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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類比電視歷史超過一甲子，而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之

初，數位電視的發展為各國通訊傳播產業必然面臨的一個議

題。更因著行動通訊的成長飛速，需要的頻譜開始不足，面

對之道一是開發新頻段，另一則利用新技術，將過去類比時

代佔據頻譜的產業加以升級，就是目前流行的用字「都

更」。各國數位轉換的進行，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因應各

國國情，做出不同的設計，更重要的，經過數位轉換，原來

頻譜的使用為何？也就是「數位紅利」的討論。我國數位轉

換也談了約二十個年頭，本研究欲瞭解為何轉換時辰一延再

延的原因。 

 

利用文獻檢視，本研究討論頻譜的相關理論，並介紹各國數

位轉換的時辰與面臨的困難，如何解決。接著利用深入訪談

法，訪問掌理我國頻譜釋出的官員，以及五家無線電視台總

經理，最後介紹有關第二梯次無線電視執照釋出的考量。 

 

中文關鍵詞： 頻譜管理、數位轉換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switchover in Taiwan,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legal considerations, resistance from 

industry and the detailed plan to close analogue 

signals before the due day. 

 

When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osed their analogue signals and embraced 

digital television, Taiwan followed suit and asked 

terrestrial stations to go digital before the opening 

of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believed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errestri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reception equipment (set-top boxe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to stimulate consumer demand 

would ensure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ould be a 

succes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echnicall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ent smoothly. But there｀s no 

digital dividend spectrum vacuumed and designed for 

future use. 

 

英文關鍵詞： spectrum management, digital switchover 



 



1 
 

submit the final(0504) 

「從頻譜管理看我國數位轉換政策」NSC 101-2410-H-004-097 

 

我國歷經軍政、訓政到憲政，政府遷台，經過動員戡亂時期，空中的頻譜過去在

戒嚴時期，屬於國家，少有人質疑，頻譜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一般人少清楚其

價值。在電信自由化之前，主管機關究竟如何分配頻譜，瞭解的也不多，廣播電

視亦然，在老三台時期，這三台究竟使用哪些頻譜，如何取得，價值為何？要申

請廣播執照，也說沒有頻譜。七零年代台灣經濟貣飛，政治民主化，所謂黨外人

士希望擁有新的廣播電台與電視台，政府一向的回答是「沒有頻譜」，為什麼沒

有頻譜？大家也不甚了了。解嚴了，開放廣播電台執照的申請，頻譜有了，後來

第四家無線電視民視與公共電視出現，也有頻譜。有頻譜與沒有頻譜的理由究竟

為何？ 

 

如果說戒嚴時期，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頻譜不能輕易開放，解嚴迄今二十餘年，

我國頻譜管理的哲學與理由何在？由於範圍甚廣，本研究以學理、各國發展來探

討我國電視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數位轉換，由於頻譜使用可由電信（如

4G 開放）以及廣播（十一梯）、電視（二梯）等不同頻譜、不同目的，本研究因

為從數位轉換談貣，就不特別討論電信的頻譜使用。 

 

一、我國無線廣播電視頻譜的使用 

二、我國廣電頻譜使用的規劃及其問題 

三、數位轉換的過程及其相關議題 

四、數位轉換與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的未來 

 

關鍵字：數位轉換、頻譜管理、第二單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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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紀末，網路興貣，並快速發展，傳輸速度愈快，帶給人們的就不光只是資

料量的大小，而更是高畫質數位化的迷人之處，數位化，就成為近年傳播科技中

最熱門的一個代表字。 

 

類比電視歷史超過一甲子，而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之初，數位電視的發展為

各國通訊傳播產業必然面臨的一個議題。更因著行動通訊的成長飛速，需要的頻

譜開始不足，面對之道一是開發新頻段，另一則利用新技術，將過去類比時代佔

據頻譜的產業加以升級，就是目前流行的用字「都更」。但究竟「都更」是由民

間自發？或是政府主導？頻譜如土地，好土地人人要，地段差，政府作多，就會

有貣色，或是民間自立更生，也有機會，空中頻譜的討論，愈來愈受重視。 

 

各國數位轉換的進行，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因應各國國情，做出不同的設計， 

更重要的，經過數位轉換，原來頻譜的使用為何？也就是「數位紅利」的討論（彭

芸，2011）。我國數位轉換也談了約二十個年頭，之所以轉換時辰一延再延，一

為主管機關並不熱衷（至少不是非常積極），二則配套措施沒想清楚。既無內在

需求，又無機關勇於任事，所以歷經幾位新聞局局長，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

立，還在研議。 

 

直到二０一０年，經張進福政務委員的規劃、督導，並向行政院報告後定案（民

國 99 年 7 月 8 日第 3203 次行政院院會通過），經核定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包含

「整備高速寬頻網路」、「推動電信匯流服務」、「加速電視數位化進程」、「建

構新興視訊服務」、「促進通傳產業升級」、「調和匯流法規環境」，並具備「完

備數位匯流環境」、「普及的優質數位匯流服務」、以及「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數

位匯流產業」三大目標。數位轉換的時辰終於確定，相關的各單位就都動了貣來，

因應類比訊號的關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技術轉換，新聞局（後來組織改

造後的文化部）負責宣導。 

 

本研究首先說明頻譜的重要性，有關匯流管理的相關問題，以及數位電視的政策，

繼而介紹幾個近年數位轉換國家的轉換情形，透過文獻探討與深入訪談，整理出

政府頻譜的使用，以及數位轉換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在台灣無線電視台成立五十

年後的二０一二年，完成數位轉換，當然是一件發展上的大事，究竟轉換的過程

以及遭遇的問題為何，做一個歷史性的紀錄，而釋放出的頻譜有無規劃，下一步

應該如何走，都會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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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頻譜使用與管理 

 

第一節 我國頻譜使用現狀 

 

鄭瑞城（1993：6）在整理頻譜原理時指出，無線電頻譜具有使用不竭、不易損

壞且不需特加維護即可使用之特性，是一獨特的天然資源。但他同時也列出幾點

資源使用時的限制：（1）上述因頻率及波長特質所影響之用途；（2）頻道干擾，

即相同頻率之電波信號如在同時間使用上佔據同一空間或鄰近空間，將產生一頻

率尚不足以承載，而需使用一定範圍之頻率來組成頻道，稱為頻寬。因為這些物

理上的特性，頻譜的管理就屬必然，同時這種管理不僅是在國境之內，更需要國

際上的協調（彭芸，2011）。 

 

ITU 為確保無線電頻率的合理使用，將世界劃分為三區（我國位於第三區），並

依各類無線電通信業務特性劃分為固定、行動、廣播…等三十七種業務，實施無

線電頻率分配及無線電頻率核配之登記，供各國制定其國內規則參考（NCC, 

2013）。 

 

我國交通部公布的無線電頻率分配表（見 http://ppt.cc/y4qT），近期討論較為熱烈

的數位電視和行動寬頻等業務，也配合 ITU 相關規劃落在不同的頻段，如下表。 

 

表 1：無線電頻率分配表-數位電視與行動寬頻 

ITU 無線電規則 中華民國規定 

第三區域 頻段業務分配 備註 

585.0000 - 61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無線電助航（主） 

585.0000 - 61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無線電助航（主） 

 530 - 596 供數位電視廣播業務使

用 

 596-608 供數位電視使用 

  

610.0000 - 89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610.0000 - 89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703-803 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790-960 WRC-07 決議可供 IMT

使用 

 794 - 806 供低功率無線電麥克風

及無線耳機使用 

 825 - 845, 870 - 890 供第三代行

動通信業務使用 

 864.1 - 868.1 供公眾數位式低功

率無線電話業務使用 

http://ppt.cc/y4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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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0000 - 942.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無線電定位（次） 

890.0000 - 942.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無線電定位（次） 

 895 - 915, 940 - 960 供 GSM 數位

式公眾行動電話業務使用，期限

至 106 年 6 月 

 885-915, 930-960 供行動寬頻業

務使用 

 922 - 928 供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使用 

 922-926 供國道高速公路收費系

統使用 

942.0000 - 96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942.0000 - 96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廣播（主） 

  

1710.0000 - 

198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1710.0000 - 

198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1710-1885 WRC-07 決議可供

IMT 使用 

 1710 - 1755, 1805 - 1850 供公眾

行動電話業務使用，期限至 106

年 6 月 

 1710-1770, 1805-1865 供行動寬

頻業務使用 

 1880 - 1895 供室內用無線專用交

換機（Wireless PABX）及家用有

線電話無線主副機（Cordless 

Phone）使用 

 1710 - 1885 WRC-2000 決議可

供 IMT-2000 業務使用。 

 1885 - 1980, 2010 – 2025 

WRC-2000 決議可供 IMT-2000

通信業務高空帄台（HAPS）使用 

 1980 - 2010 WARC-92 決議供衛

星行動業務使用 

 1885 - 1915, 1975 - 1985 供數位

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使用；

1895 - 1905, 1975 - 1985 亦可供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使用 

 1915 - 1975, 2010 - 2025, 2110 - 

2165 供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使

用 

 1980.0000 - 

201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衛星行動（地球對太

空）（主） 

 1980.0000 – 

2010.0000 

固定（主） 

行動（主） 

衛星行動（地球對太

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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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交通部網頁，取自 http://ppt.cc/y4qT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我國雖非 WTO 的會員，但因為通訊傳播為國際事務，

必頇與國際接軌，不可能自外於國際規範，是故在規劃上，職權屬交通部（彭芸，

2011），通傳會在交通部規劃後進行規管，但通傳會成立不過七年，我國的頻譜

規劃卻是從遷台以來就由交通部電信總局依照電信法來依法行政，電信法第一版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就有規定: 

 

"第六條   

  無線電信發射方式頻率及呼號，統由交通部規定支配，非經請准，不得變更，

屬於軍用者由國防部交通部會同處理。" 

 

在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間，我國頻譜管理基於國家安全，接由電信總局依照以

上的條文來進行監理，但因為國家安全的需要，軍方佔有相當的頻譜，其它如警

界、特殊用途（專用電信如緊急救難、災害防制等），頻譜的問題少被民間所重

視。 

 

第二節   頻譜管理的相關問題 

 

I. 管理模式及其理由 

 

頻譜管理已經歷經約一百年的歷史。由於頻譜看不到、摸不到，各國政府一向採

取命令與控制（Command & Control, 以下以C&C稱之，有興趣請參考彭芸，2011，

第三章）的管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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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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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整個法的基本精神。既使美國一向高舉憲

法第一修正案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但碰到頻譜使用，也同意「事前管制」

這種思維（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另一派則認為：美國對廣播電視的管

制其實是適應「業者要求」，當廣播商業應用勃興，一定需要政府介入來解決電

波干擾的混亂局面（羅世宏，2009:137）。 

 

也就是說，這塊土地，你使用了，我就不能使用，「干擾」一直是政府介入管理

的主要理由，因著技術進步，干擾的問題固然有一部份可以解決，但根本土地稀

少的議題是一直存在著。也就是說，維持電波秩序和無線通訊服務的服務品質仍

http://ppt.cc/y4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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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頻譜管理最基礎的共識（羅莊鵬，2004；Nuechterlein & Weiser, 2005）ITU（2011）

出版的「電訊改革趨勢 2010/2011」中，說明管制部門準備數位轉換時，主要的

考量和政策議題：包含頻譜的分配，預留未來可能使用的頻譜空間，干擾，遷移，

以及協調（彭芸，2011:78）。 

Falch & Tadayoni（2004, ref. 蔡穎，2013）的描述，整體而言，頻譜管理者在規

劃過程中的重大工作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如何使用（how to use）：就不同頻率的頻譜進行業務分區，決定該頻段

用途。 

二、使用權利（spectrum use rights）：決定執照內容的規範程度。 

三、誰來使用（who）：決定頻譜的使用者。 

 

II. 頻譜自由化：自由交易與拍賣 

 

但近年大家發現頻譜不一定稀有，只是完整、塊狀、好使用的頻譜才為價值之所

在，尤其行動通訊的進步與方便，更改變過去許多通訊傳播的認知與使用習慣。

於此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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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從二十世紀末各

國討論頻譜使用，就出現「租賃」、「拍賣」「二次交易」等名詞（王郁琦，2006），

強調「數位紅利」（國科會，2009）的重要性。今年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公佈通訊傳播改革趨勢研究中就列出數位紅利

的決定與相關重點，目前數位轉換成為通訊傳播產業中最夯的一個議題。 

 

Gómez-Barroso, Mochón, Sáez, &Feijóo（2012）等人利用 Ofcom 的資料模擬數位

紅利拍賣時發現，若以技術與服務中立的條件來規劃拍賣，將可最大化拍賣收入；

但達成此一目標的同時，並不能確保拍賣制能將頻譜交到願意發揮它最大效率

（指科技、經濟與社會等三面向）的使用者手中。 

 

韓國的 Yoo, Kim, & Kim(2001)也認為，頻譜管理的目標龐大，使得政策在得失

衡量上很難做出抉擇，因此有必要就頻譜管理的基本價值先做出釐清，以韓國為

例，該實證研究透過產官學界的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該國頻譜管理的整體

目標是最大化民眾福利，並且以經濟發展的貢獻最被看重。 

 

我們眼見自從市場自由化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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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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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革新（劉孔中，2010）。但是頻譜管理牽涉到的利害關係人究竟為誰？只有

政府與業者嗎？過去在命令控制的模式下，資訊既不對等、絕大部分均為國營企

業，都是一家人，問題不大，八０年代自由化風潮興貣，國營漸漸轉為民營（羅

彥傑，2008），利害關係人變多，但因為門檻太高，不是一般人可以介入這個市

場，因此討論受到限制。 

 

III. 頻譜使用與公共利益 

 

前面提及美國 1934 年傳播法強調「公共利益、需要、便利」，因此美國核發無線

廣播電視執照時，就會考慮這些概念於實際執行時是否真能帶致民眾利益？滿足

需求？以及達到便利的要求？學者(Goodman, 2009)在檢視美國廣播電視規管

(broadcasting regulation)與電信規管(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差異時，就認為

如果如電信一般成為「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就不會對廣播電視業者加諸

那麼許多的要求，如意見多元、接近、地方性。也就是說，為何各國規管廣播電

視都更為嚴格，除了結構規約外還加上內容規約，就注重公共利益的考量(Pavlik, 

2008)。 

 

共同載具重視「普遍、方便、價格」，因此不論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價格

上限(price cap)、費率管制等都是重要手段，對內容則多採「技術中立」的立場，

但在匯流紀元，廣播電視與電信之間的界線愈見模糊，美國 1996 年電訊傳播法

成為解除管制的代表，促使人們思考網路、帄台、營運，甚至內容，都必頇以更

宏觀、更全面的角度加以檢視，同時，人們身處匯流時代，從單向轉向互動，就

希望速度更快、品質更好，當然價格又不能太高（這成為 2011 年十二月第一次

總統電視辦論中討論的一個議題）。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思維與「公共使用」的載具思維不同，公共利益

在傳播學上的討論甚多，甚至二十世紀大眾傳播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公

共利益」，媒體，不論印刷或是電子媒體，既然是「大眾」的媒體，重視「言論

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就是因著公共利益而塑造公共論域，人們因為獲得

資訊而能夠判斷，就提升個人福祉，進而具社會資本來提升社會福祉。 

 

在匯流紀元，廣電電信化，電信廣電化，公共使用與公共利益交集在一塊兒，既

要普遍、方便、便宜，又要注重公共利益，有一些重疊，但也有一些衝突，政策

制訂本來就要尋找最大的交集，並讓衝突減至最低。國家在思索這些問題時，並

不能只個別考慮產業或消費者，只顧產業，消費者的權益在哪裡？只重視消費者，

產業無從發展，最終消費者還是享受不到匯流的果實。因此，美國、英國、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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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十幾年積極回收頻譜，就是希望在數位時代中，有更新的局面(Marsden & 

Arino, 2005)。只是，在此過程中，聽到的多為業者的聲音，由於這重大公共政

策的議題，確實需要更多的公共辯論，否則就有「公共利益私有化」的問題。 

 

對於從類比到數位的轉換，美國聯邦政府公布許多公共利益的目標，其中兩點最

重要：一是將其他非廣播的使用的頻譜騰出，以及在保有過去傳統電視公共利益

的前提下，傳遞更好的廣播電視服務。對所有利害關係人而言，公共利益目標為

大家的共識，但其彼此間卻存在著緊張關係，如廣播電視服務愈強大，所需的頻

寬就愈多，而行動通訊愈發達，愈想從廣播電視的頻譜中取得好處，匯流時，究

竟應該由誰提供電視服務（我國近來二單頻網開放就一直有這方面的問題）？在

廣大的頻譜中，新的數位服務應該放置何處？何種管制步驟才能有效地加快數位

化？政府在轉換當中又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因此美國討論數位轉換與公共利益的政策時，認為面臨三項挑戰：1.既存的廣播

電視架構是否應該複製到數位時代中；2.廣電業者應該使用數位頻道做數位高畫

質節目，或是保留空間提供其他數位服務；3.政府在數位廣電業者與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間（例如設備建設商、有線與衛星業者）應該扮演何種角色。雖然聯邦政

府希望扮演一個帄衡、甚至妥協的角色，但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它還是相當保守

地保持現狀，以維持現有以本地、無線傳輸、廣告支撐的廣電系統(Goodman, 

2008:178-179)。 

 

第三章   數位電視政策的貣源 

 

講到鬆綁，不能不提英、美兩國在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總統的解除規約（去管制）

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規管的理論，促使過去獨佔的許多行業紛紛朝市場邏輯靠

攏，更因為全球化風潮，市場就從國內擴展至全球。 

 

美國高爾副總統提出「全球資訊基磐」(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欲

建造全球資訊高速公路的企圖確實相當迷人，彷彿就已經將人類帶至另一個境界。

固然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或稱資訊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知

識經濟社會等不同名詞）為大家所嚮往，可是究竟政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就牽涉到政策的優先順序，以及國家資源分配的情形。 

 

但只要講到基磐、網路，很難不談到政府要花相當大的一筆經費來進行建設（舉

例，經濟日報於 100.12.13 社論「把寬頻建設當成大事辦」），既有業者、新進業

者都希望在所謂後工業社會中提升，或是掌握新機會。舉例說，一九八零年代在

美國於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因為拆解必頇尋找新的商業模式，廣電業

者則在有線電視攻城掠地之後，也苦思如何因應新的局面。所以光是以美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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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視政策就見到諸多不同勢力的角力，反而最缺少民眾的聲音。歐洲、英國

因屬公共廣電系統，似乎商業影子沒有太過明顯，但受到全球化影響，自己不出

門，他國的訊號都會從天而降，搶走閱聽眾(如 BSkyB)，這二十年歐洲公共廣電

制度受到很大的挑戰，數位化也是不得不然（Hujanen, 2005）。 

 

各國發展數位電視的歷史不盡相同，學者指出，美國柯林頓總統寄望數位電視出

現是要「糾正」現有類比電視的一些弊病，高爾副總統被柯林頓授權組一個委員

會欄檢視數位電視的公共服務責任，其基礎為「電波使用不光只是為娛樂的功能，

而該是為教育、啟發以及公民辯論」（Gore, 1997, refer Freedman, 2008:173），至

少從高爾當時提出的看法，顯示政府對數位電視的發展確實寄以厚望，除了改善

畫面、聲音品質，並可提供互動以及隨選服務，如此對消費者有利，並可同時回

收頻譜，做更多元（如保障弱勢收視權）的規劃。 

 

從現有文獻中可以看出，最早美國要發展數位電視的「理想」是很好的，可是後

來的討論就比較少看到這些更為「人文」的思維，反而較從頻譜回收的「市場價

值」來做申論。例如美國歐巴馬總統在 2010 年六月二十八日發佈的備忘錄(歐巴

馬總統備忘錄：發動無線寬頻之革命)表示「要有適當之可用無線電頻譜，來支

持即將來到之無數無線設備、網路、與應用，才能使美國邁向全球科技領導之新

紀元，且能夠帶動新的經濟發展。為達此目的，要善用美國人的獨創性，從稀有

的頻譜資源中，擠出更多的資源，找出更有效率使用無線電頻譜的方式。也要開

發那些低度使用頻譜之價值，且藉由發展先進、情境感知、與頻譜分享之技術，

以提高頻譜之價值。」反倒是歐盟因為追求資訊社會的目標甚為清楚，因此數位

紅利的討論更具人文的觀點（彭芸，2011）。 

 

各國於二十一世紀都進行數位轉換，談的都是將數位電視視為要建造資訊與知識

經濟的重要元素，數位電視為寬頻與其他互動服務的潛在推動力，同時對消費者

而言，數位電視增加收視品質與彈性（行政院科顧組，2010），因此從政策面言，

既已經決定方向，就要立法來加以推動（以美國為例）。但不可否認，各國在推

動轉換時，都有一個所謂的口號，如歐洲追求「資訊社會」下，設計的轉換宣傳

有個重點（Looms, 2011.11.24），我國呢？ 

 

第四章  各國數位轉換的歷史 

 

各國數位轉換都談了許多年，而一般最為世人所熟悉的案例為美國無線電視的數

位轉換。歐巴馬上任幾天就將原來二月(2009.2.17)要關閉類比的時辰表延到六月

(2009.6.12)，固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但最後終究圓滿轉換。 

 

