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傳播匯流機制之研究
－開放電信網路提供廣電播送之研析∗－
劉柏立**
魏裕昌***

《摘要》
數位化與寬頻化的快速發展，使得電信與廣電部門出現技術匯流的發展趨勢，
打破傳統電信產業與廣電產業壁壘分明之界線，影響新世代通訊傳播之技術發展與
服務形態。理論上，藉由電信與廣電之異網競爭，不僅可以擴大市場規模，亦可藉
由競爭機制，有效創造經濟效益。然而就實務面觀之，我國電信與廣電部門分屬不
同的管制機關所主管，在因應電信與廣電技術匯流發展機制方面，尚存有改善的空
間，例如中華電信 MOD 服務所引發的爭議，即為一例。本研究從數位匯流以及電
信競爭政策的觀點，針對我國開放電信網路提供廣電播送服務之相關問題，進行檢
討分析。研究內容除可釐清我國開放電信網路提供播送服務之相關問題外，亦針對
日本的實施經驗，進行個案析，期能提供電信競爭政策新的思維模式，裨益學術研
究與政府決策參考。

關鍵詞：電信網路、有線電視、競爭政策、數位匯流、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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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 Mechanism
－Concerning Broadcast o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Liu, Po-Li
Wei, Yuh-Ch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ization and broadband enforce conventional network
services to converge. The trend exhibits on CATV that broadband access services of
over-industries have emerged. And o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theoretically,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can provide its network facilities as the use of broadcasting.
This study is focus on the view of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analyzes concerning broadcast o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he study can make clear some issues that concerning broadcast o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besides, it can provide the new think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competition
polic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Japanese experiences, expec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Keywords：PSTN、CATV、competition policy、digital convergence、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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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有線電視之發展，原係以解除無線電視收訊困難之目的，以簡單的網路提
供單向播送的服務而誕生。其後隨著數位化與寬頻化之技術革新，有線電視的功能
亦可提供網際網路或電話等通訊服務，與 FTTH、ADSL 並列為寬頻網路之三大基
礎設施之一。換言之，由於電信與廣電（Broadcast）29的技術匯流發展，有線電視
業者可以跨業經營電信事業，而電信業者亦得跨業經營廣電事業。理論上，藉由電
信與廣電之異網競爭，不僅可以擴大通訊傳播（Communications）30的市場規模，亦
可藉由競爭機制，有效創造經濟效益，提升國家競爭力。
然而就實務面觀之，我國在因應電信與廣電技術匯流發展機制方面，尚存在改
善的空間。例如，2004 年 2 月新聞局審議通過中華電信利用其電信網路提供第一期
MOD 服務的經營範圍涵蓋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等地區案，與其他既有有線電
視業者的經營範圍顯有出入，因而引發相關爭議，凸顯國內現行法規制度不僅難能
彈性因應技術匯流之發展趨勢，亦恐有阻礙產業發展之虞。

貳、技術匯流發展與問題分析
一、電信與廣電之概念區隔
電信與廣電在概念上的差別，首先就法律面觀之，所謂「電信」
，係指「利用有
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
，按照國內現行「廣播電視法」的
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31。所謂「廣電」
定義，
「廣播」係指「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聽」
；
「電視」
係指「以無線電或有線電傳播聲音、影像，藉供公眾直接之收視與收聽」32。
根據前述定義可知，
「廣電」
，就其技術本質而言，基本上是屬於「電信」的一
個部份；相對於「整體電信」的概念，法律上對於「廣電」（即「部份電信」
）的定
29

我國廣電法對於廣播電視的播送手段涵蓋有線電和無線電，然而國際上慣稱之「Broadcast」通常
僅指利用無線電之播送，而利用有線電者則另外以「Cable」區別之。就此意義而言，我國廣電法和
有線電視法存在法理上尚待討論的空間。
30
Communications 可譯作通訊，亦可譯為傳播。我國於 2004 年 1 月公布施行之「通訊傳播基本法」，
原係為因應科技匯流而制定，因此「通訊傳播」之概念，除可按基本法之定義（以有線、無線、衛
星或其他電子傳輸設施傳送聲音、影像、文字或數據者）理解外，亦可以理解為包含電信與廣電三
法所涵蓋之業務範圍以及因匯流而出現之中間地帶服務。
31
參見「電信法」第二條。
32
參見「廣播電視法」第二條。其他如「有線廣播電視」和「衛星廣播電視」，則依其訊號傳送方
式之不同，而分別立法（參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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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可以抽出如次四項特徵：
「無線或有線」
、
「直接收視收聽」
、
「單向性（播送）」、
「一對多（對公眾）
」
，此等特徵是為「Broadcast」的基本概念。
傳統上，對於廣電的管制依據，主要係著眼於無線播送所利用的電波資源稀有
性以及節目內容對社會大眾和文化發展的重大影響33。是以就管制面而言，經營電
信事業適用「電信法」；經營廣播電視則適用「廣電法」
。此外，電信業者提供通訊
服務時，基於「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原則34，對於電信用戶的通訊內容，被課
以嚴守秘密的義務35；而廣電業者一方面基於「言論自由」36的權利，原則上得自由
製播節目，但另一方面基於維護國家利益及良風善俗等社會責任的要求，節目內容
的製播，則受到一定程度的規範37。

