機關，同時本著基本法第一條「落實憲法保障之言論自

由、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

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來為國、為民服務。 

第一屆通傳會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組成，政治氛圍既使不佳，幾位委員經過非常嚴格的提名過程，每位皆是該領

域中專業很受肯定的學者專家，同時在短短兩年半時間中完成通訊傳播法，一些委員離開後並各自出書繼續為通訊傳

播發展留下歷史紀錄，作為獨立機關的開創委員，歷史不會忘掉他們。第二屆委員相對較於第一屆委員，在外在環境

上，條件好多了，但表現上是否盡如人意，歷史自然會打出分數。而行文至此，報載因應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金管會

組織法修正，由「委員會制」改為「首長制」，主委、副主委及委員將由行政院任命，不再像現在由行政院提請總統任

命（中時電子報，100.5.9），國內又少了一個獨立機關。 

美國史丹佛大學勞倫斯．雷西格教授（Lawrence Lessig）曾謂：「獨立性是一種資格、地位，不是單純的主張，而

任何資格、地位的獲取，都需要一段時間的發展與一定客觀條件的配合」(引自月但法學，2006 )，我國從戒嚴中走出，

對政府操控媒体的歷史記憶猶新，同時回顧歷史，「大有為」政府過去對通訊傳播業的管理問題多多，因此人們企盼有

一個如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獨立機關可以理解。成立一個獨立機關不容易，成立之後如何靠自己表現與他人祝福成

長茁壯，大家都在看。只是，通訊傳播是關於思想，更牽涉國家寶貴資源，它不光只是網路或平台這些冷冰冰的硬體

建設，它更與你我每日生活的資訊環境、娛樂不須臾脫離，其承載的內容是一個國家民主與否的重要指標。因此說是

獨立，想要完全與政治分開，根本不可能。 

第一屆通傳會主委蘇永欽（2008）表示：「嚴格而言，我國現在仍處於民主轉型時期，基本上雖已完成了民主化，

但還停留在民主尚須鞏固的階段。和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一樣，我國在政府體制的選擇上，也陷入了政治行動者不斷拉

距、立場隨位置而轉的困境。」他在通傳會兩年半，深刻體會藍綠對峙下獨立機關的困境，第一屆委員多同意「司法

院大法官在 2006 年 7 月 21 日通過的第 613 號解釋，是第一個直接針對獨立行政機關的憲法基礎、組織方式及運作界

線所做的憲法解釋，但製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顯然釋憲者既未掌握憲法相關原則的精髓，更忽略了獨立機關

成長背後的新國家治理理念。」第一屆委員更表示：「比司法者更反動而對 613 號解釋所加限制作了更進一步延伸的是

行政院，文獻上主要表現於解釋後發布的『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運作說明』，獨立機關的決策自主不僅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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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個案範圍，還限縮於無關政策的個案，機關自主更是剝奪殆盡，若真依此運作，獨立機關存在的意義已經不大。」 

第一屆委員會吃足了苦頭，以為到第二屆因著修過法，問題會簡單一些，但衝突的結構因素仍存，若其中的個人

不能同心面對衝突，制度問題加上人的問題，只會造成更多的難處。目前修法的方向是將人衝突的部分減少，但因為

結構衝突的因子仍存，除非就真如一些委員「不同意見書」中所言，乾脆改成行政院下的部會組織，使結構衝突問題

得以解決。學者（林明昕，2010）在談及獨立機關時表示： 

 獨立機關之存在，在憲政秩序中為「例外」，而非原則。至於該例外之所以能存在的目的，主要則在於「行政

之專業性」與「超越政治」。 

 所以，僅有獨立機關存在之「目的」，始能決定該機關在憲法上之正當性。 

 然而，獨立機關縱使取得其存在之正當性，仍不得背離「民主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至於獨立機關之立法、行政及司法監督等，其功能即在於管控該機關之運作有無符合民主國及法治國原則的

要求。 

對通訊傳播產業發展關注的人都會同意，通傳會是我國政治體制下為因應數位匯流而誕生的新機關，既然讓其出

生，理應高高興興的看著、祝福著。目前立法院思考對通傳會組織法予以修正之際，其實更該考慮我國為何需要一個

獨立機關來成就什麼政治治理上的目的？ 

通傳會委員(陳正倉、鍾起惠，2010）表示：「綜觀通傳會組織法攸關委員與正副主委產生方式，可見執政黨與在

野黨對於監理通訊傳播獨立機關的重視，認為通傳會監理傳播通訊媒體，若不建立一個執政黨、在野黨、政治團體及

各種利益團體無法干預與影響的合議制獨立機關，恐無法保障與維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通傳產業資源分配的公正