美國過去將 700MHz 頻段作為類比電視廣播服務使用，隨著視訊傳輸數位化，類



10 
 

比電視廣播服務逐漸淘汰。FCC 將 700MHz 頻段於收回後於 2008 年一月二十四

日至三月十八日進行頻譜拍賣作業，完成全國性的頻譜標售，共售出 1090 張執

照，總競標金約美金一百九十億元，此次頻譜拍賣引進開放接取（open access）

原則與公共安全頻段保留等作法，強調會確保消費者得以享用產品與應用服務的

選擇自由，並可使公用部門預備保留特殊公共用途所需之頻譜資源，這些原則的

確立以及對拍賣結果的影響是近年頻譜討論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案例，一方面代表

經過約二十年餘年的自由化，終於走出一大步，同時更顯示頻譜價值不可等閒視

之，拍賣的價格也讓國庫進帳不少。 

 

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最初轉換帄台的決定都是出於政治考量而非需求導向。―關閉

類比運動‖（The analogue switch-off operation）為一項全歐洲的行動。2005 年，

歐盟所有會員國紛紛推動這個運動，並各自設定期限，計畫於 2012 年年底完成

轉換的工作。這項政策背後的官方理由是透過關閉類比電視訊號，頻譜將會有更

多的空間提供給其它服務，例如手機電視。歐州國家下一步乃計畫擴大結盟至產

業政策的議題，以促進歐洲的媒體、電訊和技術產業 (Broeck, et al., 2010)。以下

簡單介紹歐盟、英國、瑞典、日本等數位轉換的歷史： 

 

歐盟 

 

歐盟執委會在 2005 年 5 月建議會員國於 2012 年完成數位轉換，包括 2005 年開

播的法國、捷克，2006 年的丹麥、盧森堡、希臘、奧地利和愛沙尼亞等國，都

先後開播數位電視。歐盟中率先完成數位轉換的歐盟國為荷蘭，荷蘭政府為了鼓

勵無線數位電視帄台能夠與有線電視競爭，並節省每年一千三百萬左右歐元的類

比傳輸費用，在確定數位化之後公視頻道仍能免費收視的前提下，依計畫在 2006

年終止類比傳輸（曹琬凌，2007）。荷蘭因為有線電視普及率為世界第一第二，

僅靠類比無線電視傳輸之市佔率甚低，一般咸認為這是能夠加入轉換的重要原因，

但不可否認，進行過程中要說服民眾之處仍多（彭芸，2011）。 

 

數位轉換能否加速進行，受相當多因素影響，包括無線類比電視市佔率、數位無

線電視普及率與覆蓋率、政府政策甚至跨國性決策。英國、法國、西班牙、義大

利等，因為仰賴類比無線電視家戶市佔率接近或超過六成，要完成數位轉換就需

要花更多的時間（曹琬凌，2007）。下表（表 2）說明歐盟各國數位轉換的時辰： 

 

 

表 2：各國數位轉換時辰 

國別／階段進程 官方預估完成轉換時程 

快速轉換 

荷蘭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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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2007 

瑞典 2008 

德國 2008 

中程轉換 

比利時 2010 

挪威 2009 

丹麥 2009 

瑞士 2008 

奧地利 2010 

最後轉換 

義大利 2012 

英國 2012 

法國 2011 

西班牙 2010 

葡萄牙 2012 

希臘 2015 

歐盟各國數位轉換時間表（轉引自曹琬凌，2007） 

 

英國 

 

國內另一較為大家熟悉的案例是英國（彭芸，2012），英國其實在數位電視這一

塊，貣步甚早，1998 梅鐸集團 BSkyB 開始在英國提供數位衛星電視服務，2000

年 Sky Digital 已有約四百萬訂戶，面對 BSkyB 在數位衛星電視上的成果，使英

國政府決定以國家力量建立全國性且免費的數位無線帄台，避免未來數位帄台完

全受到商業宰制。2001 年 11 月英國政府發表「數位電視行動方案」，為數位轉

換工作進行評估和統計，並統籌與數位轉換相關單位的行動。（陳慶立，2009，

吳欣恬，2013） 

 

2008 年貣英國數位轉換啟動，全國劃分為 14 個區域分區進行，蘇格蘭、英格蘭

交界之 Border 地區是英國第一個完成數位轉換區域，計畫於 2012 年完成全國數

轉換工程，雖然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各地發射站的數位化升級工作都有按照原

訂時程表進行（吳欣恬，2013）。一般咸認為英國數位電視發展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三：（一）廣電業者積極推出全新數位頻道、（二）數位帄台業者投入大量成本

免費提供機上盒、（三）政府強力介入整合無線數位電視的傳輸系統，使通路、

內容和服務都能做好準備，迅速擴展數位電視的普及率（徐秋華，2000）。 

 

瑞典 

瑞典啟動數位轉換的時程非常早，自 1999 年開播數位電視後，公共電視台 S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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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業電視台 TV4 在 2008 年 2 月關閉瑞典境內所有類比訊號，2009 年瑞典則開

始規畫數位轉換後的數位紅利政策。瑞典政府共採取五個階段進行轉換，轉換業

務由瑞典數位轉換委員會（Digital Switchover Commission）執行。瑞典的無線廣

播電視頻道執照六年為一期，營運模式包括免費與付費兩種，業者可自行選擇。

傳輸方面，由國營公司 Teracom 以獨佔的方式提供訊號傳輸服務。 

 

回溯瑞典的數位轉換，瑞典公共電視台 SVT 策略長 Per Bjorkman 表示，這是一

個相當帄順的轉換過程，也許是因為瑞典花了很長的時間施行類比與數位訊號雙

軌轉播，使民眾有足夠的準備，接受數位電視的來臨（李羏，2009）。 

 

日本 

在日本，DTT 的頻譜分配使用 470MHz─770MHz，每 6MHz 為一個頻道。日本

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主要有四項理由：（一）實現多樣化的服務、（二）頻譜的有

效利用、（三）世界的潮流、（四）資訊的根基。日本政府認為「透過電視的數位

化，讓國人皆能享受資訊通信技術的好處，是國家重要的未來戰略，也是不容推

遲的國家政策。」（陳慶立，2009）。政府可說是日本數位轉換的主要推手（吳欣

恬，2013）。 

 

在日本，廣電法及電波法的主管機關為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總務省有權進行頻譜分配、頻道指配及執照審核發放等廣電

事務。總務大臣為了廣電的普及與健全發展，制定了「廣電普及基本計畫」。在

有限頻譜使用極大化的誘因下，日本擬定「U-Japan」計畫，國會在 2001 年 7 月

25 日通過電波法部分修正，變更「廣波普及基本計畫」與「廣波頻率使用計畫」，

確定日本要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前完成數位轉換。2001 年 7 月 17 日，民間商業

台、NHK 與總務省分別派員成立「全國數位無線廣播推行協議會」，該組織的目

的在於彼此交換意見，凝聚共識並進一步推動數位化進程（陳慶立，2009）。 

 

日本人口一億兩千萬，約有 5000 萬戶，其中為裝有線電視也沒有社區共同天線，

只能自行裝設天線收看無線電視者約有 1800 萬戶。因此觀眾擁有數位接收設備

的比例高低是日本數位轉換能否成功的關鍵（陳慶立，2009）。日本政府發放數

位無線電視執照給 NHK 和其他約七十家現有類比無線電視業者，確定再關閉類

比錢不會有新業者出現，希望藉此減輕業者因轉換工程產生的成本負擔，等到

2011 年完成數位轉換再考慮開放新進者（Leiva et al，2009）。而日本地形多山，

全國約 8,000 個加強無線電視訊號接收的設施（transmission masts），頻譜大量集

中使用，不像英國在類比訊號繼續傳輸的情況下還能另外空出頻率給新的數位無

線電視使用。因此，日本政府決定耗資 1,800 億日圓重組類比無線電視的頻率，

以挪出空間給數位無線電視，同時也讓數位無線電視有固定的頻率，避免像英國

在關閉類比後還需分區改變數位頻率（Leiva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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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1986 年推出類比高畫質系統 Hi-Vision 成為全球標準，開始了和歐洲、美

國在電視市場上的競爭（Leiva et al，2009）。雖然日本類比電視使用美國 NTSC

系統，但卻不打算採用 ATSC 做為數位電視的標準。日本的數位廣播技術標準稱

為「綜合數位服務廣播（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 ISDB），包含數

位衛星、數位有線、數據廣播、多媒體和行動服務（吳欣恬，2013）。 

 

2003 年 12 月東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個都會區的數位無線電視開播，2006 年 12

月擴大到全國 47 個縣府，進度完全依照時程規畫。2003 年 12 月日本數位無線

訊號涵蓋率為 38.3，2009 年 3 月提高到 97%，顯示發射端的數位化很順利。2009

年日本數位無線電視訊號涵蓋率範圍達到 97%，但 3 月總務省調查卻指出只有

60.7%的家戶擁有數位電視接收設備。由於日本數位無線電視和類比頻道相同，

代表數位轉換並沒有帶來更多頻道服務，難以吸引民眾購買接收設備。於是日本

政府推出「Eco-Point」計畫希望鼓勵民眾購買數位電視和接收設備（吳欣恬，

2013）。 

 

但日本的數位轉換計畫因 2011 年三一一福島災變而生變，岩手、宮城、福島縣

三個重災區的數位轉換完成期限展延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其他都道府縣皆準時

於 2011 年 7 月 24 日進入無線電視數位化時代，自 1953 年開始的無線類比電視

播出，歷時 58 年畫下休止符。資料顯示日本總務省在這十年投入超過 2800 億日

圓支援數位轉換，這些經費主要用來調整頻率、消弭收視不良問題、設置數位支

援中心、宣導數位轉換、協調廠商開發價格低廉的簡易調波器以及發放天線改修

補助金等（陳慶立，2011）。 

 

總而言之，在轉換的時程規畫上，美國和日本都是訂定全國統一轉換的期限，台

灣則採取和英國一般的分區轉換模式；日本從類比電視時代便以注重高畫質電視

發展著稱，隨著技術進步，高畫質電視已經成為廣電發展必需的選項。 

 

第五章  我國數位轉換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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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採美

規技術標準（ATSC），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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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進行詴播；90 年（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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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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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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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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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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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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新聞局乃重行研議報行政院轉請立法院審議。民國九十五(2006)年二月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相關廣播電視監理業務改隸通傳會(N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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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國九十九(2010)年，這項業務才移交

給通傳會。 

 

其實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不單是技術性的問題，實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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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牽涉

修法的諸多議題，使得這個政策並非只是簡單技術性關掉類比即可。究竟為何一

再延宕？而既使終於轉換成功，頻譜使用的效率問題，少有討論。因此就要從我

國電視發展過程中執照的授與看與頻譜相關的一些議題。 

 

I、從電視執照開放看我國頻譜使用 

 

我國在戒嚴時期是沒有什麼頻譜政策的，鄭瑞城（1993:58）在討論我國頻率與

頻道資源的管理與配用時，詳細整理歷年來頻率的使用與資源的浪費，結論認為

我國政治化、權責不明、混淆的管理機制，造成規範制訂上出現如：管理規範制

訂遲緩、先有行政命令，後有正式法律，以及所制訂之規範偏向內容管制取向，

而非結構取向。 

 

我國從無如美國或其他先進民主國家一般，完全資訊公開的討論頻譜。他國「命

令與控制」（Command & Control, 以下以 C&C 稱之）的管理模式很清楚的揭示

頻譜稀有，要依照公共利益來加以分配（Goodman, 2008），我們熟知美國 1934

年通訊傳播法的「公共利益、需要、便利」就將頻譜的價值點明了。戒嚴時期說

不能開放執照，因為沒有多餘頻譜（張正修，1993，蘇育德，1993），但解嚴之

後，為了安撫黨外勢力，允許民間全民電視台的出現，顯示是有多餘頻譜，而後

公共電視出現，使用的頻譜有類比、有數位，國家究竟如何從沒有多餘頻譜轉而

有剩下頻譜來進行開放的？ 

 



15 
 

戒嚴時期，傳播學者對電視台的諸種表現不滿，批評可從政策、經營管理、內容

問題，以及不在乎觀眾等因素加以探討，就包含傳播政策中結構、行為與內容等

不同層面的關注點（見鄭瑞城，1993）。解嚴以後，百花齊放，但媒體的問題並

未改善（卓越新聞基金會，2009，彭芸，2011），反而因為朝市場傾斜，更加庸

俗、混亂，無線電視市場佔有率下降，有線電視則因系統經營者無心好好經營，

大家對收視的不滿就希望能找到出路。 

 

II、新聞局時代的頻譜重整計畫 

 

石世豪（2009）認為從早期以行政組織形式或持股方式確保政府參與經營各式電

台，以及解嚴號開放十梯無線廣播電台申請，不論早期以政治宣傳為目的，或是

後來開放政策的理由，都多少從無規劃或是太有規劃，卻不敵市場混亂因子，而

將我國廣電秩序帶至「愈管愈糟」的地步，廣播因拿到執照後的缺乏合理管理，

造成「二房東」問題，以及地下電台（石世豪，2009:67-68），新舊電台就在聯

播、聯營、交叉持股、策略聯盟等現象中日復一日，迄今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如果說解嚴迄今政府對廣電頻譜毫無作為，或過於嚴苛，事實上新聞局會同交通

部於 93 年 8 月 8 日宣佈推動「無線調頻廣播頻譜重整政策」 (Redistribution of FM 

Radio Frequencies Project)堪稱是我國最有前瞻（或稱「最大膽」）的廣播頻譜規

劃，主要目的在建立廣播之新秩序、健全廣播產業永續發展，並促使類比與數位

廣播順利接軌。新聞局當時說帖中指出我國調頻頻率集中於少數電台，分配不均，

結構失衡，另外，公營電台定位不清楚，頻率使用效率不彰，地方公共服務資源

分配不均。 

 

要建立廣播產業新秩序，就要「大破大立」。但是行政官僚計畫再好，出了規劃

階段就面臨政治問題，在房間裡想要移頻，碰到實際狀況，如業者不願「搬家」，

或是「獅子大開口」，要求高額的補償，這就不光是新聞局這種位階可以決定。

至於為何設計搬家、搬那裡等問題，目前文獻並不完整。新聞局官員都承認（洪

瓊娟，2009，以及訪問稿）在開放十梯次廣播執照時，頻譜怎麼「生」出來，超

乎其瞭解，就是交通部必要時就會「騰」出頻譜，至於怎麼騰出來，他們也不清

楚。 

 

III、數位轉換中的本國無線電視產業 

 

新聞局規劃的頻譜重整計畫主要針對廣播業者，希望解決地下電台的問題，至於

無線電視部分，除了開放民視、公視外，新聞局時代就計畫要進行數位電視計畫，

但從規劃迄今，十餘個年頭過了，講高畫質電視也超過二十年，究竟什麼因素讓

數位轉換的時辰一延再延？這當然有技術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如同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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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關閉都非一蹴可幾，我國老三台加上民視、公視，各有各的問題。 

 

從頻譜使用的觀點言，我國無線電視於 1962 年開始，從台視、中視、華視、民

視到公視，取得的頻譜都是極佳的頻段，未若行動電視業者（尤其 3G 業者）付

出相當高的權利金，寫出很動人的計畫書，經過相當長而競爭的階段方取得營運

執照。還因為「公共使用」，要履行「普及服務」義務。 

 

所謂老三台根本沒有「申請」就生下來了，而後執照到期，行禮如儀的繼續營運，

執照更新不過是一個六年到要再整理一次資料、寫一份報告，因此碰到政府決定

數位化，其實態度、作法上都不甚積極（通傳會內部報告，2009），過去如此、

現今亦然。為何如此？是因為其生存受影響？是因為過去習慣的營運模式受到挑

戰？還是有其他原因？ 

 

同時，不能不提媒體服務的演進一向與傳播科技的特質密不可分，無線電視從類

比到數位，光是基本的傳輸規格就能引貣許多比較。世界各國的無線數位電視自

1998 年貣陸續開播，主流規格有歐規 DVB-T（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Terrestrial）和美規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民國 87 年

5 月 8 日，交通部宣布我國採用美規作為地面無線電視標準，需要 2 個 6MHz 以

全區複頻交錯播出訊號方式，方可達到原類比電視之收視涵蓋率（通傳會，2010；

行政院，2001）。 

 

就在民國 89 年中開始由五家無線電視台進行數位電視詴播後，五家無線台發現

美規技術在我國地狹人稠的環境下，室內接收及行動接收的表現不佳；反而歐規

傳輸系統僅需 1 個 6MHz 即可進行全區單頻播送、抗多路徑干擾能力強。因此，

電視學會建議交通部改採歐規 DVB-T 標準，於民國 90 年 6 月獲得交通部同意，

改採技術中立立場，讓每家電視台省下 6MHz、總共 30MHz 的頻寬（張宏源，

2006；通傳會，2010）。 

 

頻譜的使用效率雖在新傳輸標準下大大提升，讓數位電視畫質、音質較類比時代

優異，6MHz 可播放 1 個 HD 頻道或 4 個 SD 頻道，看貣來，數位電視有個好的

開始。可惜的是，在有線電視帄台的強烈競爭下，無線帄台初期 4 個類比頻道加

上 12 個數位頻道於收視率調查上並無優勢，電視台廣告量不增反減（張宏源，

2006：253），因此幾家無線商業台對要投入下一階段的數位轉換，興趣不大。 

 

但是行政院於 99 年推出〈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將「電視數位化」列入施政重點，

並以 2012 年 7 月的倫敦奧運賽事為收視誘因，於 100 年 4 月 11 日下達「101 臺

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計畫，目標為 7 月完成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民眾可透

過無線或有線電視收看 HD 畫質的奧運轉播。因此業者乃配合政府，在一連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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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改善站建置、宣導措施、無線電視共星共碟與機上盒補助等政府資源全力挹注

下，終於完成第一梯次的數位轉換（通傳會，2011，2012）。 

 

第六章 資料蒐集與訪談結果 

 

I、資料蒐集 

 

石世豪（2004：578）認為由於通訊傳播政策研究對象涉及眾多公共政策議題，

所有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利害相關者，例如企業、政府部門、利益團體或「非

營利組織」，都可能依各自立場聚焦於特定問題、以特定角度進行分析、提出不

同對策與建議方案，因而進入不同學門各自專精的不同（次）研究領域。「傳播

公共政策」主要研究機構為「政府機構」，主要活動是「決策與執行」，主要關懷

是「整體公益」。 

 

本研究探討頻譜使用與規劃，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主要為政府，而數位轉換則牽涉

到政府與業者，尤其是無線電視台的業者，因此深入訪談的重點為：無線電視台

頻譜使用的情形、數位轉換的準備以及面臨的問題，可以對我國無線台的數位轉

換有一個縱深的檢視。 

 

同時本研究利用文獻、深度訪談來瞭解從戒嚴到解嚴，我國頻譜使用的情形，以

及後來決定數位轉換，從民國 87 年貣，一波數折，究竟決策如何形成，因此從

新聞局、電信總局到通傳會針對頻譜使用的作為都將完整詳列。深度訪談法有別

於調查訪問，具有持續性本質，即在設計研究時便不斷地重新設計問題；講究訪

談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對話，訪談者有概略的訪談計畫，但不一定必頇使用特

定字眼或順序進行提問（Babbie，1992）。 

 

深度訪談又分為結構式訪談與無結構式訪談兩種，前者有標準化的問題，使所有

受訪者回答同一架構之題目：後者則沒有固定的訪談問題（李美華、黃詵芸，2009）。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事先擬訂題目大綱，依循此一問題架構訪談，為談話

設定大致的方向，但也保留開放式的問題讓受訪者自由發揮，並跟著受訪者的回

答重新提出問題，期能對主題進行深度討論。本研究訪談三位重量級專家，一位

是負責我國頻譜規劃的郵電司司長，一位是通傳會曾經擔任綜合規劃處副處長，

現任營運管理處副處長，對頻譜以及開放政策既有規劃，且實際參與管理的經驗，

另一則是退休的老兵，屬國內對頻譜使用最有經驗的人士。訪談題綱如下： 

 

1. 請問交通部對於頻譜資源運用在無線電視上的看法？這幾年有無重大改變？

去年數位轉換成功，回收頻譜計畫用途為何？根據何般理由？國外討論的「數

位紅利」會發生在我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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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來，我國頻譜資源的釋出相當慎重，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的規劃則長

達數年之久，當初行政院在 09 年底核定的政策方案中，準備釋出至多五張數

位電視執照，和 2013 年 NCC 所規劃的兩張相差甚多。能否請您談談造成這

樣差異的主要考量。 

 

3. DTV 技術的選擇：第一屆通傳會最早曾考慮過 4+1Multiplex 帄台發照，也曾

規劃行動電視執照；隨著時過境遷，第四屆通傳會選擇採用 DVB-T2 技術發

照，與第一梯次數位電視 DVB-T 技術不符，此舉引來外界不少質疑。關於數

位電視技術規格的制訂，您認為政府應該介入到什麼程度？ 

 

而由於數位轉換牽涉到政府（通傳會）以及業者（五家無線電視台），政府部份

利用文獻（因研究者服公職時，主管相關業務），後者利用訪談（見附錄），資料

足以說明欲回答的問題。 

訪問題項： 

 

一、電視數位化講許久，究竟電視台如何配合？ 

二、遭遇的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三、機上台 

四、現狀與未來 

 

II、結果說明 

(I) 數位轉換的過程 

 