二、技術匯流的發展面向
由於數位化與寬頻化的技術革新，使得電信與廣電出現匯流的發展趨勢。電信
與廣電的匯流發展，基本上，可以區分有「服務」、
「網路」、
「事業」、
「終端」、
「平
台」以及「內容」等六個面向的匯流發展趨勢。
首先就「服務匯流」的發展而言，基於前述「電信」與「廣電」之概念區隔，
所謂服務匯流，係指介於「電信」與「廣電」中間地帶的服務。就前述「廣電」四
項特徵中「無線或有線」與「直接收視收聽」的兩項而言，基本上，現行法規可以
有效明確地加以區隔；而另外兩項特徵「單向性（播送）
」
、「一對多（對公眾）
」則
出現模糊曖昧的空間。
蓋電信服務的本質，原本是雙向性且為一對一之通訊。然而隨著技術進步，單
向性且一對多的服務類型逐漸增加。所謂一對多的「多」字係指不特定對象的多數
（即所謂的公眾）？或係指特定對象的多數？我國現行法規似未對此有明確的區別
規範。日本在 1997 年即已制定「指導方針」38，明確規範對公眾傳播者是為「廣電」
（Broadcast）；對特定對象傳播者是為「電信」
。不過該等規範，對於所謂「多」的
認定，就實務面觀之，仍存在很大的爭議。
33

濱田純一（1993），《情報法》，pp90-95。日本：有斐閣。
參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二條。
35
參見「電信法」第七條。
36
參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
37
參見「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
38
參見總務省（2001），通信衛星を利用した通信・放送の中間領域的な新たなサービスに係る通
信と放送の区分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への類型追加等。日本：總務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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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 NTT 提供的「Dial Q2」和「off talk communication service」的電信服務為
例，前者的服務內容如圖一所示，消費者透過電話撥接即可接取利用所需之相關資
訊，NTT 的功能除了收取通話費外，並代資訊提供者向消費者收取資訊使用費賺取
手續費；後者的服務內容如圖二所示，基本上係有效運用電話電路的閒置時間，資
訊中心可對電話用戶同步播送各種資訊訊息的服務，與一般的廣播服務相當類似。
由於該等電信服務係對不特定多數對象（公眾）之通訊傳播，隱匿性較低，一般稱
之為「具有公然性的電信服務」39。

Ⅰ、撥0900-＊-＊＊＊＊＊（再加撥4位數密碼）

資訊提供者

客 戶
（使用者）

Ⅱ、付費資訊服務

（使用者）

Ⅲ、付費
通話費
Ⅳ、手續費
資訊費
Ⅴ、支付資訊費

圖一 Dial Q2 服務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ntt-east.co.jp/q2/shikumi.html
擴音器

off talk communication service
中心裝置

機房互連裝置

資訊中心

宅內接續裝置

中心電路

用戶迴路

圖二 off talk communication service 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chugoku.ntt-neo.com/offtalk
39

「具有公然性的電信服務」和「具有限定性的廣電服務」首見於 1996 年郵政省的政策報告文件「21
世紀に向けた通信・放送融合に関する懇談会報告書」，意指介於電信與廣電中間地帶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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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
studio
電話線路

伺服器

圖三 NHK 數據電視服務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nhk.or.jp/data/svc/index.html