性，進而可能影響政治利益以及影響民主自由，並損害消費者權利與國家整體利益。因此設立一個可以免受各種政治

干預與影響的獨立機關為全民所關注。」 

本書從第一章數位匯流的規劃開始，都說明政府必須很嚴肅的面對匯流的發生以及管理。而管理機制既由獨立機

關為之，當然就要給予其一定的授權與相對的信任。任何組織理論都會從制度面及人的因素探究其與外在互動，是所

謂的系統理論，而組織中的分權、管理層級、通報流程與效率有關，而人在這中間的角色，一是與授與的職責有關，

其他如工作滿意等，自然就呈現組織表現出來的績效。通傳會成立迄今績效未如大家的期望，就因為組織法中許多模

糊不清的概念，加上這個「實驗」畢竟不能脫離政治，走來非常艱辛。 

第一屆劉宗德副主委簡單說獨立機關的特性，一是專業化，二為去政治化，三是社會多元價值的維護，相信從通

傳會成立迄今，這三點特性應該都是每一位委員念茲在茲的，只是大原則下，紛爭有的來自組織法的意旨不清，加上

部分個人的極度堅持，所有衝突在究竟是人和重要，還是問題解決重要之間搖盪。因為所謂「行政一體」，大法官於解

釋理由書中認為（周志宏，2010）：「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

督，方能促進合作，提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作。」 

各國通訊及傳播主管機關組織型態各異，與傳統部會及(最高)行政首長之間的距離遠近不一，但至少有一點組織建

制上的共通之處：「經營與管理分離」；另一方面則嘗試改造科層文化、儘可能隔離透過政治部門而來的遊說壓力。台

灣自爭取加入 WTO 加速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以來，「經營與管理分離」以確保公平競爭既是已向國際社會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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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諾，也是保證新進業者平等機會的最低限度責任。總之，通訊及傳播主管機關無論匯流與否，確保其組織定位最

低限度的獨立性，係立法者就各種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建制進行制度「實驗」的首要目標。(石世豪，2008:18-19) 

在大法官釋憲文中林子儀大法官有言：「通傳會掌理事項甚廣，屬個案性值的決定外，亦尚有相當廣泛之政策決定

權；而其所做政策決定與其他部會執掌不免有重疊之處，其中亦有屬影響國家整體發展的政策決定」，因此如果獨立機

關太獨立，乃至孤立，或是其他機關不尊重通傳會這新機關的存在以未來發展，其結果時為大家所不樂見。 

王郁琦（2004）幾年前建議我國成立一個獨立的通訊傳播委員會時說的一段話，可為本書之結語：「未來我國『通

訊傳播委員會』最重要的角色乃是研擬和制定我國的資訊、通訊、傳播及三者整合性之政策。不只是保障各事業體於

市場內均得以在公平競爭之基礎上從事經營活動，使不論進入電信市場的先後的次序都能有較為公平合理的競爭基

礎，以積極地維持資訊與通訊服務管理市場的競爭秩序，更應透過政策的領航，維持我國資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同

時藉由產業間的互補與整合，讓我國數位傳播相關產業均能處於世界最尖端的潮流之中。」 

  

註一：台灣為求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遵守世界貿易組織 1996 年「參考文件(Reference Paper)」電信管制機關必須與被管制之

電信業者分離、獨立的要求，而於 2005 年 11 月制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但是該法是在國會多數黨國民黨的主

導下所制定，一方面限制行政院的人事任命權及指揮監督權，另一方面各政黨想確保其推薦人選中至少 1 人能擔任委員

（國民黨 5 人、民進黨 5 人、親民黨 2 人、台聯 1 人），於是規定通傳會委員高達 13 名。在政黨高度動員對立的情況下，

於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注定波折不斷。 

註二：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獨立機關係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此所稱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應係作用法之獨立，尤其於個案運作不受干預。

而獨立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即係其獨立行使職權方式之一，依上述說明該處分自不應受行政院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

是以倘不服獨立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訴願案件仍依一般訴願案件之處理方式，由行政院管轄，即與獨立機關設置意旨不

符。 

註三：在交通部下的「郵電司」，由其「處務章程」中看出郵電司得分科辦事，掌左列事項： 

 一、郵電事業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二、郵電機構之設置及調整之審議事項。 

 三、郵政儲匯業務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四、郵電法規及國際約章之擬議事項。 

 五、郵電重要工程之審核及督導事項。 

 六、郵電資費之審議事項。 

 七、郵電器材標準之會核事項。 

 八、郵電工作標準之會核事項。 

 九、專用電信技術人員與船舶及航空器電信人員執業證書之核發事項。 

 十、公營、民營專用電信與廣播電視工程技術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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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照及督導事項。 

 十一、電信器材進口護照、出口及轉口憑證之核發事項 

 十二、無線電頻率、呼號之指配及干擾之處理事項。 

 十三、非法設置郵電機構及非法傳遞郵件電信之取締事項。 

 十四、國際郵電組織及會議案件之處理事項。 

 十五、郵電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之審核事項。 

 十六、郵電預算、決算及財務案件之會核事項。 

 十七、郵電人事管理及異動案件之會核事項。 

 十八、郵電機構支援軍事通信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十九、其他有關郵、電事項。 

通傳會資源管理處職責 

一、無線電頻率分配之規劃建議、頻率申請之審查及頻率之指配。 

二、電波監測系統之規劃、建設及維運之監督管理。 

三、電信編碼計畫之研訂及其指配之監督管理。 

四、網域名稱及位置之監督管理。 

五、無線電頻率及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訂定、修正之研擬。 

六、通訊傳播資源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 

七、電臺設立數目及地區分配有關頻率之規劃。 

八、專用電信之監督管理。 

九、其他通訊傳播資源監督管理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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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