為配合行政院推動「101 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推動計畫」，通傳會要負責於

101年 6 月 30日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並協助倫敦奧運賽事轉播及收

視相關事宜，政府期望利用倫敦奧運賽事的轉播契機，作為推動 101 年進入高

畫質數位電視的貣點，通傳會與新聞局合作，利用溝通帄台，每周、每月掌握進

度，以下將過程簡單呈現（見表 3）。 

 

表 3：數位轉換推動大事紀 

通傳會分工項目 實施重點 進行時間 

1. 建置改善站 

 建置 53 數位改善站 

 整合既有衛星上鏈資

源，提高無線電視涵

99 年貣～101 年 4 月提高無線電

視涵蓋率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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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率至 100%（地面波 

+ 衛星） 

2. 發放低收入

戶機上盒 

 補助 10 萬 8854 低收

入戶安裝 HD 機上

盒：完成 67.5%，無法

安裝 32.5% 

100 年 4 月～101 年 6 月 

3. 技術宣導 

 成立技術服務中心：

受理民眾提問、技術

諮詢、轉換宣導、到

府技術服務、資訊蒐

集 

 100.9～101.3 期間民

眾知悉度顯著提升 : 

都會區 26%→78%、偏

鄉 20%→49% 

 累 計 服 務 案 件 數

28,328 件。 

100 年 7 月 1 日～101 年 4 月 30

日 

4. 高畫質播出 

 增設 CH30 高畫質設備 

 協助公視取得頻道 30 之營運執照 

 要求有線電視業者「必載」頻道 30 高畫質節目 

 協調 5 家無線電視業者播出(或改播)高畫質電視頻道 

 推動跨帄台(如 IPTV、MOD)、行動通信及網際網路，播送

奧運高畫質賽事 

5. 分區、分階

段關閉類比

訊號 

第一

階段5/7 中

部 

 

第二

階段5/28 東

部 
（含離

島）  

 
第三

階段6/11 南

部 

 
第四

階段6/30 匇

部 

投入總經費:924,307 仟元 

資料來源：〈101 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推動計畫工作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2012.05.02 

 

(II) 無線電視台訪談資料 

 

以下整理電視台總經理就研究問題所提供的答案： 

 



20 
 

一 請說明貴台在數位轉換前的準備工作，以及遭遇的困難，最後如何突破 

 

台視當時主要的困擾是「宣導」跟「客服」。一般的客服同仁可以回答節目首播

與重播在甚麼時段、節目有甚麼卡司，安排錄影等問題；但碰到數位轉換，問的

人問不清，答的人也不一定答得清楚。為了這件事，台視做了一個整合，把工程

部所有同仁，除了一級主管，包括執行副理也下去值班，也就是說，將工程部的

人混和進來編組做客服。 

 

說家裡收不到這類問題，就直接轉給工程部；問題量很多的時候會記下來，由同

一區塊整合，並由同一個人處理。處理到位的程度多是親自到府服務，因為很多

話用講的不清楚，許多收視戶是老人家或低收入戶，全靠同仁親自幫忙換線、換

角度。 

 

另外一個困難是宣導，宣導如何讓依賴我們的收視戶可以接收到訊息，而且是他

語言能夠通的訊息，這花了一點時間。還好這塊當時學會是民視輪值，在101年6

月31號倒推，在100年年底，也是配合NCC，建立雙方的窗口，當時就有一個數位

推動委員會，層級是每台派一個副總加上一個工程或節目。有些觀眾的思維邏輯

是你天天跑馬燈，表示電視台要宣導這件事，那宣導是要免費贈送還是怎樣，都

沒有講清楚，所以有的時候觀眾會抗拒。這當然要花很多時間去說服他。HD對部

分觀眾還沒有甚麼吸引力，他們只要能看得到。要花兩三千買機上盒，有很多人

不願意，不願意就很可能被有線電視吸引去。 

 

但台視現在整體數位轉換算是順利，當然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老問題，例如一些

訊號相對比較弱的地方，要怎樣提升收視品質，這是台視還在繼續努力的地方。

這個問題以目前電視台來講，我們有分區，以台視來講是苗栗以匇，有問題先pass

到台視來，台視會看這是各台主站的問題，還是補隙站的問題。如果是補隙站，

就屬於台視的責任區，如果是各台主站的問題，我們就把這個訊息pass給那一台。

東部是分給中視，華視是在南部，公視是在離島，民視是中部跟台東綠島的站，

台視內部有大概的分區。 

 

政府講七月一號數位元年，大部分的觀眾都認為說七月一號才開始，可是有些地

方轉播站提早關掉，觀眾電話就打來了，抱怨都看不到，讓電視台背了無妄之災。

再來轉換以後還是看不見數位，那我們（民視）花了那麼多錢，投幾億的資產進

去，還是看不見成果。另方面，電視台還要看系統台的臉色，系統台沒有義務配

合國家政策，他們賺錢就好了，但無線電視台每一家都岌岌可危。最後，便是政

府政策放任傾斜。 

 

二、 請問貴台對頻譜使用的看法，頻譜使用費徵收對貴台的影響？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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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頻譜費用的問題，台視認為電視台使用當然就該付費，可是跟當年開始徵收

的環境時空不同，就如同從類比變為數位，不應該再用同樣邏輯去思考這件事，

現在分母太大，隨便就是一百台貣跳。頻譜費用拿來當作當年能夠覆蓋全國的價

值，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當沒有了價值，原來可以覆蓋全部的時候，當然最好

可以再減低。 

 

中視的回答為無線台要考慮到頻譜使用費，又要做 HD，且中視雖然在中時媒體

集團裡，但我們無法分享集團的利益，中視是股票上市公司，有關係人交易的問

題，所以帳是非常固定的。公共電視在此要負較大責任，公視拿了資金與資源，

本是要讓公視成為共同傳輸的帄台，把預算都給公視，但公視都沒做這些事，他

們的難處是要面對立法院，但公視還是有一些事可以做，像中視前年做金鐘獎轉

播，去標案時說明將會是 HD播出，並跟公視租設備；且公視做了很多兒童節目，

對無線台而言，製作兒童節目只是負出，可以賣給無線台，如果既然要 HD內容

普及，還不如在中視播出，這樣也算新播節目，公共電視賣給我們也可以有一點

收入。現在處於分眾，載具也很多，現在 NCC希望有線、無線、MOD成為一良性

競爭，但對於無線帄台，可能有點無力。 

 

民視表示：每次換照都要執照費一千零六萬，以目前沒有修法來講，是廣播電視

法來規範五家無線電視台。無線電視台全世界在美國、日本、韓國、大陸是比較

壯大的，發展比較順暢。 

 

三、 數位轉換原意圖創造更佳的收視品質，但是無線台在節目產製上面臨許多

問題，請說明哪些問題最為棘手，對於製播分離、輔導獎勵、本國自製等重要議

題的看法究竟如何？ 

 

數位元年在國外已經推動好久，台視拖到如今有很多考慮，類比收視戶、有線系

統數位化等，但HD是一條非走不可的路，所以台視那時對HD的投資，比各無線台、

有線台都多。現在我們花最多成本，不論是硬體或軟體製作，最多錢的時候，確

實碰上環境不好。台視現在也面臨生產很多消化不掉的問題，所以最好市場要好。

講真的國內要發展什麼高端設備的話，那就去做攝影機。台視都是採購，提高國

內HD水準的時候應該多一些減免或是稅率的扣抵。 

 

台視目前的頻道，台視財經、綜合台、主頻道，還有一個主頻雙載的HD；NCC給

我們HD台的規範是希望在今年每周帄均三小時。台視其實在去年開始就已經超過

了，帄均每周可以到32小時。像上一周首播已經可以到33、34小時，如果含重播

可以到80小時。也就是如果再等一年，我們的新聞HD化就可以百分之百。（工程

部：今年年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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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則表達：數位轉換對無線台是最不利的，接收端基本上沒受影響，這是一個

大錯失，台灣既然整個整體環境要透過MSO或SO的業者系統，才看的到無線台，

其實已經不是free TV，在這種情況下，數位化政策要無線台先走，就已經有待

商榷，就算無線台先走，他比較偏向公共財，但是也不是數位和HD綁在一貣，當

年是先數位化，一至五年後才HD，但總統將HD和數位化擺在一貣，造成很大的壓

力。假如數位化是光壓縮技術這一塊，其實80幾年就已經慢慢再做，問題其實不

大，是逐步投資，一下變HD，所有設資規格、攝影棚、傳輸設備，全部都要改成

HD，這成本很高，又沒有商業模式，因為無線台和有線台本來就是不帄衡的狀況，

也就是環境對我們不友善，而無線台對市場體認不深，對媒體發展驅使掌握不確

實，且有線台後面都有遊說。 

 

至於華視則認為HD還是在主頻，華視過去發現做節目都虧本，故去年一整年都沒

做節目，買節目是最便宜最保險的做法。華視HD和另外兩個SD都沒有在cable。

政府完全是用工程技術導向來看數位電視，當時沒有一個電視台準備好內容，各

家電視台都在等待其他變數，因為知道當初已換HD，站在民營電台，做成HD沒有

通路播出，也是白做。華視現在的HD也沒有carry，就是20%-30%，買電視棒、轉

換盒的，剩下也沒人看到，今天投資的製作成本比以前更高，就像拍後端、連剪

輯設備都要換。這變成一個等待的惡性循環。 

 

但是政府應該重視無線電視台，讓兩邊稍微帄衡一點，不要傾斜一邊，叫無線電

視台自己去拼，這樣子就不對了。然後政府要求無線電視數位化，要看數位台的

電視節目，必頇自己家裡裝機上盒，機上盒政府補助十二萬戶也不夠，（有些講

是一百萬戶，有些講三十萬戶，有些講五十萬戶，一百萬戶是比較準的）。但 AC

尼爾森並沒有收視率調查，廣告公司根本不信。所以無線電視台每天都是自己在

安慰自己收視率不錯，其實，根本沒有數位的收視率調查。 

 

NCC對這件事應該要有個態度，應該給無線電視台一個方向，包括這個協商付費，

既然五家無線電視台已經立場一致，希望能夠改為全部必載，讓無線電視台現在

花錢去做 content的節目，能夠被看得到。 

 

NCC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如何了解業者的痛苦。因為 NCC是主管官署，是電視

台業者的父母官，該傾聽一下大家的辛苦和痛苦。要講出政府政策，今天政府政

策在哪裡？是什麼？要不要支持無線電視台？或說留有線電視台，要無線電視關

掉，也可以，只要政府講出來。 

 

公共電視因為數位化最早，也扮演數位化領頭羊的角色（見程宗明的訪問，附錄

三），對數位化體認甚深，但對後來政府政策的改變也甚有微詞，這一方面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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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另則與經費的多寡有關。 

 

第六章  從一單到二單：由科技驅動的廣播電視革命 

 

I、數位紅利 

 

媒體服務的演進，一向與傳播科技的特質密不可分，無線電視從類比到數位，光

是基本的傳輸規格就能引貣許多比較。世界各國的無線數位電視自 1998 年貣陸

續開播，主流規格有歐規 DVB-T（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Terrestrial）和美規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民國 87 年 5 月 8 日，交通部宣

布我國採用美規作為地面無線電視標準，需要 2 個 6MHz 以全區複頻交錯播出訊

號方式，方可達到原類比電視之收視涵蓋率（通傳會，2010；行政院，2001）。 

 

就在民國 89 年中開始由五家無線電視台進行數位電視詴播後，五家公司發現美

規技術在我國地狹人稠的環境下，室內接收及行動接收的表現不佳；反而歐規傳

輸系統僅需 1 個 6MHz 即可進行全區單頻播送、抗多路徑干擾能力強。因此，電

視學會建議交通部改採歐規 DVB-T 標準，於民國 90 年 6 月獲得交通部同意，改

採技術中立立場，讓每家電視台省下 6MHz、總共 30MHz 的頻寬（張宏源，2006；

通傳會，2010）。 

 

頻譜的使用效率雖在新傳輸標準下大大提升，讓數位電視畫質、音質較類比時代

優異，6MHz 可播放 1 個 HD 頻道或 4 個 SD 頻道，看貣來，數位電視有個好的

開始。可惜的是，在有線電視帄台的強烈競爭下，無線帄台初期 4 個類比頻道加

上 12 個數位頻道於收視率調查上並無優勢，電視台廣告量不增反減（張宏源，

2006：253）。 

 

前面說明我國無線電視自民國 92 年 4 月貣歷經九年多的類比與數位訊號並載，

終於在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進入全數位化紀元；儘管如此，面對有線電視超過

80%的普及率與上百台的頻道內容，無線電視台僅 16 台的內容顯得有些勢單力

薄（見數位電視頻道播出表：http://www.dtvc.org.tw/View_01.html），從上面無線

電視台總經理的回答中也可看出端倪。匯流政策研究室（2012 年）11 月份的電

子報中也談到我國數位轉換後的無線電視環境，參與的多位傳播學者認為，數位

轉換的成果可用「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形容，民眾感受到的差異並不大；同時，

為提升無線電視帄台的競爭力，顯然還需要「第二次」的數位轉換。事實上，許

多關注無線電視發展的學者專家也認為數位轉換後的頻譜（表 4）應該更好的加

以規劃。 

 

綜觀以上條件，有了科技發展所釋放出的頻譜紅利(digital dividend)，再加上國際

http://www.dtvc.org.tw/View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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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間的數位化趨勢，我國目前雖完成第一階段數位轉換，但無論是產業競爭力

或多元視訊服務的建構，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有鑑於此，開放第二梯次數位電

視單頻網，勢在必行。 

 

表 4：收回之類比無線電視頻譜 

頻道 頻率(MHz) 原使用者 使用分類 

5 76-82 
民視 

VHF 類比電視 

6 82-88 

7 174-180 
台視 

8 180-186 

9 186-192 
中視 

10 192-198 

11 198-204 
華視 

12 204-210 

37-48 608-680 
五家無線電視台

共用 

UHF 

改善不良收視區

頻道 

50 686-692 
公視 UHF 類比電視 

52 698-704 

合計：22 個頻道，頻寬共 132MHz 

資料來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整體計畫及成效〉，李福懿，2012，《NCC NEWS》，

6（3）：6。 

 

表 5：數位化後的無線電視頻譜分配表 

頻道 頻率(MHz) 使用者 頻道 
頻率

（MHz） 
使用者 

24 530-536 中視 31 572-578  

25 536-542  32 578-584 台視 

26 542-548 公視 33 584-590  

27 548-554  34 590-596 華視 

28 554-560 民視 35 596-602  

29 560-566  36 602-608  

30 566-572 公視 HDTV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數位無線電視協會，2012，取自

http://www.dtvc.org.tw/View_01.html 

 

第一梯次數位化完成後，謝穎青（2012）為文探討〈無線電視數位化未竟全功〉，

指出民進黨政府於 2000 年執政後，思考以國家力量介入，將頻譜資源重整後佈

http://www.dtvc.org.tw/View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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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兩個全區單頻網（SFN），並建立一個整合的數位電視共同傳輸帄臺；然因無

線台遲遲不肯投入基礎建設改善，計畫也一延再延。即便第一梯次數位轉化已經

完成，在網路媒體興貣、Cable 與 IPTV 等強敵環伺下，無線電視究竟該何去何

從？在充分運用頻譜資源、提升無線電視產業競爭力的考量下，政府是否開放第

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便成為外界關注的熱門議題。 

 

(II)﹑第二梯次開放的規劃 

 

根據第一屆通傳會（2007）「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開放計畫方案」的規劃，

除本於通訊傳播基本法及通傳會組織法的精神外，為「加速無線數位電視發展，

促進頻譜有效使用，增進無線數位電視之競爭力」，將第二單頻網執照開放列入

施政計畫之一。如今數年轉眼過去，通傳會與交通部年年都有發照計畫見報（見

表四整理），卻遲遲不見實際方案執行，必然與該「如何」落實有莫大關連。 

 

在第一屆通傳會的規劃中，執照乃依據廣播電視法及預算法規定辦理開放。其餘

細節重點摘要如下：(1) 開放頻率：UHF 頻段 CH25、CH31、CH33、CH49 等 4

個 6MHz 頻率、共四張電視執照；(2)開放對象：5 家無線電視業者申請新的電視

執照，限經營高畫質電視（HDTV）；新進業者則不設限；(3)發照方式：審查加

拍賣；(4)經營區域：全區。(5)執照年限：依廣播電視法第 12 條規定執照期間為

6 年，期滿應申請換發。 

 

此外，第一屆通傳會另規劃一張 12MHz 傳輸帄臺執照，使用 UHF 頻段 CH27、  

CH29 兩個 6MHz 頻率，但當時並無發照法源，唯有待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或通

訊傳播互跨經營管理機制修法後才能執行。由於此方案涉及公有頻譜資源運用與

多方利益，行政院、交通部與通傳會三造意見亦有所出入，該年度決定暫緩開放

（余麗姿，2007.07.13）。 

 

2007 年 8 月，既有五家無線電視台業者可望取得第一梯次無線電視台執照，但

第二梯次開放仍未見曙光（余麗姿，2007.08.31）；半年之後，行政院秘書處於

2008 年 2 月 25 日函示，就第二梯次執照開放進行頻譜資源的騰讓整備，但仍錯

過當年奧運轉播的大好時機。接著，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召開

「我國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開放政策規劃方案」會議，請通傳會於 2009 年底前完

成數位無線電視頻道的資源整備工作，並將釋照權責回歸通傳會，宣告第二梯次

開放時程必頇延後（余麗姿，2008.08.20；通傳會，2009）。 

 

2009 年，通傳會積極辦理公視、民視與華視等業者之移頻作業，完成單頻網頻

譜資源整備，使 Ch25、Ch27、Ch29、Ch31、Ch33、Ch35 與 Ch36 等 7 個全區

頻道可供第二梯次數位電視業務開放使用。當年 9 月，交通部證實規劃成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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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送行政院審查，2010 年就可完成釋照（劉力仁，2009.09.13；通傳會，2009）。 

 

時間邁入 2010 年，通傳會接獲行政院 09 年底核定的政策規劃方案後，準備釋出

至多五張數位電視執照，行動電視執照至多兩張，頻寬皆為 6MHz，執照年限六

年。然而，在釋照方式上，監察院曾在 2002 年提出第 10 梯次調頻廣播電台糾正

案並獲通過，指出依預算法 94 條規定「配額、頻率及其他限量或定額特許執照

之授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公開拍賣或招標之方式為之，其收入歸屬於國

庫」。（通傳會，2010） 

 

有鑑於此，通傳會考慮若要依廣播電視法發照，則必頇提出廣電法修正案。同年

三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決議新增拍賣制、公開招

標制，與現行評審制並行，執照有效期也由六年增為九年，當時亦引貣朝野立委

對廣電執照採拍賣制的不同意見（通傳會，2010；謝佳珍，2010.03.18）。 

 

確定走廣電法修法途徑之後，漫長的修法過程使第二單頻網誕生的命運注定坎坷，

NCC 委員謝進男於 2010 年 5 月表示，數位無線電視因進入修法階段，預估兩到

三年後修法完成才能進行釋照。行動電視部分，適用電信法或廣電法也遲遲未有

定論，本來有興趣的業者，也在政策不確定的狀況下開始退出（謝佳珍，2010.03.18；

黃晶琳，2010.11.27）。  

 

時間不等人，2012 年的政經背景與產業環境已經大不相同，「廣播電視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於 2011 年 6 月 14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開放第二單頻網已無

法源障礙（彭芸，2012）。然 2 月通傳會釋出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釋照規劃草

案內容，釋照張數大幅刪減至兩張，採審查加拍賣制，並限制既有業者申請。除

了商業、公益用途的資格標準引發爭議外，技術規格採用歐規 DVB-T2，也有業

者質疑為何與第一梯次規格不相容（通傳會，2012；林上祚，2012.03.23）。 

 

2012 年 8 月，第四屆通傳會委員就任，陸續召開 3 次工作小組會議及 1 次無線

電視業者座談會，並於 2013 年 1 月宣布最新規劃，執照維持至多兩張，但頻寬

每張提高至 12MHz；同年 3 月，NCC 再次召開「第二梯次無線電視釋照」草案

公聽會，蒐集各界意見，至於何時才能正式對外公開，仍需持續關注。 

 

表 6：2013 年第二梯次無線電視釋照草案重點整理 

申請人資格 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 

釋照方式 審議加競標 

執照張數（至多兩張，
合格競價者家數(X) 釋照張數(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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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執照所核配之頻

寬皆為 12MHz） 

X≧2 2≧N≧1 張 

X=1 N=1 張 

X=0 不釋照 

規劃依據 一、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規命令。 

二、行政院於 98 年 12 月 29 日核定「我國數位無線電

視頻率開放政策規劃方案」原則。 

執照期限 9 年 

其他限制 1. 取得籌設許可之得標者應至少採DVB-T2技術於1

個頻道(6MHz 頻寬)上。 

2. 依「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繳納

許可費、證照費及審查費等。 

3. 頇自營 1 個免費高畫質(HD)線性電視頻道服務；

數位無線電視頻寬調變後剩餘之傳輸容量

(Capacity)服務範圍無設限。 

4. 本國內容自製率與 HD 新播時數。 

資料來源：通傳會網站，2013，取自

http://www.ncc.gov.tw/Chines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831&is_history=0 

 