另一方面，廣電亦有可能不是對不特定多數對象（公眾）之傳播，廣電之收視
或收聽者有可能為特定對象且具有限定性，此類服務一般稱之為「具有限定性的廣
電服務」。日本在 2000 年 12 月開始的 BS（Broadcasting Satellite，廣播衛星）數位
電視利用電信電路所提供的數據播送服務，可謂電信與廣電匯流的典型代表（參見
圖三）
。
其次就「網路匯流」的發展而言，意指單一傳輸網路可同時提供電信與廣電之
使用。網路匯流的實務範例，可列舉有利用有線電視網路提供網際網路服務、利用
CS（Communication Satellite，通訊衛星）設備提供 CS 衛星電視服務、以及利用電
信網路提供廣電播送服務等是。有關利用電信服務提供廣電播送服務之機制問題，
為本文之主要論述重點，稍後將作進一步的問題分析。
在「事業匯流」的發展方面，意指單一企業同時兼營電信事業與廣電事業。例
如有線電視業者同時兼營網際網路服務、衛星通訊業者兼營節目播送事業、或有線
廣播所租用的電線桿重新鋪設光纖提供寬頻服務業務等是，一般稱之為「跨業擁有
（cross-ownership）」
。
在「終端匯流」的發展方面，單一終端機已可用作通訊和廣電等多種用途（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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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圖四）。隨著資訊家電的成熟普及以及無所不在（Ubiquitous）40的寬頻網路接取
環境的建置成熟，終端機的匯流發展將提供吾人日常生活或工商活動更為方便有效
的重要利器。

The convergence of mobile phones,
PDA, digital cameras and TV

Samsung’s wristwatch phone
does much more than keep time
Mobile phones as keys

Controlling home applications
via mobile phone

圖四 終端面匯流示意圖
資料來源：ITU(2004). Shaping the Future Mobil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witzerland. pp36-37, pp50-51.

所謂的「平台」
，有許多不同的意涵或用法。過去，個人電腦曾經被視為一種平
台；在日本衛星電視（CS）中 SKY PerfecTV 所經營的業務形態（例如：節目管理、
市場行銷、客戶管理、節目上傳(up-link)等）被視為一種平台41；此外，在網路訊息
配送方面的資訊內容應用、認證與收費、防止拷貝複製等業務也被視為一種平台。
隨著技術的開發應用，已逐漸確立「平台」的商業經營模式，而本文所稱之「平台
匯流」
，係指可以同時利用電信與廣電服務的平台，就此意義而言，
「平台匯流」亦
包含「網路匯流」和「終端匯流」的意涵。

40

Ubiquitous 的概念源於 1988 年美國 Xerox 公司附屬研究所 Mark Weiser 博士所提倡的「Ubiquitous
Computing」的構想，目前則被引申為隨時可以接取利用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
41
參見 http://www.skyperfectv.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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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內容匯流」方面，係指一種資訊內容可以在廣播電視，也可以在網路
上流通使用。例如，電視台的實況轉播節目可以利用串流技術（streaming）提供網
路上的 VOD 服務；利用 CS 衛星電視的轉播節目更可以在網路上同步串流配送42。
一般而言，內容的匯流發展，主要是由電視業者率先發動。
前述六面向的匯流趨勢目前已出現複合性與多層面的發展現象，例如前文介紹
的 SKY PerfecTV 所提供的平台服務，現在已提供 STB（Set-Top-Box，視訊轉換器）
43

數據通訊服務，此是為平台、傳輸網路、事業經營、終端等彼此間發生複合性與

多層面發展的具體案例。由於本文之目的主要係針對數位匯流時代，開放電信網路
提供廣電播送機制問題進行分析。因此對於前述匯流發展之複合性與多層面發展現
象的問題，將另外專文論述，本文不擬深入探討。

參、電信與廣電的管制新趨勢
一、網路服務匯流問題分析
我國有線電視之發展，原係以解除無線電視收訊困難之目的，以簡單的網路提
供單向播送服務而誕生。其後隨著數位化與寬頻化之技術革新，有線電視的功能亦
可提供網際網路或電話等通訊服務，與 FTTH、ADSL 並列為寬頻網路之三大基礎
設施之一。換言之，由於電信與廣電的技術匯流發展，有線電視業者可以跨業經營
電信事業，而電信業者亦得跨業經營廣電事業。理論上，藉由電信與廣電之異網競
爭，不僅可以擴大市場規模，亦可藉由競爭機制，有效創造經濟效益。
然而就實務面觀之，我國在因應電信與廣電技術匯流發展機制方面，尚存在改
善的空間。例如，2004 年 2 月新聞局審議通過中華電信利用其電信網路提供第一期
MOD 服務的經營範圍涵蓋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等地區案，與其他既有有線電
視業者的經營範圍顯有出入。因此有線電視業者對於中華電信經營 MOD 服務44，抱
持如次三項疑慮，而向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提出檢舉45：