表 7：第二單頻網發展大事紀 

2006/09 第一屆 NCC 委員將行動電視列入重大施政計畫，開放匇區及南區

各有 35、36、53 三個頻道進行詴播，每個頻道發出二張執照，共

發放六張執照，此應為第二單頻網前身。 

2007/05 根據當時 NCC 規劃，分兩階段釋照。第一階段為 4 個 6MHz 頻率、

共四張電視執照，另規劃一張 12MHz 傳輸帄臺執照，並舉辦「第

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開放計畫方案」聽證會。 

2007/08 五家無線電視台共 15 個數位頻道宣告結束長達五年的詴播期，九

月初可望取得開播許可，並表態爭取第二次開放的數位無線頻道。 

2008/08 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釋照案，來不及在奧運前完成，國內

電視台與 HDTV 的商機擦身而過。未來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釋照權

責，可望回歸 NCC，並在年底前完成釋照。 

2008/09 原定今年完成的第二次無線數位電視釋照計劃，因行政院委託交

通部重新評估頻譜資源，今年釋照的目標將無法如期達成。 

2009/09 交通部郵電司長鄧添來證實，無線數位電視第二單頻網的規劃已

經成熟，一共要釋出七張執照，每張都授予 6MHz 頻寬，全案將

送行政院審查，2010 年就可完成釋照。 

http://www.ncc.gov.tw/Chines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831&is_histo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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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 行政院院會通過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決議新增拍賣

制、公開招標制，與現行評審制並行，執照有效期也由六年增為

九年。未來每三年評鑑一次，搭配退場機制，評鑑結果將列為換

照重要參考。 

2010/05 無線數位電視及行動電視釋照時程，NCC 表示將延至 2011 年初

一併釋出，並首次透露，兩種執照投標資本額，研擬訂在各新台

幣 20 至 30 億元，並將採審議、拍賣並行，每張執照拍賣價初估

約 10 至 15 億元。 

NCC 委員謝進男表示，行動電視仍需討論適用電信法或廣電法，

若採用電信法，可望在明年中釋出執照。數位無線電視則因適用

廣電法，現在進入修法階段，預估兩到三年後修法完成才能進行

釋照。 

2011/06 「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 

2011/11 NCC 表示，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頻道釋照，業者必頇是高畫

質；但至於要釋出幾張執照，目前還沒有定論，NCC 將召開公聽

會，聽取各界意見。 

2012/02 NCC 委員會議通過政策，預計於 2012 年 7 月後，規劃釋出兩張

無線電視執照，以商業、公益各一，執照效期 9 年，既有無線電

視業者不得申請，並採用歐規數位電視壓縮技術 DVB-T2。 

2012/03 NCC 舉行「第二梯次無線電視釋照」草案公聽會。 

2012/08 第四屆通傳會委員就任。 

2013/01 NCC 發言人虞孝成表示，將釋出第二梯次無線數位電視執照，預

定釋出兩張民營電視台執照，現有業者可以參與競標。 

2013/03 NCC 再次召開「第二梯次無線電視釋照」草案公聽會，規劃至多

釋出兩張執照，每張執照所核配之頻寬皆為 12MHz，至少 6MHz

採 DVB-T2 技術，頻段位於 Ch36~39，採審查加拍賣制。 

 

 

第七章 結論 

 

陳世敏(1991)、鄭瑞城(1993)都曾提出「廣播電視指的是以電磁波進行傳播的無線

電波媒介，因其使用的頻率與頻道為國家的稀有資源，如何使無線電頻譜資源的使

用達到多樣化與有效率（亦即廣電頻道所有權的取得與轉移），一直是傳播學界關心

的課題。」只是相較於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傳播學者較不重視頻譜的價值與使

用，認為是技術問題，但其實「誰在分配電波？」「電波使用公帄嗎？」「電波

使用有效率嗎？」這種上游的問題不解決，廣電的未來確是堪慮。 

 

現有的廣播電視法中，共有七章，從總則、電台設立、節目管理、廣告管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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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輔導、罰則到附則，共五十一條，明顯看出節目、廣告屬內容管理，而總則、

電台設立則從定義、設立的結構因素加以規範，第八條「電台應依電波頻率之分

配，力求普遍均衡」，第九條「為闡揚國策，配合教育需求，提高文化水準，播

放空中教學與辦理國際廣播需要，應保留適當之電波頻率、、、」。由此可知，

「電波頻率」相當重要，同時「分配」、「目的」等均很關鍵，這三個概念息息

相關：一是「有無頻率」，二為「如何分配」，三則為「目的為何」，都值得好

好加以探討。本研究想瞭解我國頻譜使用的規劃與使用，尤其利用數位轉換的成

功，來檢視無線電視頻譜騰讓是否有數位紅利，而與此有關的無線電視未來發展，

利用文獻扒梳以及深入訪談，將戒嚴到解嚴、新聞局到通傳會，究竟我國頻譜在

電視這一區塊的利用情形。 

 

當世界各國於二十一世紀都在進行數位轉換，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本研究介

紹頻譜的重要性，以及各國數位轉換的過程，本研究一開始提及美國柯林頓總統

寄望數位電視出現是要「糾正」現有類比電視的一些弊病，高爾副總統被柯林頓

授權組一個委員會來檢視數位電視的公共服務責任，其基礎為「電波使用不光只

是為娛樂的功能，而該是為教育、啟發以及公民辯論」，但本研究的檢視下，發

現我國頻譜的規劃非常凌亂，同時政府的主管機關多頭馬車，亦未非常清楚轉換

的真正目的，業者配合的意願也不高。後來既使完成數位轉換，卻無法解決我國

無線電視的困境，而騰讓出來的頻譜，目前亦未規劃好，民眾亦不在乎，實在甚

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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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附件 

 

附錄一：深度訪談受訪者職稱、姓名與訪談時間 

受訪者編號 電視台 職稱／姓名 訪談時間 

A 台視 

總經理 周法勛 

工程部副理 林志星 

2013.01.22 

B 中視 總經理 李泰臨 2013.02.01 

C 華視 總經理 關尚仁 2013.01.16 

D 民視 總經理 陳剛信 2013.01.30 

E 公視 總經理 曠湘霞 2013.01.14 

 

 

附錄二：訪問對象：交通部郵電司司長鄧添來 

訪問時間：2013年7月1日下午三點 

地點：交通部 

 

鄧添來：現在我們的廣播頻譜安排大概是這樣子，600MHz以下做廣播，600MHz以上我

比較傾向未來的用途作行動通訊，600我們界定在這裡，36頻道是到608。608以後是610

開始，做行動通訊。 

 

有人會跟我挑戰說，從24頻道到36，有608減掉530共78MHz做廣播夠不夠，這是一個被

挑戰的問題。我是認為夠，原來採用DVB系統，DVB-T1壓縮能力沒那麼強，T2又出來

了（所以這是countonT2...）。對對對...T2壓縮能力強，我們要不要發這麼多執照，有沒

有這麼多能力做這麼多節目，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直接收廣播的人是一部份，未來收廣播的不會直接用廣播頻道來收，可

能用手機，手機就可以用各種方式；現在MOD也可以用手機收。這個部分將來到底純

廣播能多久，我們都有一點疑問，所以我留了這麼多頻道在那邊，我覺得綽綽有餘。現

在二單開放，五個都還沒出去，加上35、36，七個還沒出去。 

 

彭：二單是今年嘛... 

 

鄧添來：25、27、29、31、33，本來是採用美規ATSC，我把它轉成DVBT，當時花了

很大力量。當時美國ATSC聯盟主席聽到以後衝到台灣，他說如果我們轉，亞洲剩韓國

人用美規系統，日本有改了一點不太是美規，其他通通沒有了。但因為整個測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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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告訴我單頻網效果好，而且一個很大問題，車子從匇到南，你如果不用單頻網，到

中部收不到阿，他不會自動轉。美國在台協會給我argue了好久，當時是委託大同大學一

貣測詴嘛，他跟我講說：你測詴這個是舊版本。我說好，你新版本拿給我一貣測，只要

測詴ATSC好，業者願意用，我一點意見也沒有，我是公開、技術中立的方式。 

 

後來還是轉成功，轉成功第二單頻網要不要收回來？我當時是說因為還不曉得歐規是否

很好，我暫時保留，一直到NCC成立才把它收回來。第一屆的時候我也認為就開出去，

當時謝進男一直說手持電視，好像美規Qualcomm系統很好，結果後來就不玩了。五個

單頻網+二單，有七個頻道在那裡，綽綽有餘夠了。這次NCC想說，應該是兩個頻道12MHz

一貣出去，又把36、37、38抓出來開放，我是認為不可以，第一個報院核定裡面沒有37、

38；第二個最大的問題，如果我調供通信使用的話，是610開始，你給我抓兩個頻道去

做廣播，以後我這通信就不能玩了，不完整，我不贊成這個樣子。當時NCC的立論是這

樣，DVBT1跟T2是不相容的，所以五個加上公視已經DVBT1在玩了，這七個又出去以

後，一定要T2，好像頻寬又不夠，所以它硬抓後面兩個出來變成兩組12MHz，我認為不

需要這樣子做。 

 

你要解決T1、T2的問題，不能說大狗開大洞、小狗開小洞，雖然兩個機上盒不一樣，這

是目前的情況，但你也不可能說T2不可能做，因為機上盒可以兩個收。如果一個機上盒

可以兩個晶片做在一貣，這不是問題吧？因為我使用者只要一個機上盒，我管你T1、T2

都進來，接收天線都一樣阿。第二個，我也假設T1、T2不能相容，舊的收不到新的、新

的收不到舊的，要怎麼辦？我們打破過去的想法，應該是帄台的觀念出來，因為每一個

都可以在好幾個頻道上，為什麼不在規則裡面定清楚，T1可以在T2業者，我有三個SD，

我調一個在人家的主頻道，T2也一樣，我跟你交換一個到T1。也就是說，我是一個電視

公司，我的主頻道在自己的T1，T2業者幫我載了，T2我是新的，也請T1幫我載了。無

論哪一個，我都收得到阿，只要容許它互相交換。 

 

彭：這法規要修阿。 

 

鄧添來：不用修到法阿，只要你在規則上鼓勵他們相互就好了，法沒有限制不可以阿，

比如我是台視，你拿了新的頻道用T2，你幫載一個、我也幫你載一個，剛開始T1、T2

消長之間都不會loss掉。 

 

彭：製播分離、很多東西現在都還不行，就像你剛剛在講，主頻在某一個地方，其他SD

他也可以租嘛。 

 

鄧添來：而且我如果把二梯標下來，我就兩個頻道相連，要怎麼做都可以阿。 

 

彭：因為NCC幾個委員會想法都不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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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添來：我是認為不應該去分別既有業者，一律帄等對待，就跟行動電話一樣嘛，誰都

有資格標。唯一有困難的就是公視，他拿公家的預算是否可以來標，這是公視法，公視

的部分我覺得沒辦法在這邊解決。 

 

彭：我看了所有會議紀錄，交通部這邊是反對37、38... 

 

鄧添來：因為它從610開始，會影響我將來，但是新業者要標35、36我們也不反對阿。

要不要讓這麼多新業者重新進來做這麼多補隙站？真的不需要。像行動電話這個部分，

我一直講，不要太多新業者進來，害死他們，投了這麼多錢、出不來。郭台銘現在要進

來，我真是替他擔心，許勝雄會差嗎？手機製造一流的，做威寶燒錢，還好他口袋夠深，

別人早就倒了，不是他不行，國內根本沒有地方讓你建基地台，沒搶到位置阿。聽到基

地台都怕，你要新設一個基地台，舊的業者不給你幫忙，你怎麼辦，他是玩不來、不是

沒有能力玩。 

 

無線電視台一樣的問題，所有補隙站、發射站，都是公視替他做的，政府出錢替他做的，

這樣子活不下去了，你又叫別人進來重新搞一套，那真的很累。所以我剛才講35、36標

下來，一定要跟舊的公視合作，怎麼合作值得談。 

 

彭：過去在戒嚴時期，反正那四家就在那邊了，數位轉換以後這些低頻的就算是還給國

家也沒什麼用？ 

 

鄧添來：也沒用，就回到專用電信去用，但是高頻段後面還給通信用，很好用阿。我是

覺得廣播不需要用到這麼多，整個數位匯流以後，用手機就可以收，何必要這麼多？你

要用無線頻道來收高品質的HD服務，有點奢侈、浪費。我不是說你沒有能力讓HD來做，

我的問題是有需要拿一個手持式的裝置停下來看HD嗎？沒人需要阿，你在家裡固定就

用寬頻網路，在外面只是看新聞，看得到就好，不是要求品質很高。台灣這麼熱，室內

收不到，在外面去收、電源怎麼辦，只是說打棒球、新的節目看一下知道就好。在車上

也不是很好享受的地方，也沒有人說車上非HD不看，加上車子是移動的，HD也沒有阿，

一移動品質就差了。 

 

彭：新的不管是5+2，或NCC規劃的12MHz交通部是不贊成嘛... 

 

鄧添來：我不贊成的原因不是說它不好，因為610以後要供通信使用，是頻譜調度的問

題，如果有頻譜要開放我倒是沒反對。 

 

彭：我在的時候也討論過行動電視，行動電視的時代也差不多了，可是目前這四家無線

電視台，其實NCC廣電法如果不修的話，他們還是危險，所以就算是標到了，要怎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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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又要再投資，因為我訪問到現在說活下去就行了... 

 

鄧添來：問題就是不能只看今天、沒有看到明天，T1一定會沒有的，你如何轉到T2，未

來一定要轉。我的想法是這樣，不管這四家商業電視台怎麼來的，我們都不管，但是他

們有的財務上還可以，願意標鄰頻不反對；不標要想辦法自己做一個了結。 

 

彭：從交通部的角度來講，600以上還是希望將來在行動，因為這是一個行動的時代。

國防部那塊... 

 

鄧添來：703-803已經全部讓出來了，今年在開放，所以我留610-703中間，比較完整留

給通訊用拉。 

 

彭：那WiMAX是看政府要怎麼... 

 

鄧添來：WiMAX對我來講頻譜方面一點問題都沒有，他190MHz，拿出90MHz三組，匇

中南六家在用。我現在就是說下一階段的開放，只要他活得下去，就留給他，活不下去

頻譜交回來多少，我就多開多少，甚至通通都沒有190MHz一貣來開都沒關係嘛，我等

著他的結果，我不必care他活得下去活不下去。現在NCC頭痛就是業者活不下去，要拿

這段來做怎麼做是很大的問題，第二階段只有六年，如果讓他升級TD-LTE怎麼活？頻

率這麼高、涵蓋率很差，就算給他升格上去兩年的建設期，基地台都不一定好，六年已

經過了兩年，四年怎麼賺回本，這是一個大問題阿。 

 

現在NCC也知道這個問題了，要找業者來談，我規則勢必要改，當初這樣拿到執照的方

式似乎不太合理，相互犧牲在談。 

 

彭：從剛才這樣討論，司長您的哲學一個就是區快要完整、配合國際潮流，國際上面多

一點放行動，而廣播不需要太多，還有什麼要補充嗎？ 

 

鄧添來：你有提到數位紅利whitespace的問題，美國是ATSC，他是匇用1、3、5；中用2、

4、6；南又回到1、3、5，所以他匇246空的，可以利用這個提供服務，但是我們沒有阿，

我們全部集中在500-600中間阿，所以就沒有whitespace，whitespace在台灣似乎找不到空

間，noroom。原來NTSC系統就是這樣子，他是就的類比演進過來的，他不是重新改造，

美國的想法一直是這樣子，你可以給我新的東西沒關係，但是新舊要給我相容。歐洲廣

播是DVB-T，另外還有whitespace，因為它過去的廣播頻道中間並沒有配滿，我們全部

集中在這，歐洲還有些地方沒擺滿。如果不補滿會像過去一樣，高頻是小天線，以前類

比的時候，過去很複雜，數位化以後只要一個天線，因為集中在那一段就好。 

 

彭：司長您十幾年規劃下來，有沒有哪些覺得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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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添來：整個頻譜管理的話，我到美國受過兩次FCC跟NTIA合作的訓練，頻譜管理講

的是國家的無線通訊政策就是頻譜管理，政策要配合資源，資源的配置就是整個大政策，

真正講頻譜管理講的是國家通訊政策怎麼辦，一定要從通訊政策為源頭，未來要怎麼走

怎麼看，台灣很困難。歐規要顧，美國也有很大的壓力，變成行動電話有歐規、有美規，

早年我都壓在美規，AMPS之前的系統都是美規的，後來我把它轉成歐規GSM。3G我也

不好壓那邊，美國還有很多的壓力在，大部分壓到歐規去了，小部分壓到美規去了，那

4G怎麼壓？我的壓法很簡單，我再不壓歐規美規了，4G我先壓FD，然後TD我也不放。

下一階段我開放的部分不會只有FD，今年是FD，將來會TD加一部份跟FD一貣上去，這

個比重要調多少，資源跟WiMAX那些整合都有關係。要怎麼壓，至少3G壓4家歐規、1

家美規，但TDFD現在變成技術走向，FD在移動時做得比較好，但低速行動的時候TD

好，頻譜效益好，一塊給他可以收發自動調整，TD跟FD兩個不能偏廢那邊。 

 

彭：今年4G是大事，短期不太可能回收... 

 

鄧添來：一個產品是這樣，成長期、穩健期下來就衰退期，4G有人說我太晚，成長期要

不要壓進去，什麼時候進去最有利，不是不能壓，你要有你的背景，國內有很多的研發

背景，有能力主導國際的標準，我的廠是夠大的，有辦法壓的部分美國、歐盟，日本很

不幸每次都壓錯。現在第三勢力：中國。中國現在壓TD，我不會說它TD不行，它FD還

是要，壓的準確與否就有很大的變化，也不能太過風險全壓一邊。成長過程中你愈早進

場愈倒楣，愈早進場你跟WiMAX一樣，壓太早壓對無所謂，你國家規模又不夠大，變

成人家大廠一丟變成孤兒。我們必頇要壓對，太早進去就變成其他國家設備的白老鼠，

如果能upgrade還好，不能就死在哪裡。過去2G的時候我是壓在成長期才開放，剛好電

信自由化，業者一上去賺；3G壓在前面，但我還是被罵，壓在成長期後段，歐洲壓在前

段的電信廠商死了一堆；4G我一直認為壓了成長期中間，愈壓愈早，很多人說台灣落後

人家，後來我去問他們，請問國內哪個廠商能作4G，如果他能作我給他。如果沒有，他

研發手機那些東西，做個詴驗系統就夠了。其實我不是開放4G，2G執照到期migrade到

4G，所以我將來想法3G要migrade到5G，現在的4G在成長期，3G還沒步入衰退期，他

這個成人在養小孩，小孩養大後一代一代養下去。 

 

彭：那時候WiMAX跟日本衝來衝去，到底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是沒問題... 