42

在網際網路同步串流配送的轉播節目，可以抽換原來的電視廣告內容，播放自己的廣告。
通常指放在電視機上的小盒子，因此亦稱之為機上盒，具有訊號接收、解調變、解多工、解壓縮、
解密、處理視訊轉換等功能，其功能可以延伸成多種應用產品。
44
MOD 服務（Multi-media On Demand Service, 寬頻多媒體服務）是應用寬頻擷取及寬頻 IP 的技術，
藉由電話線路、語音/數據分歧器、ADSL 數據機、機上盒、無線鍵盤及無線遙控器等設備，供客戶
透過電視機或個人電腦，隨時點選即時影音、熱門影片、線上學習、線上遊戲、金融證券、卡拉 OK
及電視上網等服務。詳請參見中華電信網頁：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326。
45
參見何伯陽（2004.03.05），有線電視系統指中華電ＭＯＤ違公平法。工商時報。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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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區經營問題
目前我國有線廣播電視之經營地區區分為五十一區（其中台北市劃分有五
個區，台北縣則有八個區）
，受到主管機關嚴格的限制46。中華電信取得
的第一期營運許可中，即包含了十四個幅員廣大的經營地區。此對於單區
經營的有線電視業者而言，主觀認定在市場上處於「不公平」的競爭地位。
（二）
、行銷策略問題
中華電信為參進市場採用免收裝機費以及在 2004 年 7 月底前免收基本頻
道收視費的優惠方案招攬客戶，破壞有線電視市場交易秩序，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
（三）
、濫用優勢問題
中華電信原屬電信事業的市場主導者（dominant carrier）47，控制電信網
路的樞紐設施（essential facility）
，因此跨業經營有線電視服務，恐有「濫
用優勢地位」
，違反公平交易之虞。
對於前述有線電視業者的疑慮，由於「跨區經營」的問題，新聞局曾於 2002
年 12 月 30 日公告「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經營者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經營
地區及相關事項」
，準此辦法固網業者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得不受經營地區
之限制。因此，公平會乃針對「行銷策略」與「濫用優勢」的問題，分別依據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48以及第十條第二款49的規定，進行了解與裁定。
首先在「行銷策略」問題方面，公平會認為中華電信 MOD 所提供之頻道數及
品質內容，尚難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相互競爭，在有線電視市場屬於新進業者，
因此中華電信 MOD 服務採行費率優惠方案藉以增加戶數，係單純價格競爭行為，
尚難認定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其次在「濫用優勢」問題方面，公平會認為中華電信雖屬電信市場主導業者，
除了在固網用戶迴路具有優勢而可認為獨占性業務外，在其餘業務所屬之特定市場
並未具有可排除競爭之能力，因此認定 MOD 為非屬獨占性業務，排除其濫用優勢
46

參見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二條。新聞局於 1994 年報經行政院核定公告劃分為 51 區，同年 10 月公告
開放業者申請籌設許可。
47
有關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義，參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二項。
48
第十九條第三款：「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 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49
第十條第二款：「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
維持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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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公平會的裁定結果，似乎未能解除有線電視業者的疑慮，蓋中華電信在完成
MOD 系統擴容和 STB 設備採購後，計畫在 2005 年第二季內包含桃園、新竹、宜蘭、
和中南部在內的地區將全面開播，並計劃在最短時間內衝刺四十萬 MOD 用戶的經
濟規模，而四十萬用戶數已貼近台灣五大 MSO（Multiple Systems Operator，多系統
經營者）的規模50。中華電信挾其固網優勢，迅速擴張 MOD 市場，對於有線電視業
者而言，倍感競爭壓力。
鑒於科技匯流使跨業經營成為不可避免之趨勢，新聞局於 1999 年即已修正有線
廣播電視法，刪除禁止電信業者申請經營有線電視之條文，並修正第四條使有線電
視業者得跨足電信業，提供電信與有線電視業者跨業經營的法源依據。新聞局認為
MOD 的傳輸技術雖異於有線電視系統，其服務內容卻具替代性及競爭性，因此審
議通過其營運許可，並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
然而如前文分析，匯流發展已出現複合性與多層面的發展現象。前述新聞局開
放跨業經營措施雖屬合理，然而就網路面而言，中華電信實質上獨占固網用戶迴路，
而用戶迴路為提供 MOD 的必要條件，因此主管機關基於鼓勵新技術新服務之立
場，則係以允許中華電信以網路獨佔之方式提供 MOD 服務？或係以公平競爭之觀
點，其他業者亦得利用中華電信之電信網路提供 MOD 服務？若為前者，或將出現
不對稱管制的問題，其正當性為何？若為後者，則其他業者有何法制依據要求中華
電信開放網路之租用？其租用條件是否合理？而透過電信網路提供 MOD 服務適用
有線廣播電視法的管制是否適宜？等問題或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二、因應技術匯流管制新思惟
根據我國現行體制，新聞局主管廣電三法業務，電信總局主管電信法業務，前
述問題不僅涉及新聞局掌管的業務範圍，同時也涉及到電信總局對於電信管制的層
面。有關中華電信利用 ADSL 寬頻網路所提供的 MOD 服務，係屬於電信服務？或
屬於有線電視服務？原本主管機關就有不同的見解。例如電信總局傾向於其屬性為
第二類電信事業，無申請有線電視執照之必要；但新聞局則堅持其屬性為有線電視，
因此特別為之公告前述「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經營者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
經營地區及相關事項」
，並依循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審議程序，核發執照給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取得有線電視執照後，固然得以「合法」經營 MOD 服務，但其「合
50

參見何伯陽（2005.03.15），中華電ＭＯＤ中南部開播。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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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卻遭受前述有線電視業者的質疑；另外，黨政軍退出媒體政策將於 2005 年底
實施，中華電信雖已完成民營化，但由於交通部公股仍占有 48%，屆時中華電信的
MOD 服務又將再度面臨「適法性」的問題。此一問題不僅凸顯出 MOD 的適法性問
題，更凸顯出在技術匯流的發展趨勢下，新技術新服務或有可能受到現行制度的約
制，受到阻礙，進而損失新興市場的成長機會。
一般而言，行政組織原係按各國歷史背景之不同，而有不同的制度設計。就電
信與廣電的管制機關而言，由同一機關掌理相關監理業務者，可臚列有美國（FCC）
、
加拿大（CRTC）
、英國（OFCOM）
、日本（總務省）
、馬來西亞（MEWC，MCMC）
等國家；分屬不同主管機關者有法國、德國、中國以及我國等國家。而在前述國家
中，電信與廣電業務為單一法律所規範者，則只有美國（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與英國（Communications Act of 2003）。美國 1996 年電信法的意義，除了在
電信服務中引進全面性的競爭機制外，就廣播電視而言，則把廣電服務（Broadcast
Services）和有線電視服務（Cable Services）明確定位為廣義的電信服務51。英國則
係配合歐盟 2003 年通訊法的管制精神，整合、修正既有的相關法規而制定 2003 年
通訊法。
通
通 訊
訊

傳 播
播
傳
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

貿易產業部（DTI）

Radio-com
Radio-com
Agency
Agency

OFTEL
OFTEL

BSC
BSC

電波監理
電波監理

電信監督管制
電信監督管制

節目內容監管
節目內容監管

ITC
ITC

Radio
RadioAuthority
Authority

商業電視監管
商業電視監管 商業廣播監管
商業廣播監管

2003年12月以前
2003年12月以後
OFCOM
OFCOM

z對BBC具有監管權責
z對BBC具有監管權責
z擴大公共服務播送業者(PSB)之
z擴大公共服務播送業者(PSB)之
自我管制
自我管制
z緊急停止BBC播送之權限仍在
z緊急停止BBC播送之權限仍在
DCMS
DCMS

圖五 英國通訊傳播管制機關改組示意圖
資料來源：劉柏立（2004）
。因應技術匯流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交通部電信總局。p86。
51