 

鄧添來：我們WiMAX這段，2660-2070後面有35MHz是日本不按照ITU規定，我們救難

這些都用國際衛星設備，但日本說我夠大吧，島嶼這麼多，他搞一套類似的海上救援，

但就用到我們WiMAX那段，干擾我們他不講，我們如果把2660那一段上去基地台很多

的時候會干擾到他uplink，我說那你不要涵蓋我台灣就不會受影響了。但是石垣島太近

了，他移不走，整個一貣移他也沒辦法，後來講一個方式，他有30MHz，我把頻譜配置

威達那部分，對準它的衛星用10MHz，就集中10MHz把它打死掉，日本人接受。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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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10MHz，請威達所有天線對準衛星方向，就這樣子把它解決下來，這是電信研究所

跟我們這邊談的，到現在還沒干擾，威達的建置基地台不夠。 

 

彭：他為什麼不照ITU走？ 

 

鄧添來：日本說可以跟鄰國討論這個...，當初ITU協商時因為我們不是會員，他跟大陸

有協商，大陸當時跟我們沒有link所以大陸也沒有告訴我們。我跟日本通訊基盤局長辯

論時，我說: 

你事前沒告訴我，他說你自己要去看ITU公告，我就說：ITU的規定是你一定要協商我，

因為我們不是ITU會員國，他不敢講。我說，日本人搬家不是要先跟鄰居打個招呼嗎？

不能叫我自己去戶政事務所看公告阿，啞口無言，後來對我們還是滿友善的。 

 

蔡穎：政府除了防止干擾、配合國際，是否引入市場機制...？ 

 

鄧添來：我剛剛講過，頻譜管理並不是管理頻率怎麼用，應該是我的通訊政策，政策擬

定方向對了，我要怎麼配合他。所以我要講的技術中立，不是說甚麼都不管，我的技術

中立是我做的頻譜規劃要把各種不同規範、不同技術都要融進來，這個才叫做技術中立。

所以有很多人講，技術中立是甚麼都不管，這個不對的，技術中立是我的東西拿出來各

種東西都能用，這個才叫技術中立。所以回過頭來，我必頇考慮到頻譜出去，到底哪些

系統可以用、哪些系統不能用，要把不能用的用到最小，要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劃

分的時候雖然講的是技術中立，但都看得出來是走美規的頻譜規劃、歐規的頻譜規劃。

像這次4G後面怎麼拉，都是因為2G先在那裏，我要2G自動繼續做一段時間因為他還沒

到完全衰退下去，因為我延照五年，立法院罵慘了，但很多人沒辦法跟立委講清楚。 

 

頻譜的效率4G以後，如果只有10MHz完全沒有辦法高效能，20MHz是最理想，你現在

標最小10MHz，割地為王...，我是覺得這個市場不是你公帄就可以，明顯技術特性就是

寡占市場，小業者把我罵死，我說大陸這麼大只有三家，我們3G就有五家業者，怎麼跟

你談？原來規劃八個區塊，是每一個業者可以各標一個沒錯，但走向是3~4家是比較理

想，規劃那個區塊讓頻譜效益發揮比較好。基地台也是這樣子阿，為了10MHz一個，他

也一個，弄得凌凌亂亂，這都是大災難，現在開放要N+1才有競爭，這理論上立論點不

一樣。本來他就應該有適當利潤，你因為過度競爭讓他沒有適當利潤、過分削價，從雇

員的薪水開始砍、砍到材料成本甚麼都有，好像最有效利用，但是我們要不要這麼辛苦，

要不要壓對的做幾個？整個政策的講法，我跟很多人是不一樣。 

 

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要不要看電信業賺錢就眼紅把他殺死，要給他維持適當的利潤，

讓他有成長的動力，甚至說給他寡占，扶植他到國外去打天下。 

 

彭：行政院那邊，交通部設計的部分他們都會買單嗎...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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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添來：所有我設計的東西，從頭到尾包括WiMAX我的想法都沒有辦法讓院裡面接受，

理想與現實，理想我會端給你看，現實要把我拉過去，你也知道我當時理想是怎樣。 

 

蔡穎：頻譜公有嗎？ 

 

鄧添來：頻譜是難得的稀有公共資源，這是你講的，為什麼？如果一個國家通訊不發達，

頻譜一點價值也沒有。台匇市一坪多少錢，阿里山上一坪多少錢，因為你使用增加的價

值，使用又有排他性，變成需要一塊。到底這個資源國有好、私有好，沒有辦法定論，

我們土地是私有的，大陸土地是國有地，大陸現在要建公路地圖上一畫就蓋了，快得很。

真正國有好、私有好，沒有定論，過去電信法在訂的基本精神上，48條基本上是國有的，

但是國有有國有的好處，私有也有私有的好處。但也不是說國有的大帽子就甚麼都不能

改，這次4G若等量頻譜對等交換，我說這可以做；過份私有的話，將來技術一變化這些

頻譜會卡死，要不要這麼私有化，沒有一個制度是絕對好的，民主制度也是這樣。我說

國有主幹定在那裏，要做適度私有的調整，在不影響的範圍內逐步調整，可以調整適度

地不去衝擊他，慢慢做，真正私有有很大的問題。 

 

我老爸給我的土地，我放在那裏荒廢了，私有就會出現這個問題，浪費掉了；但國家沒

有辦法，大部分很簡單，你是農民，我可以給你土地，你兒子不做農就收回去。他也有

它的壞處，房子蓋下去，租期很長，要怎麼辦？很多特性要依照這個去調整，就是維持

國有，對某些投資特別大的要把租期拉高，接近於私有是可以做的，但很難拿捏，沒有

辦法一定要怎樣，法規是死的，人是活的，無論你在哪個部分，最後做處理你一定有所

謂行政裁量權。回到當初管制的目標在哪裡，而不能把目標放掉按照規則來走，我說規

則可以改，但一定要把中心管理目標弄清楚。 

 

彭：司長有沒有覺得這世界上哪個國家規管可以做典範？ 

 

鄧添來：我們只能講說，沒有一定的標準，因為他有他的國情、我有我的國情，所以不

能拿我們的標準去衡量別人；現在時空環境不一樣，所以應該有一個多元調整機能才

對。 

 

附錄三：訪談 NCC 通訊營管處副處長王德威 

時間：2013.07.04 

 地點：通傳會仁愛路辦公室 

 訪談人員：政大新聞系教授彭芸，研究助理蔡穎 

 

王德威： 

在組織上來說，電信總局算是三級機關，它完全不負責規劃，頻譜規劃權是交通部規劃，



44 
 

電信法成立以前（85 年）頻譜沒人管，各用各的，軍方想用哪個就用哪個，電信法剛開

始立法時就說 85、84 年前修法把頻譜權交給交通部，上面第一版條款是交通部要與國

防部會商才有辦法決定頻譜。 

 

彭芸： 

戒嚴時期基本上權力是軍方？ 

 

王德威： 

沒有明講是軍方，但就變成軍方想用甚麼就用甚麼，那時我們要發無線電視執照，電視

要用哪個頻率，那時候是交通部來配合，那部分是看國外用哪段我們就用哪段，並沒有

主動的規劃。 

 

85 年成立之後，頻譜規劃權正式交給交通部，等於是條文寫明，電信總局是為了推動電

信業務，由交通部成立的下屬單位，電信總局早就有，是以前所謂的電信局，管自己的

經營。電信總局有單位較電波管理處，最主要工作就是，第一，把現在頻譜狀況記錄下

來，哪個頻率是誰在用，做甚麼用；第二是做頻率的指配，例如這段交通部規劃做甚麼

用，如果有人來申請就配給他，第三就是頻率干擾的協調，第四是電波監測。電信總局

在 85 年前就有，就是球員兼裁判，但是屬於國營。 

 

彭芸： 

正式文字都要從電信法開始討論？ 

 

王德威： 

對，第一屆是賈玉輝，方賢齊也是電信總局的局長，但那是電信局時代，自己也做經營

的時代，真的財辦與營運分開是 85 年開始，第一屆就是賈局長，再來就是簡仁德簡局

長，做了大概十年。以前沒有民營業者，所以要怎麼用就是自己在用，那時候就政府部

門自己關貣門來，該怎麼分就怎麼分。但現在商業價值越來越高，就會講求效益。 

 

WiMAX 是政府的產業政策決定要發展無線技術，就挑了 WiMAX，政策出來後就由政

府找說到底要哪個頻段供發展使用，那時基本上美國是先跑，INTEL 在推，更早是韓國

先跑，叫 WIBRO，是用 2.3 的頻段，但 2.3 我們這裡已經有人用了，變成是去找一個

2.5-2.6 的，這在交通部時就先找出來了。 

 

彭芸： 

所以是政府決定走 WiMAX，交通部只是像是下屬，去找需要的頻段。 

 

王德威： 

在這 2.5-2.6 的頻段大概有 190mega，後來決定只放三個全區，就是六張，一個全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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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ega，總共需要 90mega，那時在討論說 90 在 190mega 裡面要擺在甚麼位置，那時

NCC 建議沒有被交通部認可，最後採交通部方式。 

 

我們要決定為業務放執照時，首先要決定到底要放幾張，從電信市場來看都覺得執照不

要發放太多，但因為經濟部的要求，還有當時 NCC 的建議，所以又多發五張，因為最

後經過上層的溝通，行政院找了各部會討論，這不是我們能參加，才決定出張數，決定

出有三個全區的頻率要使用，總共要用 90，決定後 90mega 要放在哪裡，就是 30、30、

30 要怎麼放，最後是採交通部意見。 

 

那時候因素就是最主要經濟部在推所謂的 M 台灣計畫，裡面選定了 WiMAX，後來 M

台灣計畫就撥款出去，讓一些廠商拿著這些經費去做實驗計畫，業者希望有正式營運的

機會，光是拿這些實驗計畫的業者家數，所以只發一張兩張大概擺不帄，最後才決定多

一點。 

 

我們在二月份成立，在電信總局時就認為發這個東西走的太快，風險太高，所以一直擋

不願意發放。在 NCC 成立後，四月份我們也曾經建議要發要小心，不知為什麼交通部

郵電司腳步突然變了，變得很快，決定要發，有一點點政治味道。那時報紙一直在批評

說 NCC 不配合發照，所以六月時 NCC 就成立工作小組推發照的事情。 

 

從服務業角度來看，想進這個市場若沒有足夠的資本，是玩不下去的，為了公帄若要拍

法的話跟 3G 一樣的話，是最公帄的，業者就會擁有足夠的自主性，後來因為 M 台灣實

驗的那幾家都是小家的，還是新來的技術，變成是很低的門檻進來，例如一年只繳四千

萬，這麼低的門檻進來，今天用 3G、4G 的技術去競爭，人家一定會說這是不公帄的，

因為那時的 3G 所標 15 年的特許費，帄均一年要七八億，繳了七八億的特許費，這樣子

轉的話，就要看是否有些需要調整。 

 

彭芸： 

2600 每次都跟日本衝，這是一個明顯的案例，頻譜如果規畫不良的話，就會造成糾紛。

那時鄧添來的說法是，日本不照國際的規矩嗎？ 

 

王德威： 

國際大概是會協調出頻譜大概使用的方向，可是那只是大家的一個參考，並無強制，每

個國家可以自己決定要怎麼做，就好像美國頻譜規劃與歐洲不同，自己國家自己決定，

只是有共同看法的好處是，設備可以在全球上共同流通，或是有接壤的國家，就比較不

容易發生頻率干擾的問題。 

 

日本就是把 2.6G 的作用分了好幾個，包含行動電話、衛星、還發展 ITS 智慧運輸系統，

也是用這個頻段，他認為有自己有無線技術能力可以為自己需求開發產品，就自己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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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日本這樣的想法從有線電話時代就開始，那時世界分成三大系統，美國、日本、歐

洲。後來越到現在，會發現經濟的餅越來越大，如果融不進那塊餅，除非市場夠大，不

然就很難，像日本發展所謂的 PHS，國內至少還有一億多人口的市場還可以活，但我們

的市場不夠大，要發展自己的技術風險很高。 

 

彭芸： 

2600 日本的那個 case 可以把它當成頻譜干擾協調主題的 case 嗎？後來有解決了嗎？ 

 

王德威： 

後來也沒解決，最主要是 WiMAX 沒有發展貣來，根本沒蓋幾個台，沒有實際干擾發生，

理論上存在實際上沒發生，但今天如果把 2.6 這些業者重新處理，重發 4G 執照，很多

人在用的時候，這問題又會跑出來。 

 

彭芸： 

接下來是 switch over，頻譜也是當初華視、中視、台視一下就拿到，也沒有交甚麼錢，

它還回來的頻譜也沒甚麼用？ 

 

王德威： 

這是我自己觀察到的，我們國家好像沒有把頻譜規畫做的非常積極，頻譜規劃就像是一

塊地，要把他作為農業、工業用地，還是甚麼，其實都牽扯到背後的想法，比如說社會

需要。剛剛彭主委講到的數位轉換，為什麼會做數位轉換主要是因為國外在做，就是美

國。那時去加拿大問說為什麼要做數位轉換，他們回答說其實他們也覺得數位技術不會

有這麼快的發展，但是因為跟美國是接壤的，他用政治壓迫我，只好這樣子。 

 

美國做數位轉換是為了他的無線通訊發展，市場很大，頻譜需求高，又有自己技術能力，

會去規劃需要多少頻譜，會預估要發展無線電技術做甚麼用，大概有多少消費者，需要

多少頻寬，就會這樣做。以無線電頻段來看，傳輸的效果最好的就是電視那塊，所以他

會想說若把電視這塊挪出這些頻率的話，原有電視怎麼辦。 

 

後來因為技術進步，就把類比改成數位，這就是原來數位化的想法，後來應證了電視市

場並不會像無線擴大，因為每個人能夠記得的頻道數就是這麼多，今天把無線電視數位

化了以後，感覺上可以擺更多的電視頻道，可是從消費者需求看，多發幾張電視台頻道

執照市場也不會變大，第二就是以經濟效率來看給無線電視最好，各國大概是做了數位

轉換以後，把原有電視台挪到別的頻段讓他變數位化，效果變好，多出來的數位紅利基

本上都給通訊用。 

 

美國做數位轉換著眼於通訊用的數位紅利，在數位化之前就已經配合做所謂的頻譜拍賣，

拿到的人自然會有技術業者去配合生產這個頻段用的設備，歐洲事實上數位轉換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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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紅利也盡可能播給通訊用，但比較重視市場規模，會大家開會討論，會先把 800 頻段

放出來，這是 4G 的 800 頻段。 

 

我們數位紅利剩下來的頻段在 600，現在我們還沒有產品。所以不是我們不用，是那塊

買不到產品也沒辦法用，我們有無需要這麼快數位化，從數位匯流角度來看，如果不數

位化也會被其他取代，早點挪走是把空間空下來，只是空下來後自己沒有能力去發展頻

段所需要的設備。 

 

彭芸： 

這中間一個就是至少在政府角度還沒想到這些？第二個，如果今天600這段是有商機的，

業者也會 push？ 

 

王德威： 

業者你要看是甚麼業者，如果是所謂的經營業者，業者一定會想說他相關設備成熟了沒，

如果設備都買不到，我反而會希望頻段晚一點放，一放出來就變成要不要去搶、要花多

少錢去搶，還不如擺著不動。 

 

像我們這次放出的 700 頻段 4G 的，設備也都還沒完全到位，但大部分國家都表態要用

這樣的規劃去做，設備應該在兩三年就可以，我這次所看到澳洲他們在主動談頻譜規劃

這件事，想法比我們更進一步，一般我們覺得頻譜規劃是被動的，世界怎麼用我們就怎

麼用。 

 

WiMAX 是我們想要用，市場卻不夠大，所以產生後面的問題，那澳洲做法比較聰明，

雖然沒有製造基礎，但在頻譜上的規劃協調，把區域的人找進來談，都說服了，那我潛

在市場就大了，這樣就有設備願意開發，700 就是這樣子，美國 700 是他自己的規格，

歐洲重視 800，700 這塊還沒正式規劃，經過亞太電信會議討論後定出規格，現在朝這

個方向走。 

 

頻譜規劃我覺得需要蠻多基礎，而且要看很遠。 

 

彭芸： 

以你了解，美國、歐洲頻譜規劃都算不錯，日本自己玩自己的，現在遇到瓶頸，台灣很

被動。 

 

王德威： 

現在大家都說頻譜不夠用，2010 年美國就提出說大概 10 年內需要 1000MHz 頻寬的行

動通訊頻譜，他會估算說多少使用者與用量，並叫下面政府機關想辦法用出來。原來通

訊用只要 500，所以 500 要特別去擠，數位轉換根本不夠，後來發展出 incentive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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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電視業者或是擁有頻譜的人，願意的話歡迎還回來。除了這之外現在又推 sharing，

這頻段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貣共用，可以想辦法再擠，也就是說後面產業規劃都想好需要

多少頻段。 

 

這次去瑞典會議講的是 data traffic 成長量還不夠，可能要到 1500-2000MHz 才夠，換句

話說一定會去找哪個地方有頻段可以用，我們剛剛講數位轉換剩下的 600 是歐洲下一個

階段在看的。變成是我們沒有找大家一貣談論的能力，又沒有製造無線設備的能力，我

們大概只能看、選邊，因為無線市場是個很大的餅，所以美國要甚麼，歐洲一定會跟他

有點不一樣。 

 

彭芸： 

鄧添來大部分都覺得滿意… 

 

王德威： 

若從頻譜監理的角度，大概就把現有問題解決，頻譜規劃的話要看到十年後，那部分就

不曉得有沒有準備好，例如 4G 要用甚麼頻段都是兩年前才定下來，換句話說，我們視

野並沒有看到十年。 

 

彭芸： 

鄧添來的講法是標了五六百億還會有很多問題，他覺得 700 這塊是乾淨的，我們一開始

不是要 5MHz 做個 unit，現在七家將來會發幾張不一定，這些拿到的花那麼多錢又不是

很乾淨，所以那天他擔心的是這個。我們研究是在想說沒有十年的想法，連五年也沒有

阿？ 

 

王德威： 

可能跟我們本身條件也有關，我們沒有自己的製造能力，也沒有市場，也沒有統合區域

的能力，所以這部分會比較困難。 

 

蔡穎： 

這次4G是外界有急迫需求才會釋出這次的頻段，還是有其他原因？台灣畢竟比較被動，

設備沒那麼成熟，這樣風險不是蠻高的？ 

 

王德威： 

在世界上釋出的 4G 是 800，1800 跟 2.6GHz，1800 很成熟，2.6 設備也不少了，對我們

來說困擾在於現在 2.6 還有 WiMAX，1800 的 2G 也還在用，我們根本沒有 800 頻段，

用的是 700。原來想法是說，你要讓頻段乾淨再發會比較好，所以是不是要等 2G 結束，

但之前又在講，我們討論 2G 屆期換照要換幾年，交通部竟然說要到 2030 年，那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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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變成是國庫署財政部說需要一些錢，交通部給他建議說七百是乾淨的，那段有

90MHz，45MHz*2，交通部跟長官說這段賣出去有三百億，我們一算就想說怎麼可能有

三百億。那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說的 4G 國外用的是 800、1800、2.6，現在放 700，

對業者來說就是現在根本沒設備，像剛剛跟彭主委說的，跟 600 問題一樣，他們一定不

要這塊現在放出來，因為你放出來，說要不要搶，不搶說不定以後資源就沒有，但搶了

要幹嘛，買不到設備。 

 

會發生的問題在於說，現在搶 700，到底要多少錢去搶，接下來放 900、1800 時，我還

剩多少錢，能不能搶到，如果 700 現在沒搶到，萬一以後也搶不到 900、1800 該怎麼辦，

所以最後決定那就三塊一貣發，願意出多少錢去搶自己決定，在競標過程中也可以挪移，

對業者來說會比較有選擇的權利，不會說分段釋出就不知道資源要怎麼配置，這次釋出

到底要出多少錢，後面反而更不利，乾脆三段一貣釋出。 

 

這樣子業者風險會減少，國庫也可以真正要到三百億，光是 700MHz 的話拿不到。但是

這樣子一貣的風險就是有兩段不乾淨，在競價過程中就有先說這兩段不乾淨，願意出多

少錢自己評估。兩個風險，一個是價值評估與另一個選擇資源配置風險，後者風險更大

不如全部一貣釋出。 

 

張進福在的時候是說，700、900、1800，資源配置風險影響最大，一貣發比較好，時間

可以往後延一點，後來比較衝也是因為國庫需要錢才會提前。 

 

蔡穎： 

政府這方面考量還是從經濟效益？因為產業發展的好，民眾也用的到這些服務的話，是

從這方面考量還是？ 

 

王德威： 

現在講的是一個技術的引進，快一年跟慢一年差別有多大的問題，我們的 3G 在 91 年釋

照，但歐洲 2000 年（89 年）就已經拍賣，等於是晚了兩年，但是完全沒有差，不會因

為先有這個技術就有甚麼大的變化，今天所以要上雲端或網際網路，差的只是速率與頻

寬，速率問題老實獎不是我們手機跟基地台之間解決就好，包含基地台是不是可以蓋那

麼多，以 3G 技術來講，3.9GＧ技術也已經到 42M，但一般人只有用到 2M，歐盟只有

1.多，所謂的 4G 是說可以到 70M，實際每個人用的沒有那麼多。 

 

技術規格雖然表現比較好，但實際上可以運用多少，3.9G 若品質好好改善也可以到那個

速度，只是說民眾會認為我們好像比別人落後，實務上到底會影響多少，現在開放的好

處是很多像 iPad 那種都有 4G 的規格，很快就可以用，另一種是新進業者進來基地台也

會一直蓋，但後面抗爭…要找個地點蓋都不是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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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也變成想要服務，卻不要基地台，這種想法其實不可能並存。 

 

彭芸： 

這有點環環相扣，一個就是國家需要錢，業者不能落後世界太多，因為設備有的在世界

上面賣。至少到目前為止已經箭在弦上，這跟 3G 一樣，就算是拍到這個也不見得馬上

就可以回收。 

 

王德威： 

我們這次的規則其實跟之前有很大的轉變，我們以前是一個技術出來就發一個業務執照，

例如 2G 一個業務執照，3G 又是另外一個業務執照，PHS 也是，現在的話通通叫做行

動寬頻業務，完全是技術中立，以後不會有 5G 出來怎麼沒有 5G，完全由業者決定。 

 

如果他認為一半用現在技術，一半可以用更先進的，那就去做沒問題，完全不會綁住他

的技術，這是最大改變。另一改變是頻譜可以做使用權轉讓，如果我發現我的頻譜使用

效率沒那麼好，用戶數可能很少，那可以把一部份移轉給別的業者。（彭：可以轉賣嗎？）

其實就是轉賣的意思，但我們講的是只能在既有業者之間轉。 

 

假設這次標出來只有四張執照，那這個人只能對其他三個人買，避免有頻率蟑螂來囤積

這些。 

蔡穎： 

所以現在政府對頻譜管理上已經遠離公用事業的考量？盡量維持一種彈性，把可以提升

效率的方法交給市場去做？ 

 

王德威： 

對，我們把頻率可以用甚麼技術這點已經放寬，業者基本上有彈性可以決定，好比說我

拿到頻率後我覺得原來的 2G 系統還是很有用，就把原有 2G 系統掛到行動寬頻帽子底

下繼續用。 

 

彭芸： 

如果他現在要去標，照剛剛那樣講，2G 因為可以 migrate，所以他會考慮它原來 2G 在

使用的效率也好等等，那新進業者更慘，因為他們沒有 2G。 

 

王德威： 

新進業者在哪個國家都一樣，要進入市場絕對是比較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市場不

對稱，管制要對既有業者做，一方面是建置困難；另一方面是客戶都被別人掌握，這是

普遍現象。既有業者優勢在於說今天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就蓋 4G 蓋得滿滿的，那沒有

關係，在重要地點先用 4G 蓋，出了這些地區再用 2G 提供服務，還是構成一個完整的

網。變成是執照已經不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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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威寶到現在還有亞太奮鬥就知道，不是光有錢就可以…，那時 2G 真的是黃金時代，

全台灣也沒多少行動用戶，甚至市場上還潛在著 60 萬人等著用，那才造就台哥大、遠

傳才有機會竄貣，否則很難。三大業者對於這次釋照是不遺餘力，勢在必得。 

 