參見劉柏立（1998）。交通部電信顧問會議引言報告－公平競爭之指導方針 從第二次電信改革之
發展現況看公平競爭。交通部電信顧問會議論文集，台灣，交通部，pp1-15。
美國 1996 年電信法 TitleⅡBroadcast Services 和 TitleⅢCabl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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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美英兩國的監理機制，可以發現規範美國通訊傳播的相關作用法，
除前述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之外，還有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以及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Act of 1962。在主管機關方面，則有聯邦通訊委員會
（FCC）
、各州的公用事業委員會（PUC）以及商務部電信資訊局（NTIA）
。除此之
外，還有限制獨占行為的反托拉斯法（司法部反托拉斯局）以及法院的裁判。換言
之，由於美國政體採用聯邦制與三權分立，使得美國通訊傳播的管制架構，呈現多
元的複雜機制；英國則把既有的五個管制機關加以整合為單一管制機關
（OFCOM）
，期以因應數位匯流跨媒體管制之所需（參見圖五）52。
另外在監理管制方面，為因應網際網路之普及發達以及媒體匯流之發展，歐盟
則把傳輸網路、服務和內容等相關管制加以分離，用跨媒體的橫向思維處理傳輸網
路及服務的相關管制措施。具體而言，即把過去慣用的「電信（telecommunications）
」
名詞，改以「電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的概念替代之，統一管理包
含廣播電視等所有通訊網路基礎設施（電子通訊網路：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和在該網路上所提供之服務（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根據歐盟「架構指令（Framework Directive，2002/03/07）
」第二條的定義，所
謂「電子通訊網路」
，係指「不問傳輸資訊的種類，凡利用有線、無線、光學或其他
電磁手段傳輸訊號的系統，包含衛星網路、固定網路（線路交換，並包含網際網路
的分封交換）
、行動網路、電力有線系統等交換機或路由設備或其他設備，或為傳輸
訊號之廣播電視專用網路、有線電視網路」
。換言之，
「電子通訊網路」係泛指不拘
傳輸資訊內容之種類，凡可傳輸資訊內容之實體網路者是。
所謂「電子通訊服務」
，則係指「在電子通訊網路上，其全部或大部份係以訊號
傳輸的方式提供，通常是需要付費的服務，包含電信服務和廣電專用網路之傳輸服
務；但不包含利用電子通訊網路或服務所傳輸資訊內容之提供或編輯管控之服務。
電子通訊服務不包含「指令 98/34/EC」第一條所定義之資訊社會服務」
。換言之，
「電
子通訊服務」係指利用電子通訊網路傳輸資訊內容的服務，但廣播電視的節目內容、
金融服務、甚或資訊社會服務等利用電子通訊網路或服務而在電子通訊網路上傳輸
服務的內容，則不在「歐盟 2003 年通訊法」的管制範圍內53。
52

美國 1996 年電信法和 1934 年通訊法可視為同一法律；主要國家監理機制分析，詳請參見劉柏立
（2004）。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交通部電信總局。
53
參見高凱聲、劉柏立（2005）。歐盟 2003 年通訊法之研析。經社法制論叢，第 35 期，pp31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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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
「歐盟 2003 年通訊法」的架構思維是由網路、服務、內容等三層結
構所構成。在寬頻網路快速普及，通訊傳播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的此刻，此種管制架
構內容自有其創新之意涵。長期以來，通訊傳播產業按電信、廣播電視等媒體之不
同，各有其獨特的垂直整合型產業結構。然而在網際網路上，只要遵守 TCP/IP 的網
路協定，所有的資訊（即數位內容）皆可封包化而從媒體中獨立傳輸。因此就現階
段發展的實際情況觀之，實體網路、在實體網路上提供傳輸服務，乃至於利用該等
服務傳輸之資訊內容已出現層級分離的發展趨勢。
為因應前述從垂直整合轉變為層級分離的結構性變化，日本林紘一郎教授曾經
在 2000 年提出「總括媒體產業法」之構想，對於既有的管制架構，建議應就實體網
「歐盟 2003 通訊法」之
路、傳輸服務以及資訊內容等層級結構，進行制度改革54。
架構思維，基本上與林紘一郎教授所建議的構想方向是一致的。
管制外
管制範圍

利用電子通訊網路或服務
而在電子通訊網路上傳輸服務的內容

資訊社會服務（電子商務等）
金融服務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等

電子通訊服務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在電子通訊網路上提供訊號傳輸服務
含電信服務和廣電專用之傳輸服務
（不含傳輸資訊內容之提供或編輯管
控之服務）

電子通訊網路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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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系統及交換機、路由設備
如衛星、固網（迴路交換，含網際網
路分封交換）、行動網路、電力有線
系統、廣電專用網路等

相關設備（數位電視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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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機器、通訊機器

內容

服務

網路

註：同一企業得提供電子通訊服務
和資訊內容相關服務。

圖六 歐盟 2003 年通訊法因應媒體匯流之管制範圍
資料來源：劉柏立（2004）。因應技術匯流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交通部電信總局。P68。

惟就產業結構從垂直整合轉變為層級分離而言，並非意味傳統的垂直整合型企
54

林紘一郎（2000）。包括メディア産業法の構想。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Vol.50。日本，
慶應義塾大学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所。pp1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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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必須按層級而刻意加以分離。企業是否繼續維持垂直整合型的經營模式，抑或轉
換為層級分離的經營模式，應由企業本身按其經營策略之需要，自行判斷。因此「歐
盟 2003 年通訊法」提供同一企業得同時兼營電子通訊服務和資訊內容相關服務的發
展空間（參見圖六）
。換言之，為因應媒體匯流，層級分離固然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
然而就管制面而言，宜明確區分層級分離的管制體制，而層級分離的管制體制和企
業是否進行層級分離的經營模式，則是不同層次的問題，不宜強制規範。
歐盟引進新的管制思維因應匯流發展，其市場進入管制亦配合鬆綁。根據「許
可指令（Authorisation Directive，2002/03/07）
」的原則，電子通訊網路和電子通訊服
務之市場進入手續，業已廢除「個別執照（individual licence）
」制度，改採類似報
備的「一般許可（general authorisation）
」制55，大幅調降市場進入門檻，只要有市
場參進意願，即可報備進入市場。凡提出報備進入市場的業者，即享有「提供網路
或服務之權利」
、
「申請管線鋪設之權利」、
「網路互連交涉權」以及「作為普及服務
業者之權利」等為執行業務最基本的四項權利；另外因特定業務所需之電波頻譜或
號碼之使用等權利，則可以個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56。
歐盟引進新的管制思維因應匯流發展，其市場進入管制亦配合鬆綁。根據「許
可指令（Authorisation Directive，2002/03/07）
」的原則，電子通訊網路和電子通訊服
務之市場進入手續，業已廢除「個別執照（individual licence）
」制度，改採類似報
備的「一般許可（general authorisation）
」制57，大幅調降市場進入門檻，只要有市
場參進意願，即可報備進入市場。凡提出報備進入市場的業者，即享有「提供網路
或服務之權利」
、
「申請管線鋪設之權利」、
「網路互連交涉權」以及「作為普及服務
業者之權利」等為執行業務最基本的四項權利；另外因特定業務所需之電波頻譜或
號碼之使用等權利，則可以個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58。

55
56
57
58

參見 EU（2002）. Authorisation Directive 2002/20/EC. 第二條第二款。
詳請參見高凱聲、劉柏立（2005），pp326-330。
參見 EU（2002）. Authorisation Directive 2002/20/EC. 第二條第二款。
詳請參見高凱聲、劉柏立（2005），pp32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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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歐盟各國配合「EU2003 年通訊法」實施現況（2004 年 10 月）

資料來源：EC（2004）.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and Markets
2004. Belgium, European Communities.

因此就機制面而言，歐盟的管制架構從水平管制的觀點，把傳統上垂直整合的
網路（硬體）與服務（軟體）區分出來，為媒體匯流提供了彈性的發展空間，筆者
對於「歐盟模式」的管制理念，基本上抱持肯定認同的立場。惟考量相關法規之修
法、整併等制度改革，則對「歐盟模式」的管制架構抱持審慎的態度。主要的理由
是，
「歐盟模式」雖然號稱係跨媒體的管制架構，然而就實務面而言，具體的管制措
施係委由各國管制當局負責制定，就電信和廣電的監理現況而言，依然是處於不同

170

的管制狀態（參見表一）
。
例如英國把在網際網路上配送流通的資訊內容定位為「通訊服務」
；而網路電視
則被定位為「電視節目服務」
，管制上暫以業者自我約束為原則。法國則把具有「秘
密通訊」性質的傳播定位為「電信」
，不具有「秘密通訊」性質的傳播定位為「視聽
傳播（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s）」
；網際網路被視為「視聽傳播」，而對於利用
BBS 或網路首頁發訊者則無明確的規範。德國的電信係由聯邦政府所管轄，廣電則
由各州政府所管轄；介於電信與廣電中間地帶的服務，則按對輿論的影響程度區分
有「Teleservice」和「Mediaservice」兩大服務類別，分別立法規範之。

歐美管制概念著眼於服務內容
基本服務
管制
（通訊）

加值服務
不管制
（通訊處理）

（資訊處理）

管制

第一類電信事業

有機線設備

第二類電信事業

不管制

我
國
著
眼
於
設
備
之
有
無

無機線設備

註：日本已於2003年修法廢除一、二類電信事業分類，
放寬市場進入門檻，管制思維與歐美先進國接軌。

圖七 我國與歐美管制概念之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據情報通信總合研究所（1996）p44 圖Ⅱ-2-1 加以修正繪製。