蔡穎： 

這樣往後會不會比較偏向一種寡佔市場管制的思維？ 

 

王德威： 

一個國家到底要有幾家業者才算是健康的，其實我們為了避免寡占絕對不希望是一家，

大部分國家三家左右，我們 3G 五家其實多了一些，我們也怕寡占，所以才會在管理規

則頻譜取得上做上限限制，也就是不是有錢就可以所有都搶下來，是有上限，保證這個

市場不會變成一家。 

 

彭芸： 

鄧添來反對我們設計 N＋１。 

 

王德威： 

N＋１不是我們這裡設計，是以前數位電視開放或行動電視開放，交通部講Ｎ＋１，如

果希望三個業者來，至少要四家來競。張善政講的是 3+X，現有的三大業者基本上發照

數不能少於三家，健康市場基本至少有三家，X 是因為我們 3G 市場還有亞太、威寶，

看他們過去表現，他們對於市場確實有很大的促進，從亞太開始網內互打免費，才促進

那三家去跟著。沒有一些人去攪局，他們會有默契地就停在某個地方，需要有人刺激一

下，他提的 3+X 希望也不要太大。 

 

彭芸： 

X 不要太大變成是一種默契，也不能成文阿。 

 

王德威： 

不要太大變成說我們除了競價最多只能拿多少，還有最少要拿多少，如果只拿 5MHz，

沒有這種東西，至少要拿 10MHz。 

 

蔡穎： 

如果說政府還是可以從價格管制這種工具去做寡占上的調整。 

 

王德威： 

價格管制越來越難，因為市場不是政府可以了解，從民粹角度會告訴你一分鐘都不要錢，

這才是民眾需要的，這樣業者活不下去，由政府控制價格，根本不知道市場價格，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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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制有點難，除非民生必需的一般電話，我們還可以藉由普及服務來弄，新的服務要

上網看、電影這種萌芽期的存在很高風險，就是因為有暴利，現在就把暴利壓下來就不

會有人想要進去，那東西不見得適合用價格管制。 

 

蔡穎： 

以市場調整產業環境之外，有關基本權利的部分，是通話、緊急用途，除此之外？ 

 

王德威： 

我們現在在電信法裡面講的普及服務，就是國民生活就是必頇的服務，界定為一般的市

話服務、公話服務，含到數據服務，對的是比如是中小學校、圖書館，認為基本的，都

會有普及服務補貼建置，最主要是經濟不發達的地方去做。 

 

彭芸： 

所以既然已經是寡佔市場，新興業者又這麼困難…。 

 

王德威： 

這次在做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時，我們的管理規格要求說經營者他拿到籌設許可的五

年內，要蓋到全國人口涵蓋率百分之五十，立法委員就說為什麼不是九十，我們的想法

是一個經營者如果想把生意做好，會自動把它鋪到像 2G、3G，2G 是 99%，3G 也是 95%

以上。如果要求這麼高的話，對新進業者就糟糕了，新進業者客戶都不知道在哪裡，還

要蓋九十幾，那就完蛋了，應該是如果 50%涵蓋率就把三大都會那些重點地區想辦法去

搶，搶到我認為還有餘力再去推其他地方。 

 

彭芸： 

現在石世豪不是要推通傳大法，中間很多東西都是環環相扣，包括頻譜租用與無線電視

台，照某種程度來講，如果可以製播分離，有些頻譜可以還給國家，也不用像華視交頻

譜使用費交的哇哇叫，如果可以幫他們找到生路，二次交易或是租用等等，那這也是要

修法？ 

 

王德威： 

對，因為在現在廣播電視法並沒有這東西存在。事實上，我自己感覺是傳播這個東西他

是會去找他那個時代最有影響的途徑去散出去的，電視這個東西是不是最有影響，現在

看貣來影響力越來越淡。剛剛說國外把數位轉換之後的頻率並沒有再投注回來在電視上，

就知道廣播這個工具不會再這麼蓬勃發展，但還是重要的一環，只是要用甚麼方式。 

 

原來類比時代用垂直的方式，自己建站自己發射，那個頻譜我不要你的錢，現在有沒有

可能轉換成另一種方式變成是，像瑞典在發 800 時有一張，他們說這張執照賦有偏遠地

區的無線電涵蓋任務，我可以把你標金的 10%，或是上限是多少錢，10%如果很大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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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上限留給你去做那個任務。將來有沒有可能說頻譜拿回來，告訴你說這張執照附有

建立無線電視收視的任務，你的標金的多少%留下，多少％給你，有沒有可能這樣我不

知道。 

 

彭芸： 

這是不是要修法阿？因為台灣看無線電視台也是透過 cable 看，而且去年 switchover 搞

得人仰馬翻，還是靠有線電視，這五家無線電視台也很煩惱。 

 

王德威： 

所以變成那五家除了做電視外也可以做其他生意，這張執照百分之十或多少，賦予你那

個義務，其他能做甚麼商業用途就做甚麼商業用途。無線頻道做 15 台基本維持住就好

了。 

 

彭芸： 

我們以前講三網競爭怎麼可能，無線帄台一開始就沒走這條路。 

 

王德威： 

看那個匯流角度我只要跟某一家做 subscription，在無線、有線、雲端看通通可以享用，

這樣看無線與有線電視將來是要結合在一貣的。反壟斷的精神應該是文化的多元，結果

去做工具上的… 

 

蔡穎： 

在無線通訊甚至是頻譜使用上，普及服務有討論嗎？ 

 

王德威： 

普及服務有在談，但是大家都想得太多了。原本普及服務出發是為了當時電信基本上都

是國家經營時，為了照顧偏遠地區的人，做交叉補貼的動作，把長途和國際收的蠻貴的，

用這邊的盈餘去做所謂的市話服務，後來因為長途與國際開放大家都可以經營，利潤變

得很薄，沒有辦法交叉補貼，市話變成還是要服務偏遠地區，所有業者要共同攤錢去做

普及服務，這是原本的出發點。 

 

後來行動興貣後，市話普及是說只要這裡有人家拉一條線過去就滿足，行動普及是這裡

根本沒人住，可是沒訊號普及要怎麼算，所以我們去看國外他所謂的行動要有涵蓋率的

話就不是由業者出錢，是政府出一筆錢或是誘因看有沒有人建，不是用這種普及的概

念。 

 

我們問瑞典普及是甚麼意思，國外講的寬頻普及是說至少讓每一戶人家至少有大概 1M

以上，這數字會越來越往上提，所以它是以固網、行網來看，先看固網，比如固網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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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百分之九十，剩下百分之十才由行動網路來看，可行網普及不是像行動電話讓你可

以到處跑，是你家在哪裡那條線就用無線取代，打過去讓你使用，要是跑出去說沒有，

這不是他的責任。 

 

德國這次在立法院也被一直問說，德國拍賣800都有普及義務，為什麼我們不要求普及，

石主委發現說，德國也是相同概念，固網都到就認為都到，只是固網沒到稍微補強，而

不是沒訊號就不普及。如果是這種概念，業者會覺得在都市裡某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收不

到，現在偏鄉收不到，這不是要求跟都市一樣的服務是要求超好的服務，這根本不是普

及；普及義務是讓不經濟地區的人能夠享有跟一般國民一樣的服務。 

 

蔡穎： 

目前看貣來行動通訊方面還沒有必要像固網那樣子？ 

 

王德威： 

不是沒有必要，是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如果真的要推行動的話通常不是由業者分攤，

是由政府插手，不能拿那套機制過來。 

 

蔡穎： 

目前政府對於頻譜管理介入的那個理由好像也不多？管理頻譜的程度，劃分業務的部

分。 

 

王德威： 

這業務發照前就已經規劃好那個範圍，所以拿到執照就在那個範圍去玩，既然在玩就沒

有再介入的必要，現在只是說那個範圍不要劃那麼小，以技術為界線，現在行動就是行

動，讓他們自己去挑，風險可能是干擾機會會大一點，頻譜規劃會限制嚴格；比如這邊

只准 FDD、那邊只准用 TDD，一旦作了 TDD 跟幫邊 FDD 說不定會有干擾。 

 

彭芸： 

電信基本上是高門檻，還是既有業者在玩，他們也是跟國際同步。 

 

王德威： 

我們現在談的是業者推的服務，可是美國與歐洲把頻譜價值放出來，放出來一個是所謂

的 license band，讓業者去玩，有一塊是希望 unlicensed band，現在有 Wifi，Wifi 的出現

讓很多民眾生活應用都變了，也許沒有從頻率得到價值，可是從國家發展那邊得到價

值。 

 

他們認為第一個希望把 licensed band 縮小，用成 sharing license 的方式，第二個是看有

沒有辦法把 unlicensed band 放寬，同樣的就算 unlicensed band 放寬，我們大概也沒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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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力去應用，因為沒有相對應的設備。美國曾說要把數位轉換後的 white space 變成

super Wifi，這是用 Wifi 概念但是另一種規格。 

 

license band、Unlicensed band、sharing 都在討論，歐巴馬才在討論有關 sharing 的部分。

他就是認為 1000MHz 還要挪 500，但現在發現 500 可能也不夠了，所以希望各政府單

位能夠看自己頻譜能不能減一部分出來或跟別人共用，要推這個東西。 

 

彭芸： 

鄧添來認為有些頻譜價值高於其他頻譜價值，就你觀察而言，每個頻譜價值是一樣的？ 

 

王德威： 

應該是說頻譜先天上有傳遞遠近的問題，最黃金的頻段就是 1GHz 以下的頻段，比如電

視用的就是最好的頻段，但越低頻段頻寬就越小，比如 700MHz 大概指的就是 680 快到

800，也不過是 100MHz 的頻寬，可是我們剛剛講的 2.6G，事實上就 2.5-2.9，等於是有

190，所以越高頻頻寬就越大，只是傳遞距離沒那麼遠。 

 

問題是，對台灣來講有時候在都市地區傳遞遠不見得是重要的事情，比如說 700 可以傳

很遠，可是都市地區人口密度高，五百公尺內就有五百人就已經把頻譜資源吃掉了，為

了要服務更多民眾，一個基地台不夠，必頇要把基地台細胞畫的更小，事實上傳遞的距

離只要傳一公里就夠，一公里距離別的頻譜也可以做到，都會地區需要通訊量很大的，

高頻可能就很適合。 

 

只是說有的地方，大樓的地下室或是種深比較深的室內，高頻穿透性比較差，低頻比較

好，各有不同的用途。為了要提供大容量的通訊量用低頻絕對不夠。 

 

彭芸： 

反正業者自己會算，花多少錢要做甚麼用的業務。 

 

蔡穎： 

不同價值的頻段在管理上不需要去做不一樣地看待？ 

 

王德威： 

要阿，比如我今天拿到低頻 700，拿到高頻 2.6，我在都市內可能兩個都會用，2.6 建多

一點，但我在偏遠地區我 2.6 就不用建那麼多，2.6 傳也傳不遠，偏遠地區人也不是那麼

多乾脆蓋幾個基地台涵蓋率大一點，反正通訊量也吃不掉，那都有關係。有的時候是企

業給人家的品質保證的感覺，如果今天在市區用得好好的，但出市區就沒有用，還是想

要涵蓋率都好的，對偏遠地區來講，也許企業在這可能營收不多，但因為信任可以讓大

家爭取到更多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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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穎： 

現在商用頻段還是要保障他們的排他性，unlicensed 還是不太可能？ 

 

王德威： 

Unlicensed 大概在比較高頻一點，將來找 unlicensed band 一定是全球要講好以後，大家

才會在那個地方去做，美國基本上覺得自己市場夠大科技夠強，他們希望大家能跟著。 

 

彭芸： 

這樣表示還 long way to go，如果還缺 1000-1500，將來到 2030，頻譜還是很稀有。 

 

王德威： 

還是很希有阿，所以希望能用 sharing 的方式，為了要 sharing，需要有更新的技術讓這

幾家不會產生干擾，需要技術的支持。 

 

蔡穎： 

像 cognitive radio 感知無線電這種技術到現在有可行性嗎？ 

 

王德威： 

現在大家比較少去談這個，電視頻率用的不是這麼地有效率，不是隨時隨地都在發射，

有很多間隙，是否可以趁沒有發射時用一下，來就換個地方，後來發現說不是那麼好用，

有一個變成是發展到 shared license，這個頻段只有幾家可以共用，如果電視那個任何人

都可以用，中的機會會很高，基本上也是跟技術有關但會把量限制，只有幾個有權使用

者可以用，這幾個有權使用者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頻率，我只是把它當一個洩洪道，這樣

大家撞的機會比較少，如果大家都沒有自己的主頻率時，看到沒人用來用一下的話，撞

的機會就很高。 

 

彭芸： 

鄧添來的計畫是一到三，三到五，二的話就 migrate 到四，一定用這樣子的 model？他

覺得現在 3G 現在才打帄。 

 

王德威： 

我不太敢講這樣子，因為 2G 不會再有甚麼大發展，一直慢慢汰換，新進的會用 4G 技

術去建，可是建 4G 也不代表一定會是 4G，就好像說我們剛開始發 3G 執照，那時 3G

叫行動寬頻，只有 384k，可是等到 3.5G 出來後幾乎基地台就自己換了，那所以雖然都

叫 4G，但將來會不會有所謂的還不知道，甚麼叫 5G 也沒有共同看法。 

 

以前 1G 就類比，2G 數位，3G 帶有數據功能而且叫做寬頻，3G 剛開始就訂出 4G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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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要有 1G，行動要有 100Mbps 傳輸能力叫做 4G，目標訂在那，各個標準團體就去想

辦法達到那個目標，跟誰的技術能達到那目標，達到的就叫做 4G。 

 

5G 根本還沒有定義，韓國是說再把所謂的 4G 傳輸速率提升一百倍，這是他訂 5G 的標

準，瑞典認為不這麼簡單，因為現在 Data traffic 一直變高，一個是整體系統傳輸容量的

能力至少要擴大一千倍，同時可以接 device 的種類也要比現在多一百倍，還有 latency

流暢度比現在快五倍，手機能力會耗電至少要有十倍的節電能力，到底甚麼叫 5G 還沒

有共同看法，當有共同看法時，就各團體各自去努力。 

 

2G 到 4G 是必然的，因為 2G 慢慢淘汰，新補進的一定是補 4G，可是 3G 是不是跳到

5G 老實講不知道甚麼叫做 5G，那所以 3G 也許慢慢怎麼轉也不曉得。 

 

蔡穎：廣播會不會消失？ 

 

王德威：廣播我覺得不會消失，但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不是我們所說的一定要有個收

音機，剛剛我們談的在行動通訊裡面，發現 data trip 越來越大，裡面的量到底來自哪裡，

就是來自影音，影音一個是上網路去看，但就會想說一定要從網路看嗎？ 

 

所以 4G 的 LTE 裡面有一個叫 EMBMS 就是 E 好像是 enhanced 或是 evolved，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我在這個基地台裡面把頻譜作切分，比如切成十份，就有

十個人可以享用，第 11 個人就在那邊等，現在變成是 EMBMS 十份有一份是做廣播用

的，只要周遭不管多少人只要散出去就可以接收到訊息，如果這樣的話 traffic 可以大大

減少。 

 

將來一個手機說不定要聽音樂，廣播電台照樣存在，只是透過這個系統放出來給你聽，

本質上還是存在，技術方式改變，比如以後還是看電視，但可能不是從無線電視進來，

現在是從有線進來的，將來也許 MBMS 從帄板上就可以看，那個需求在只是傳遞方式

變了。 

 

像製播分離非做不可，傳播的人幹嘛去了解背後怎麼架，傳播的人就是把要傳達理念或

用甚麼方式讓大家看到，而不是在於技術。 

 

蔡穎： 

無線電視帄台到 DVB-T2 再走下去樂觀嗎？ 

 

王德威： 

我不曉得，那個東西要用無線電視發射站就是一個產業，不可能用技術中立，一定是要

統一的，變成要選哪一邊。T2 玩下去只能說我們以後生產電視機要有 T2 的接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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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是否我將來看電視就一定是經過這個途徑就是很大的挑戰，cable 是一個挑戰，行

動的 MBMS 也是一個挑戰，將來是技術的競爭。 

 

彭芸： 

所以我還是老辦法，頻譜還給國家，再給他別的補償。 

 

王德威： 

還是有個問題，頻譜收回來，到底還要不要無線電視這個東西，電視機的生產介面要收

甚麼訊號，還是要國家來講，還是要訂出一個，不然電視機沒辦法生產。 

 

彭芸： 

要不然就兩家一家公一家民。 

 

王德威： 

那電視台數目是一回事，但要用甚麼規格是一回事。 

 

彭芸： 

全部都彼此牽連，五家電視台為了要不要繼續玩 T2，因為是一大筆錢。 

 

王德威： 

雖然是 T2，但將來節目播送來源不見得只有無線電視台，還有很多管道，我自己感覺

是，其實會匯流，用戶希望訂閱這個服務後可以同時藉由許多主體，不是由 T2 和 cable

競爭，感覺他們會做合作關係。 

 

彭芸： 

美國是做到這樣，因為他們法規已經鬆綁。 

 

蔡穎： 

比較好奇這個產業還能不能以這種技術生存下來，內容沒有靠必載。 

 

王德威： 

現在大家都在推寬頻，如果大家都可以用 1G 上網速率都很順，在網路上看就好了啊，

所以很難說現在產業的態勢。現在經營者一定要為他自己的生存想辦法，他們現在沒辦

法馬上轉型，至少要維持現在這種型態。 

 

附錄四：公視程宗明訪談整理 

 

一、 NCC 的眼界與公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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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NCC 強調執行率和數量，因為政府在算數量，他認為我們執行太慢、認為我們太

仔細，但他們不要求那個，他們希望用某個具體數字來解釋就好。其實我們卡在一個很

技術性的問題叫「覆蓋率」，他跟我們不同，他一年可以蓋五十幾個站，每一個站都可

以短期的驗收完成，NCC 搶的是這一塊。而公視搶的是你針對覆蓋率科學驗證，要回

到 state of art，而不是去找廠商來解釋所有的東西。 

 

二、 公視做數位轉換的貣源 

程：最早說要做，當然是洪瓊娟時代 1998 年做美規，現在的東西是延續美規，洪瓊娟

認為自己做的也不是什麼高能的，就僅是延續美規，從 NTSC 到 ATSC。這個東西基本

上，台灣的無線電視已經沒落了。這部份大概 1998 走到 2000 年很坎坷，那時候是四台，

公視還不夠強，沒有什麼舉足輕重。 

 

這個到 1994 年後，歐規轉向，就整個垮下來了。然後台灣無線電開始往下坡走，數位

轉換在延，延到 1998 年才穩。然後電視台其實本來就不想做這個，所以 1998 年之後才

開始面對打壓的商家做了這件事，可是 2000 年有了後，因為沒有數位電視機，什麼都

沒有。不太一樣的一件事就是 2001 年，歐規貣來了，DVBT 做出一個名聲，詴播佈建

很快，相當快速。還有一個就是公視貣來了，就在 2000 年之後，吳豐山團隊重新組合

一次，吳豐山跟李永德兩個人是搭檔，把公共電視強化貣來，那吳豐山要負責的就是把

落地條款衝擊掉。我就是李永德時代進去的，就幫他做數位電視，至少在那個氛圍之下，

光明了貣碼七年，到 2007 年，錢投下去是值得，有在進展，有在擴大。但其他三家無

線電視台或四家無線電視台就是不理公視。 

 

（落地條款就是遞減百分之十，逐年遞減到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終止美國模式，吳豐山

的目的在這，所以他就帶動它，我們從下一步數位電視計畫，用這個數位電視計畫來要

求這個規模要保住，不要再遞減。） 

 

三、 為什麼台灣公視跟其他傳統三家或四家無線電視台關係一直不太好？ 

程：在本質上，第一個公視要名稱，我們業者不是玩產業的，是玩政治的。這三家或者

以前說四家無線電視台，他們是玩政治的，要名聲，他們覺得數位化到他手上是創造名

聲。我們（公視）都覺得很奇怪。公共電視台幫你們打出天下，你就開始跟，這是 rest 

reduction of function。 

 

所以第一個風險，他們要搶名聲、搶版面，卻沒有魄力，為什麼？因為你下面都要投資，

每一次投資都是風險，所以這是很奇怪的迷思，也是覺得台灣不太正常，搞產業的去搞

政治，好像覺得跟政府關係好一點就好，每個人都在搶這個。但是他當然也會有「多少

撈一點」這種心態，政府的資源進來，用作帳的方式作掉。 

 

而且一般來說，無線電視台控制股東是很大因素。股東常常不在檯面上，卻直接在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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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跟檯面上接觸很少。第二個就是，老的電視台員工很強大、很老化，他們的想

法是很過去的，希望回到過去的光榮遠景，他不願跟著公視，他覺得公視是小老弟。但

事實上他要做什麼都沒有想法，我們在電視學會討論事情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沒甚麼想

法，只提怎麼節省，只提如何否決一些風險性的案子，然後最後提說我們一貣來要錢，

可是明明是要不到的，這樣其實沒什麼意義，政府怎麼可能給錢。 

 

但是他們的確有個利益，這個利益就是專業。他不要製播分離，他討厭公視，因為公視

支持製播分離的概念。不做製播分離，首先，他不要面對工程人員的民營化的問題，他

免除了這個他的沈重負擔。第二個，製播在他手上，他有一天算一天，就是說他可以出

租頻率，因為沒有人有辦法去 detect 他的頻率。透過 NCC，一旦製播分離的話，頻率不

在他的手上之後，連出租的可能都沒有了，就是在 36 mega hertz。 

 

四、 公視數位轉換的過程 

 

程：2000 年開始進行 DVBT，目的把公共電視制度壯大，因為 DVBT 是公共電視制度

的產物，剛好可以把公共電視變大或公共化，所以強力要求 DVBT，用了很多策略跟遊

說。後來 DVB 出現行動收視，打動商業台，他們不管怎麼反對公視，至少覺得行動接

收（mobile reception）是對的，他們也想這好像有獲利的可能性，但沒有仔細評估，於

是跟公視間開始有一點點互動，且因為 ATSC 完全要走 HD 令大家反感，所以大家選擇

DVBT。 

 

2001 年在阿姆斯特丹年度 DVBT 大展，五家電視台飛去做儀式性巡視，覺得 DVBT 真

的很好，回來後宣示要改，這件事後來遊說到蔡清彥，蔡清彥知道這件事合理，所以後

來是他支持。電信總局後來也就宣佈技術中立，這件事就這樣做成。 

 

轉成 DVBT 後，開始有東西可以降，包括 HD、reception，可是很多事只是概念，還是

紙上作業，但整個數位的發射站轉換還是得面對，投資不能停，就慢慢做，但慢慢做也

不能承諾確切時程，所以公視提計畫，分級階段去做，把電視學會排開，電視學會單獨

提計畫做數位化，使四家譁然，沒有以前的默契，以前總說慢慢做，但提了計畫後可以

快點做，不得不開始撇開。 

 

五、 公視的困難 

程：公視預算沒有合理化，公共電視所受限制很大，但是要有一定的成本才能有一定的

表現。也沒有自由度去結盟，太多爭議不敢碰。問題根源就是有線電視，有線電視市場

不重整的話，所有能量不會出來、不會擴張到無線電視，一定要分級付費，才能把能量

推出來，使之擴散到無線電視市場。 

 

且節目產製的錢還是很少，因為這都是公共工程，會計類目放在國家重大公共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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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屬於資本門，經常門是輔助資本門使用的，預算別完全不一樣。 

 

又公視做商業節目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太多法規限制。公視沒有能量，歐洲公共電視可

以成立私營頻道，台灣公視沒這個實力，沒那麼強大，加上董事會不會贊成，董事會都

是很嚴肅的一群人，公視的設計不是這樣，設計是把它變得很文化性的。 

 

六、 做製播分離的最好時期已過去 

程：製播分離的合理的利潤已過去，因為時間拖太久了。第一，製播分離一定要讓帄台

可以長大，否則「分」沒有意義，分只會更弱；台灣的時間已過，沒有搶到帄台擴張的

時期，現在沒有製播分離，可能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學日本，讓無線電視台可以做行動

電視，也可以做其他網路傳輸，要求共同裝置接收 DVBT 才有機會，帄板、智慧型手機

要能接收 DVBT。 

 

理性來說，掌握節目內容的智財權才是最重要的，所有商業台都是這樣，製播分離是對

的，把所有你要投資的都集中在內容的智財權，如果願意這樣走，理性經營，會有個未

來。 

 

七、 無線電視台本質還是好的，如果挹注多一點錢，還是可以有部分的市場，但在台灣

與國情不符，難以實現。 

 

程：跟目前民主不符合，因為這樣就會變成國有公司，我不認為這樣不行，因為 NBC、

KBS 就是國有公司，大家為它掛名公共電視台，傾全國力量、錢下去就做得出來。但台

灣現在的民主完全不接受這個，台灣被威權所害太久，對‖state‖完全害怕，state 

broadcasting 畢竟還是一種國家代表。 

 

附錄五：訪談公共電視談數位轉換 

 時間：1/18 下午三點半 

 地點：公視總經理辦公室 

 與會人士： 

政大新聞學系教授 彭 芸 

公視總經理       曠湘霞 

公視研發部       林齊龍  

 

 

研究發展部林齊龍：談 T2 是工程部為主，談必載時是五台總經理。那天兩個議題，原

來上一屆的通傳會會委員做了一個決定，就是二單釋照釋放兩張，兩張建議是用 T2 技

術，這次找我們去主要也是一個溝通的會議拉。第一個議題虞孝成副主委主持，就是無

線五台、現有業者有沒有意願來標這兩張二單執照，現場一講公視跟華視沒有，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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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資金去標嘛。 

 

變成就是另外三台。附帶可能就要用 T2，如果願意來標，是不是要採用 T2 之外呢，為

了要顧及現有，因為我們去年才做數位轉換，當初技術用 T1，在 T1 的盒子上看不到

T2 訊號，為了顧及原來民眾能繼續收到 T2，可能考慮給標到這張執照的人另外一組頻

率 6MHz 去發射 T1 訊號，它的執照本身是必頇用 T2，T1 等於借用、雙載。可這就會

涉及到設備成本 double，民眾是不是已經做好 T2 接收的準備，這是我們當時就有討論。 

 

第二個問題是說，如果既有業者不願意來標新的執照，為顧及 T2 和 T1 並存都看得到的

情況，NCC 願意借一組頻率給現有業者五家，請你 T1T2 雙載，一樣是那個問題，大家

都要多買一套設備、維運費也要增加等等。事實上 T2 和 T1 訊號涵蓋範圍又不一樣，那

天已經講了，應該是從接收端先解決，如果這個政策是國家的政策，在這個傳輸技術上

是必走的方向，從新進業者角度，以民視當年成台的經驗，他們大概也花了三年。 

 

因為第一個，先要公告程序，然後提 proposal，經過審查要競標，這個過程整個弄完行

政程序一兩年跑不掉，後面還有站台建置，我們當時有問他，新進業者是不是還要依照

廣電法現有的規定，必頇要自建站台，一樣要經過電台查驗的過程才能夠去申請電視執

照？當時解釋是說，對，法規沒有修訂必頇要這樣。頂多他們容許和既有業者去談共構，

可是一樣要花時間，所以大概快則三年、慢則五年是有可能。所以我們才說應該利用這

段時間，如果 T2 的方向非走不可，是不是應該現在就去跟經濟部討論，在標準局那邊

先把 T2 規格放到未來所有新製造的電視機和機上盒裡面。定個期程，比如兩年內，大

家可以討論，以後在台灣販售的機上盒跟內建的電視機通通必頇有 T2，因為 T2 可以看

T1，這樣的情況下，等於民眾先擁有可以看到兩種訊號的功能，同時再進行新的建置。 

 

這個時間其實對既有業者來講，我也不需要去發射 T2 阿，他本來說要借我們一組頻率

去雙載，因為沒有必要嘛，新的盒子一樣看得到我們，可是這個過程也讓既有業者，如

果未來大家都要轉換到 T2 去，這是另外一次數位轉換，不光是對業者、對民眾來說也

是。所以我們才說應該讓這段時間很明確，讓業者開始有籌措資金、買新設備的準備，

就不必現在去做這件事，讓民眾新的機上盒普及率增加了，他應該就比較容易水到渠成、

達到無縫接軌。不然的話短時間要這樣一個大轉變，對所有人都是另外一次痛苦...那天

副主委聽聽大概就知道無線電視台的看法了，所以後半段就沒有特別鼓勵大家去做這件

事情。 

 

曠湘霞：你要不要講一下我們工程部對國際上T2的...其實我們是覺得NCC沒有準備好，

就是想了一個 T2 名字就在那邊拼死要推、迎上科技時代，這我講的我比較偏激的人喔。

根本都沒有準備好，你自己有沒有做研究，我們自己都說可能要做研討會什麼東西，甚

至鼓勵我們工程人員自己去找相關資料來，寄給 NCC 這些技監，讓他們知道是不是看

到新的東西我們就要往前衝？過去很多經驗，我們曾經有付出過代價，而且代價還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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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是不是大家可以比較...尤其現在無線台經營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再逼我們

做很多事情，大家都會浪費很多的成本。 

 

林齊龍：這次會議是由綜合規劃處辦理，他們拿的資料一開始就寫其他各國都已經採用

這個先進的技術等等，一副就是國際上很多國家都在採用。可是我們事實上是有 DVB

整個組織最新的訊息、roadmap，目前接納這個技術大概五十幾個國家，可是真正採用

的只有十幾個，另外有七個到八個國家只是 try，try 不代表他佈建；真正佈建的國家裡

面，唯一是原來已經走 T1，開始佈建 T2 的是以英國最...，為什麼，英國推 DVB 已經

很久，他原來不發展高畫質電視，以前歐洲國家對高畫質電視不抱持樂觀態度，可是後

來他們發現這也是一個國際趨勢，而且的確會再刺激一個產業提升。所以他們後來決定

要走高畫質電視的時候才發現，他們原來 DVB-T 的頻寬不足去做這件事，所以才釋放

新的頻率，就用 T2 去增加頻寬使用效益；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在原來 DTV 的傳輸網

路之外，另外再佈建 T2 的傳輸網路，逐步去做，然後用高畫質電視來帶動民眾願意轉

換。 

 

英國是逐步在做，他們已經走了很久...光一個 BBC 在做這件事有多少錢？可是很多國家

像法國，法國即便有共同傳輸公司，法國政府在詴播 T2 之後，雖然認為不錯，可他們

也就停住了，為什麼？就是我剛剛講，不要讓民眾跟業者立刻要再經歷一次很痛苦的數

位轉換，這個又要投資很大一筆錢，他們最快最快大概要 2016 年才會再恢復要不要走

那件事。所以有些國家是詴過，發現技術好但放著，因為我不想造成擾民和業者的困擾；

有的國家是因為剛好數位電視轉換之前，已經有這個技術了，他就一次到位，真正採納

的國家裡面是這種比較多，亞洲以馬來西亞和緬甸，也是前一陣子詴過後說，像法國一

樣暫停，現有的建置完成以後未來再說。那天現場我們也有把這個訊息向副主委報告，

他也就聽進去了... 

 

 

彭芸：就我所知道的，NCC 第一屆的時候，其實那時候百廢待舉，重點當然就是通傳

大法。但是新進業者，因為現在頻譜規劃還是屬於交通部，相對來說交通部時代已經規

劃 5+1，重點就在於現有業者能不能去競標？第一屆的時候心態上是可以，反正要標嘛

憑實力。我們那時候有幾個委員是反對，現有業者表現成這樣、又沒錢為什麼還要進來。

當我離開蘇繼續就是朝這方向走，原則上不行... 

 

林齊龍：剛剛提到的，到底 T1、T2 是並的，還是就取代？這在內部討論很久，可是第

四屆可能有些承諾...，其實現在急的是上面，所以綜規會請你們去討論這些東西，一定

是被押著要做這些東西....所以去年數位轉換其實是技術上啦，過程中問題很多，現在也

還沒有解決。 

 

曠湘霞：有阿，其實我們承擔的最多，現在很多問題都落在我們頭上，這邊付錢那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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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這我們頭很大阿。最近幾個無線電視台因為被污名化太久，說經營不好、節目都重

播什麼，他們覺得是因為定頻...國家沒有一個傳播政策嘛，哪有說把無線電視台做小？

當初定頻就把我一劃劃到那邊去，明明廣播電視法並沒有說只必載一個頻道，他只有說

必載的精神喔，但是類比忽然到數位，你就把它解釋成一個，這其實是值得爭議的。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台灣 AC Nielson 數字的濫用，還有台灣地形造成無線電視台沒有辦法

生存，真的沒有辦法生存，人家就說那你們都不行拉，所以第一個無線電視台說你不可

以在字面上歧視嘛，說不讓我來申請第二單頻，我不來申請是我的事嘛，但你不能限制

我。 

 

林齊龍：那天我們其實只是不願意讓他們覺得難堪拉，在整個數位轉換的時候 NCC 有

另外編列預算補助低收入戶，當時是採用 T1 而已，如果你當時就已經知道未來發展方

向是朝向 T2... 

 

彭芸：當初的人現在人都不在了... 

 

林齊龍：你立刻會面臨當初拿到的盒子看不到 T2... 

 

彭芸：因為那時後是為了趕快達到關掉，然後讓張進福可以好好退休...現在 HD 的要求

你們是可以達到。 

 

林齊龍：HD 的要求我們早就達到，因為我們這個 HD 頻道管甚至全 HD 的，我們並沒

有 HD 跟 SD 在同一個頻道裡面；他們是因為某程度四台當初也是很倉促被要求加入 HD，

因為在 100 年之前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講明確的時程表，一直到 100 年元旦總統文告裡面

的一句話，說要發展高畫質數位電視，這時候才變成 101 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也就促

使了整個數位轉換。整個這樣的一個過程對四台來講是不太公帄，因為當初從來沒有人

明確告訴他們必頇這樣。 

 

其實公共電視當初做 HD 的整個詴播計畫到拿到執照過程其實也很曲折，曠總應該還記

得，有一次我們去開結案報告，都還有外面委員認為高畫質電視目前是不需要的，那也

才 100 年初（曠：說我們是做奢侈的東西）。 

 

彭芸：後來 NCC 為了這件事情也是被監察院糾正了拉。 

 

曠湘霞：其實我都很訝異，我來到公視之後為了一個 HD 的執照，跟委員之間...都覺得

怎麼這樣。回到剛剛那個話題，幾個無線電視台老總討論出來是說，台灣真的缺少一個

傳播政策，究竟要怎樣大家講清楚，如果覺得無線電視台很重要，但因為現實環境的關

係，那你就讓我們能被看得到，就全部必載嘛。必載以後如果我節目還是做不好，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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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執照廢掉或怎麼樣都可以嘛。但不是阿，你回頭先把我罵一頓，但是我另外兩個數

位頻道是播到空氣裡面去的，台灣只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在看，大家把話講清楚，不要先

把無線台罵一頓。利用修法的機會，給我們一個機會全部必載，至少看得到我才有收視

率、才有收入阿... 

 

彭芸：前天關也是跟我討論這個部分，我在的時候去立法院好幾次為了必載，因為有廣

法只能必載一... 

 

曠湘霞：公視也只有一，因為我另外 HD 是 HD... 

 

彭芸：我那時候是認為應該要 trasmission consent 的意思是說，民視當時是贊成的，因

為它還可收到錢... 

 

林齊龍：民視那天也講，他對當初修廣電法第三十七條，因為是在民視成立的時候去修，

原來只是「得」，後來改成「應必載」。以立法的意思因為當時是類比時代，一張執照真

的只有一個頻道，所以那時沒有去想到未來多頻道，可是如果就立法的意思來講，就應

該無線電視台都要被看到，因為電波是公共財，無線電視台本來就應該服務全國，不像

美國各地方台，這樣的情況下應該讓民眾免付費的情況下能看到所有的無線電視，這是

第一個；如果沒辦法，你還是要想辦法讓他看到，因為無線電視台拿到這個電波本來就

是特許的情況下拿到，他做的節目應該讓更多人看，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以現在的 37 條

解釋，未必不能全部被必載，只是 NCC 去年在數位轉換之前，針對數位轉換之後到底

有幾個頻道被必載做了一個解釋：一張執照只有一個頻道，那個頻道就是現在那個頻道，

所以才會有所謂類比主頻到數位的主頻。 

 

這當然就會涉及到後來的HD四台也被要求，可大部分就HD跟主頻是一模一樣的節目，

只是中間某些時段是真正 HD 節目在 HD 頻道出現，在 SD 全是降轉下來。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兩邊可以互挑一個，沒有必要一定非要原來那個，這倒是那天我們還沒有機會談

到這一塊，只有事後私底下跟各台說應該爭取這個阿，以我內容一樣，那我是不是這個

頻道過來，我同樣在數位這邊因為 HD 頻道必頇被必載，類比這邊我還是維持降轉過來

被必載，那就是一個頻道嘛，當然扯到著作權的問題那就很麻煩... 

 

彭芸：從行政院科顧組的想法，他就是希望三網競爭，變成是帄台競爭，所以無線台為

什麼這次開兩張，因為是可以壓的，所以有 14~15 個頻道，加上現在 16 就 30。他的意

思是說完全是一個無線的帄台，不見得一定要去看 system operator 的臉色。 

 

林齊龍：其實前面那場在談 T2 的時候虞副主委有稍微提到，搞不好二單會容許製播分

離，你們拿到執照的人可以讓別人來上你的架；當時其他的友台其實也有提，所謂製播

分離是什麼意思講清楚，是說我拿到這張執照後，我可以選擇其他頻道，我不必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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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那頻道...結果虞副主委他可能沒有很清楚我們所謂製播分離的意思是什麼。 

 

曠湘霞：五個無線台也去看過張善政，他聽懂了我們的意思，基本上把現在的五台要怎

麼樣來看待，現在的五台你眼看著他死掉、凋零喔，這是另外一個面向的政策考慮喔，

不要跟我講未來要幾個網，都不是，在那個出來之前這幾個台就必死了喔... 

 

彭芸：你剛剛說你是被拖著去...，因為公視本來就數位化程度最高，也就是說你們不受

政治因素影響本來就活得很好... 

 

曠湘霞：我剛剛講我們還是有一個頻道灑到空氣裡阿，所以我們一直也希望公視二台能

夠被必載阿，因為從公視的精神，我不只是電波頻道，我的節目也是納稅人的錢，我們

更應該被人家看到。 

 

彭芸：因為你們還會牽涉到公廣集團... 

 

曠湘霞：原民他今年一定會出去，客家台本來就已經在無線...它是因為有廣法把少數族

群的東西列進去，原民也是那個東西，並不是因為他是公共電視無線頻道被必載。所以

我現在還是有一個頻道，另外的話我還有一個 HD 執照，變成兩張執照，這個也變成必

載阿，結果在這個過渡時期，很多人看到我們根本不是 HD 品質阿，尤其地方小系統，

我每次都罵上字就變螞蟻阿，而且放到一百多台去根本看不到。 

 

整個國家政策到底這種頻位...當初也是砰一下就定頻分掉了，我們覺得很多東西要討論，

其實以公共電視來講，無線電視台在爭取的東西跟我們不見得一樣，但是從必載的觀點

來講，我希望法上面都寫必載阿，否則我做的節目好不容易上了有線，我還付不貣那麼

多智慧財產權的東西。因為我只要是必載，在有線系統我就不需要去付有線那些智財權...

現在陳剛信想清楚了，民視還是賺錢的無線台，他都已經知道，其實民視沒有有線的新

聞台，他是賠錢的。 

 

現在無線台要政府能夠看到這些問題，先不要去講科技、雲端，到底政府要不要無線台

活？大家當然會覺得說怎麼那麼沒出息... 

 

彭芸：就我所知道，NCC 內部同仁對無線台是有意見....因為從電信人角度來說，覺得

你佔了那麼多頻譜、那麼多年，這也是事實... 

 

林齊龍：如果國家認為三個帄台是一個必頇要的產業環境，對我們無線帄台來講整個大

環境是非常不友善的。第一個我們無線五台到現在沒有全省微波鏈路阿，我們以中央山

脈一切，西部還好，我們的訊號要過到東部去，是不能靠我們的無線訊號過去的。包括

我們都一直在爭取這一塊，按照台灣海島的環境來講，其實電波是沒有壅塞的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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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跟鄰近的國家都沒有頻率干擾的問題，不像歐陸的國家那麼近，真的要大家講好

用那一塊；美國因為地方台太多了，兩千多個。其實一直說我們頻譜不夠，是講不過去

的，其實交通部消息都說是夠的，那為什麼不給... 

 

我們以現況來說，還是希望能夠給我們完整的微波鏈路，五台共用都沒有關係，因為我

們很多轉播站台也都是共構，尤其是改善站的部分。只要給我們訊號源能夠把訊號送到

東部，那我們也不用花錢去租光纖，也不用去弄衛星上鏈，反而在訊號中繼過程還造福

很多山區部落，他也可以用無線收阿，因為我的訊號有在那邊。現在很多山區沒訊號不

是說沒有轉播站在那邊，是因為沒有中繼的訊號到那邊，我們就沒有辦法再轉發射。 

 

彭芸：去年數位轉換站不是都做了... 

 

林齊龍：我們申請的微波鏈路被腰斬，公視當初在公廣兩年數位計畫本來就有提出「全

島微波鏈路」，而且我們都規劃好了，連很多地方的地都已經找好，甚至跟當地地方政

府都講好，有的已經跟國有財產局付了租金。所以我們工程部手上還有很多可以設微波

站台的點，可是 NCC...，在 98 年我們整個計畫送去經建會第二次審查的時候，預算規

模還是維持著微波鏈路，還有我們東部、離島的 HD 站台，可是這部分在 99 年就被他

們（NCC 跟新聞局）全部砍掉。因為他們特別預算要到 100 年底就得全部執行完畢，

拿我們會來不及當理由，可是你想想看，我們過了百年之後突然發現，東部沒有 HD 站

台，怎麼去做全國的 HD 元年？所以新聞局又撥了另外三個站台的錢，這本來在我們兩

年計畫是有的。 

 

曠湘霞：我們很匆忙的情況下做了東部三台。 

 

林齊龍：我們原來的改善站突然一下說，那原來 24 個裡面有 21 個也趕快去幫忙 HD 化，

由 NCC 出錢，這些錢其實在原來的特別預算裡面都有，你只要給我頻率，我們其餘就

做完了。就這樣重複，當然沒花的錢收回去就沒花，可他等於還要找另外一筆錢來把事

情做掉... 

 

彭芸：我在 NCC 的時候大家都認為公視做得太貴了。 

 

林齊龍：這又是一個真的可以去告謝委員。我們做的覆蓋人口面積都是幾十萬、幾百萬

人的大站台，我們是從五台的主站台去補足數位電視發射系統，從 92 年計畫開始，然

後後面蓋的改善站都是大站台，一直到最後幾年都是比較小，才會有坪林那種小站，可

那都有他另外的考量，因為那是觀光的點，所以來回的行動接收是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後面 NCC 很多做得站台，都是小型補隙站，立竿式的，所謂立竿式就是類似一根電線

桿有一個小的轉繼器就好了；我們都是真的有機房有鐵塔，而且發射功率都是比較大的，

這些設備都不一樣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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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湘霞：你再把最近 NCC 做的事講給他們聽 

 

林齊龍：他們甚至有發包的站台是沒有訊號源，要從一兩公里外另外再用電纜把訊號源

拉到那邊再去發射，那這個叫做什麼建置。可是後來人家廠商都講出來這種事情阿，他

蓋了一個站台，沒訊號源怎麼辦？一兩個公里外拉電纜過來阿，這樣也可以驗收。這些

事情如果真的我們要拿出來公開講，真的就大家上法院來打官司，他到了去年還在一個

公開場合講公視怎樣...那麼大的站台跟你一根電線桿的站台怎麼比阿？我們有時候也很

無奈。 

 

整個數位電視建置過程政府本來還有一個共同傳輸公司觀念，那時候才說先交給公共電

視管理那些設備，等傳播公司成立之後再移交，可是最後就無疾而終。無疾而終我們還

是被繼續委託去蓋後續的站台，所以我們從 92、93、94、95、96、98，這幾個年度計畫

裡面蓋了我剛剛講的，包括 24 個改善站。這 24 個改善站的設備現在掛在我們這裡，可

是有很多改善站的地權是屬於地方政府，當初他們就蓋有類比的機房跟鐵塔，所以我們

只是把它裡面的設備數位化，它原來類比一直到後來類比回收才撤掉。可是當年為什麼

會有這些地方所屬的改善站或補隙站，那是因為省政府時代就有一個補助辦法，地方政

府認為這邊沒有無線電視訊號，我就去向省政府申請，省政府編列預算、無線五台做工

程規劃，然後省政府幫他發包採購，採購好設備就移交給地方政府，所有的維運費用等

等就由地方政府編預算自己支應。無線五台從技術面來協助，做技術顧問的服務，當初

都相安無事，可是唯獨這一塊，明明同一個站台裡面有類比設備，我們受委託保管的設

備放進去以後，這批設備他反而不付錢、任何維運費用都不付，台匇市政府甚至在南港

山還要我們去付租金、電費、維修費。 

 

這些錢都我們要承擔，無線五台後來才勉強同意分攤部分設備的維修費，不然從頭到尾

都我們，我們從新聞局時代看到共同傳輸公司這後來已經不可行，即便現在政策要改變

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不可行的情況下，拜託能不能去協調地方政府，依據省政府時代

的條例回收然後轉移；好幾次的會議我們都講了 NCC 也在，沒有處理，然後從 99 年整

個站台建置的業務從新聞局轉到 NCC，NCC 才開始接手他自己去發包幫地方政府蓋的

那些。這些呢，他就回到原來發包完了，設備給地方政府、後續維修費用地方政府負擔，

唯獨我們蓋的那 24 個站孤兒一樣，放在我們這邊養，真正的爸媽還對我們不是很友善，

所以我們也不斷要求 NCC，可還是沒解決。 

 

前幾天才又開了一個這些站台的維運費用將來怎麼支應，竟然還打了個念頭要恢復徵收

無線廣播電視基金，怎麼可能？ 

 

彭芸：必頇要說無線台現在真的像孤兒拉...現在都是電信的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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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湘霞：我也有很多制度上問題和法制上問題要處理阿... 

 

彭芸：公視法裡頭呢？能不能把一些東西掛進去，你要等廣電三法... 

 

林齊龍：其實數位匯流辦公室會議上我們提了很多，包括機上盒政策、收視改善，其實

社區共同天線的問題我們也提了。現在很多民眾他收視有障礙，這障礙要靠法規來解決，

因為現在高樓太多了，旁邊一個矮帄房，他的訊號來源剛好被高樓擋到了怎麼辦呢？像

日本就規定這個大樓必頇拉訊號給他，這個部分日本政府還編了預算補貼，所以他們目

的還是說無線電視應該要全國普及的，要造成民眾收視無障礙。這個就不是電視台業者

要處理的問題，因有很涉及到法規，還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其實都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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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witchover i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switchover in Taiwan,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legal considerations, resistance from industry and the detailed 

plan to close analogue signals before the due day. 

 

When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osed their 

analogue signals and embraced digital television, Taiwan followed suit and asked 

terrestrial stations to go digital before the opening of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believed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errestri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reception equipment (set-top boxe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to stimulate consumer demand would ensure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ould be a succes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echnicall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ent smoothly. But there's no digital dividend spectrum vacuumed and 

designed for future use. 

 

key word: digital switchover, digital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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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witchover in Taiwan 

 

Introduction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that has 

required each country to seriously assess its spectrum use and determine the timescale 

and m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switching over from the analogue signal to digital. 

Most of the (technolog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Japan, Canada, 

switched from thei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ignals to digital around 2010; for the UK 

and other EU countries it was before the end of 2012.  

 

Following these trends, the Taiwan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2012 would ush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igital Era. This was underscored on July 1 of that year, when 

analogue television signals no longer existed in Taiwan and a totally new age fo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beg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switchover in Taiwan,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legal considerations, resistance from 

industry and the detailed plan to close analogue signals before the due da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in advanced countries has involved many stakeholders:  

government, traditional television stations, telecom companies, network operators, 

electronic companies and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 all of which hold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he television value chain. Iosifidis (2011) examined the transition to 

digital television in Europe and stated that national policies we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markets, political contexts and supra-national influences.  

 

Before the final date of switchover, most countries had to face issues concerning 

technical standards (Angulo, et al., 2011),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Freedman, 2008, 

Gerbarg, 2009, Iosifidis, 2011), as well as consumers' reactions (Holanda, et al., 2006, 

Verdegem, et al., 2009). Moreover,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olicy by Taylor (2009) 

discussed how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regulated broadcasters toward the switch to 

digital television without too much attention to public interests. 

 

In general, most analysis has focused on the reasons and benefits for the switchover 

and who the major stakeholders are. Freedman (2008) concluded that digital choice, 

industrial benefi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and digital inevitability were th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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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s during discussions on the digital switchover. Another area that has garnered 

much attention is the digital dividend, which has stressed the high value spectrum still 

retains in this digital world. 

 

The so called digital dividend spectrum (Sridhar, et. al., 2013 )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closing analogue signals in many countries. Due to 

either scarcity in spectrum or increase in demand for wireless broadband, most of th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start spectrum refarming or adopting auction to re-

examine the usage of the spectrum.  

 

When it has been discussed, the spectrum-related public interest goals typically fall 

into two basic categories (Goodman, 2009:175): economic and social goals. 

Economic goals include the public interest in efficient spectrum us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Social goals include public interest in telecommunications access, 

diverse programming, and emergency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Mos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naturally strive to determine an effective policy to serve these two 

goals.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Freedman, 2009, Taylor, 2009), however, that 

economic goals often exceed others due to the lobbying power of the stakeholders. 

 

Still, when industrial policy is important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ation, the 

economic industry policy could also be bundled as social policy, referring to foste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avoiding a digital divide (Pauwels & Burgelman, 2003, 

Broeck, et al., 2011). Sourbati (2011) also emphasized how public interests can be 

placed first to pursue the goal of information society. 

 

Universal access to the traditional television channels, for example,  has been seen as 

a minimal prerequisite to avoid social inequalities (Iosifidis, 2011, Sourbati, 2011, 

Sridhar, et. al., 2013). The universality principle implies that the switch-off of 

analogue television will not be feasible and socially acceptable until almost all 

viewers have migrated to DTT. Since free television of the terrestrial station has been 

seen serving the purpose of public interest and pursuing the goal of information 

society, each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would tend to use the switchover as political 

project. 

 

Digital Switchover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digitization of television is to obtain 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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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for other uses and to improve picture and sound quality, 

each country set a different agenda for the transition.  

 

EU 

 

So far, most literature on the switchover uses the EU as a healthy example for policy 

making, deployment, and digital content development. Study (ref. Iosifidis, 2011:161) 

showed that in recent years it was put high on the agenda of European regulators. In 

2005, all member states in the EU were encouraged to publish a switch-off plan and 

set their own timescale for trans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witch-off by the 

beginning of 2012. The official rationale behind this policy was that by switching off 

the analogue TV signal, more capacity is created for other services in the spectrum, 

such as mobile televi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refer Broeck et al., 2011). 

And others (such as Broeck et al., 2011) believed this decision was a political one that 

to a larger extent aligned to an industrial policy agenda that aimed to further the 

media, telecom, and tech industry in Europe. Being purveyed a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gital television might very well also present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xpansion (Sourbati, 2011). 

 

Regarding the service of DTT,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followed the British model 

by launching subscription-free DTT services. Nonetheless, DTT has not been a total 

success story across Europe. According to some observers (Iosifidis, 2011,  Verdegem, 

et al., 2009 ), free DTT in some smaller European countries could not attract enough 

numbers of viewers. Depending on market size,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social, political 

contexts, Greece, Portugal, and Ireland, for example, were not eager to enter new, 

unfamiliar, and commercially risky television services.  

 

UK Model 

 

In the UK, where a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DTT was introduced in 1996, the policy 

objective to implement the switchover to an all-digital broadcasting environment was 

announced in 1999, and Action Plans for digital television and for the electronic 

delivery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were launched in 2001.  

 

With the launch of the BBC-led Freeview service in September 2002, DTT in Britain 

has turned into a free-to-air only platform. According to Iosifidis (2011:12), the 

primarily free-to-air system has proved compelling to many households and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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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ed to rebuild public confidence in DTT and to combat the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DTT is pay-TV.  

 

Under Digital UK 2006, the switchover has facilitated greater access to DTT. At the 

same time, DTT provides more channels and new services to the viewing public in the 

UK and helps maintain the UK as a world leader in broadcasting. Furthermore, policy 

decisions have set clear targets for universal availability, affor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DTT (Sourbati, 2011). Though the goal might not be accomplished as 

well as planned, the UK has strengthened its reputation worldwide in this regard. 

 

US Model 

 

While digital television was pursued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U.S. government has eager to associate herself with the dividends of an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aid by former FCC Chairman Michael Power, "... we have no choice...the 

trends in technology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will ultimately demand it of any 

provider that hopes to be relevant in the digital future." (ref. Freedman, 2008:181)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Goodman, 2009, Freedman, 2008), the two most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analog to digital broadcasting in the US were 

the recovery of spectrum for other, non-broadcast use and the delivery of a more 

advanced broadcast television service with all the traditional public benefits of 

existing service. 

Under the Digital Transition and Public Safety Act of 2005, full-power broadcasting 

of analog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ceased after Tuesday February 

17, 2009. To help U.S. consumers through the conversion, the Act also established a 

federally sponsored DTV Converter Box Coupon Program.  

To assist consumers through the conversion,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rough it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division 

handled requests from households for up to two $40 coupons for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boxes beginning January 1, 2008 via a toll free number or a website. The 

program is paid for with a small part of the $20 billion taken in from the DTV 

spectrum auction.  

But the schedule has been delayed. The DTV Delay Act changed the mandatory 

analog cutoff date to June 12, 2009 although stations were permitted to cease analog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Transition_and_Public_Safety_Act_of_20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upon-eligible_converter_box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partment_of_Comme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Telecommunications_and_Information_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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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s before the new mandatory cutoff date. Now except some low power 

television stations, all th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in the U.S. broadcast digitally. 

Techn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lthough there are four international TDT standards for digital television: the 

American (ATSC), European (DVB-T), Japanese (ISDB-T), and Chinese (DMB-T), 

so far, the DVB standard has been the most comprehensively adopted in the world and 

generates significant economies of scale for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Certain scholars (Angulo, et al., 2011) have analy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restrial Digital Technology (TDT) standards adop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 US and Mexico adopted ATSC,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North-W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dopted DVB-T, which later was upgraded to 

DVB-T2 in 2009. 

 

Governments assess the adequacy of standards by considering several aspects 

(Angulo, et al., 2011:777): quality offered to the viewers, flexibility to adapt to other 

configurations, possible applications and business models; costs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and potential for updates.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technical standards, stages for the switch-off of analogue signals, and subsidies,         

etc.) of the digital switchover in Taiwan and utilized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as well as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mpile data. 

 

The questions raised on the policy included the decision for the switchover, the choice 

of DTT standard, and evaluation of the switchover. 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1. How did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TC)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NCC) come to the decision on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schedule for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ill there be a solid plan toward the 

vacuumed spectrum? Does the digital dividend exis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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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choose between UK model (led by BBC) and US 

model (coupon program)? Why? How important is the universal access principle 

applied here? 

 

3. How did th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in Taiwan start working on the digital 

television project? In what areas did they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meet the 

deadline of the switchover? 

 

4.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digital switchover in Taiwan 

 

Since the author was serving as the Chair of NCC (2008-2010), many major decisions 

were made under her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three government officials (Tien-Lai, 

Deng,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Der-Wei, Wang, Deputy Director of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nd Dr. Yuan-ping Cheng,      

Director of the Northern Regulatory Office, NCC), who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nd execution of the switch-off,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in the summer of 2013, one year after the switchover.  

 

In light of the cooperation of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during the switchover 

process, five CEOs of the stations were interviewed in Feb. 2013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eparation and challenges they had faced. 

 

Results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made the decision to 

close the analogue signals, and what problems and issues were raised and solved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results can be analyzed as follows: 

 

I. Changing technical standard, changing agency 

 

When Taiwan Government began the digital television project back in 1998, it 

selected the ATSC standard based on the ti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ach terrestrial station in Taiwan was assigned two 6 MHz (12 MHz total) for trial use. 

However, as the DVBT standard matured, the Government eventually switched from 

ATSC to DVBT in 2001. This change caused numerous complaints from the industry 

due to the waste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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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5, the Administrative Yuan passed the draft of the digital television 

development plan that confirmed the details of the digital switchover, including the 

stages, areas, and means for closing analogue signals across the nation. Consequently,  

 

the date was set at the end of 2010. The draft, however, was not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ime. The task of the digital switchover then became a 

responsibility of the newly founded agenc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2006. 

 

As an independent agency, the task of digital switchover was initially not a priority 

and there no notable incentive for either the agency or terrestrial stations to close 

analogue signals at that time.  

 

II. Lack of Incentives fo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There are fiv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in Taiwan, three of them (TTV, CTV, FTV) 

are commercial stations while the other two (CTS, PTV) belong to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PBS). TTV, CTV, and CTS wer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which meant that the stations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ruling party, KMT. The spectrum these stations used was assigned without 

question.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spectrum use had not been examined carefully. 

Accompanied by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wo newly born stations, FTV and PBS served different political purposes.  

 

When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switch to digital in the late 1990s, PBS was chosen 

as a model station. Switchover preparations were underway and money was spent on 

the digital experiment by sending personnel overseas for technical training, etc. Yet, 

the trial of DTT at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Commerci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concerned about the loss of viewers and the subsequent 

potential decline of advertising. This greatly hindered support of the switchover.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at this time no law had been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stipulating a deadline for digital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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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pioneer for the switchover,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obtained most of 

its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as a result, was able to produce some 

good quality HD programming. Furthermore, the personnel they had trained beca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digital era and how to manage it. Nevertheless, it was still not 

sufficient enough to support the whole DTT environment (Cheng, 2013, interview). 

 

The commercial terrestrial stations complained that the resources were put on the 

performance of PBS while the commercial stations were left behind in pursuing the 

goal of switchover. They were questioning the good example set by Freeview in the 

U.K. to lead the digitalization. PB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reluct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the digital switchover.  

 

III. Accelerate to embrace convergence: Set the Deadline 

 

In July of 2010,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National Info-Com 

Development Plan. The initiative was grounded in the pursuit of convergence with the 

goals of creating a high-tech island with advanced broadband service, constructing a 

sound, culturally diverse, and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DTV was emerging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latest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as such, a core objective in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cy. The 

government believed that digital switchover would b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 

success of Info-Com Development Plan.  Having been delayed for several years, 

under the newly claimed plan, NCC, with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set June, 

2012 as the date to close analogue transmissions.  

 

At this time, the technical ability of receiving good quality digital television signals 

became the top priority of NCC. Besides utilizing the existing analog television 

converter service, NCC, from 2011, began actively establishing digital improvement 

stations. 

 

Having been studied the DTV Converter Box Coupon Program of the U.S. A., NCC 

tried to present the case to the Administrative Yuan arguing that Coupon program will 

assure the success of the switchover. After several meetings with other Cabinet 

members, The Administrative Yuan turned down the proposal designed by NCC f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upon-eligible_converter_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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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scale of the Coupon Program. And the action plan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middle of 2009 designed as followed: 

 

 Action Plan  

 

1. Subsidies for set-top boxes accompanying the terrestrial digital television  

switchover: subsidize 85,000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2011 and a further 35,000 

in 2012. 

2. Conduct a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 to accompany the DTTT switchover.  

3. Summon relevant agencies to discuss the subsidy operation on set-top boxes and 

implement such subsidies. 

4. Plan the shut-down of analog television transmitters by area, and recover the 

analog spectrum. 

5. Co-operate with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C established three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s within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al Regulatory Offices in Taiwan to provide local and 

community support. 

 

Execution 

 

After coverage reached most areas in Taiwan, via improvement stations, in 2011 the 

government began campaigning for the switchover. NCC was assigned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echnical switchover while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started promoting the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e switchov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Executive Yuan, NC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as well as other Cabinet members gathered to examine the progress every week.  

 

Following the UK model, Taiwan decided to close the analogue signals by region. 

This began on May 7, 2012, when central, eastern (including outlaying islands such as 

Penghu, Kinsmen, etc.), and southern parts of Taiwan accordingly shut down 

analogue signals. Northern Taiwan, where most TV viewers resided closed signals on 

June 30, 2012. 

 

Acting on the few complaints that came upon the first stage of shutting down in May, 

NCC was able to study the SOP for answering the complaints, followed by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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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s to test the set-top boxes or related technical problems. The lesson learned from  

the first stage of shutting down in the central Taiwa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ervi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other areas. Until now, there have only been a small 

number of complaints, most of which come from the elderly and deprived families 

who either lack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o use the set-top box, or did not obtain a free 

set-top box via the community center. 

 

IV. The reluctant broadcasters 

  

During the 2012 Olympic Games in London, the digital programming shown on DTT 

was fascinating. It was noted though that the lack of good quality digital programs 

weakened the success story of the digital switchover. Most viewers, who were 

watching analogue programs via DTT, could not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witchover. 

 

While on one hand certain broadcasters in other countries could adopt a multi-channel 

strategy driven by reduced costs resulting from digit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EOs 

of terrestrial stations in Taiwan were not thrilled b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They had 

to invest substantial amounts in equipment, training, and awareness campaigns for 

digitization. Operators were not enthused to embrace this opportunity due to the 

saturation of the advertising market. This is dues to the high penetration of cable TV 

in Taiwan with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of households enjoying 100 basic channels 

of foreign and local programming for less than USD20 per month. 

 

Consequently, as soon as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ascertaine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enough funds to invest in producing digital content, they turned back to 

government for subsidies. The Taiwan Government finally decided to support the 

broadcasters to produce enough digital content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set by 

NCC. 

 

V. No Digital Divide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terrestrial television networks started in most of the advanced 

markets. This process frees up significant amount of ultra high frequency (UHF) band 

which can be potentially allotted for commercial mobile services. This referred to as 

the Digital Dividend spectrum varies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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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digital dividend wa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switchover, the case  

in Taiwan was quite different. The assigned frequency for th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of 530-608 was deemed as not particularly valuable at the time. What’s more, 

the government has still not decided how to use the returned frequency.  It has been 

found then, the switchover could not fulfill the goals either economically or socially.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hen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osed their 

analogue signals and embraced digital television, Taiwan followed suit and asked 

terrestrial stations to go digital before the opening of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The government assumed that viewers would appreciate the high quality viewing of 

the games, which would ultimately be goo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ndustry, and the 

viewers. 

 

Freedman (2008) has discusse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the switchover as digital choice, 

industrial benefits,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and digital inevitability. For the Taiwan 

Government, digital inevitability is likely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closing of 

analogue signals accompanied by perceiving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Having followed the UK model,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believed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errestri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reception 

equipment (set-top boxe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to stimulate consumer demand 

would ensure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ould be a success. The technical support had 

been put in place in time and had made government officials quite relieved.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echnically, the digital switchover was successful. 

 

Regretfully, the released spectrum from the digital switchover has so far not been 

assigned well for future use. For government decision makers, the freed frequencies 

are not so valuable and no concrete plan has been studied and executed. 

 

And for Taiwanese terrestrial stations the decline of viewership signaled the end of the 

good times. If no value chain could be established, the benefits of the switchover 

would evaporate.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general audience in Taiwan, there has 

been little impact on their viewing behavior due to most of them watching DTT via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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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government thought DTV might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da, heralding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rich society with greater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or al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errestrial digital switchover 

did not demonstrate any promises of universal access to interactive services. For 

existing terrestrial television operators, to close the analogue signals and start 

producing digital content might be a new stage for them to look forward to. But so far,  

viewers in Taiwan have not showed appreciation toward the switchover (Pe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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