此外，我國電信管制概念原係參考日本電信事業法，主要著眼於機線設備之有
無；歐美各國則按服務內容之差異而採不同的管制措施。為因應技術匯流之法規修
正，顯然歐美既有的管制體系較具有彈性調整的空間，在管制概念上，亦較能接軌
整合（參見圖七）。我國若要一次到位，全面整併為單一「通訊傳播法」
，除修法整
併工程之繁瑣困難外，一如「歐盟模式」在電信和廣電依然分別管制的情況下，就
現階段而言，實質意義可能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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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經驗個案研究
一、通訊傳播法規整併問題
在因應技術匯流，相關法規整併之問題方面，日本政府「IT 戰略本部」曾經在
2001 年 12 月提出「IT 領域管制改革之發展方向」研究報告，揭示「日本通訊傳播
制度，應從過去利用類比技術，以載具屬性作縱向分類的管制體系，轉換為利用數
位技術、IP 化之方向發展，並改採機能性橫向競爭體系，藉由事業的水平分離與層
。
級競爭機制，促進電信與廣電的匯流發展」59（參見圖八）

【現況】

【未來】
通信相
關法規

放送相
關法規

通訊傳播匯流

內容

內容

平台

平台

網路

網路

註：通信相關法規有：電信法、NTT法、有線電信法、電波法。
放送相關法規有：放送法、有線電視放送法、電波法、利用電信服務放送法。

圖八 日本通訊傳播法規整併示意圖
資料來源：IT 戦略本部（2001）。IT 分野の規制改革の方向性。日本，IT 戦略本部。P7。

前述 IT 戰略本部對於電信與廣電相關法規的整併建議，受到無線電視業者甚至
「日本新聞協會」的強烈反對。前者以「日本民間放送連盟」的氏家齊一郞會長的
意見為代表，氏家會長表示：
「無線電視業者，在軟硬一體的事業形態下，致力於節
目播送之普及服務，除了發揮媒體應有的功能外，基於節目播送之公共使命，在天
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亦可達成提供公眾多樣的節目播送任務。如果按照研究報告

59

參見 IT 戦略本部（2001）。IT 分野の規制改革の方向性。日本，IT 戦略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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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強制實施軟硬分離政策，今後恐難達成公共任務，對於提升國民生活與文
化發展的現行播送服務，亦恐有毀滅之虞，政府在檢討具體政策之際，應多聽取廣
電相關業者之意見，充分進行討論」60。
其後「日本新聞協會」更在 2002 年 1 月，以代表新聞界的立場表明：
「『水平分
離』把擁有播送設備的硬體業者和節目製作的軟體業者加以分離，將導致天然災害
或緊急事故時，能否有效播送特定節目的問題。迄至目前為止，無線電視台所發揮
的公共使命，即攸關國民生命、財產、生活所不可或缺的資訊內容，恐難期待與過
去一樣可以達成迅速且廣泛傳播的任務，此亦將損及言論、報導之多樣性，作為同
屬報導機關的新聞界，自是無法坐視」61。
在前述民間業者強烈的反彈意見下，日本政府已排除軟硬分離（即「製播分離」
）
的政策規劃。換言之，日本通訊傳播法規整併的問題，目前暫時擱置，並繼續尋求
因應媒體匯流的相關對策措施。

二、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制度分析
在前述背景下，日本的廣電事業仍維持「製播一體」的經營原則。因此，對於
沒有硬體播送設備的業者而言，即便擁有豐富的軟體節目內容，亦不得進入廣電市
場，提供節目播送的服務。日本在 2001 年 6 月國會通過，2002 年 1 月正式實施的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
，解除了前述問題的困擾（參見圖九）
。
事實上，日本在 1989 年進行「電波法」和「放送法」的法規修正後，已經在
CS 衛星方面引進「委託播送」和「受託播送」的制度，提供了衛星播送（硬體）與
節目製作（軟體）製播分離的機制，對於擁有節目內容的業者而言，即使本身沒有
硬體設備，亦得委託衛星設備業者提供節目播送的服務。
而在有線電視方面，當業者所經營的頻道數不敷使用時，通常可利用租借頻道
的方式解決，但頻道的出租者僅限於有線電視業者；此外，有線電視業者雖然可以
租借 FTTH 提供服務，但電路租借成本相當昂貴（參見表二）
，而且須要同時具有「電
信法」和「有線電視法」的營業許可方為可行。
為因應技術匯流發展，日本政府在 1994 年 7 月開始針對電信與廣電的匯流問
題，成立「邁向 21 世紀電信與廣電匯流問題懇談會」
，結合國內產官學界有識之士，
進行為期兩年的檢討作業，於 1996 年 12 月發表研究成果，其中對於電信與廣電匯
60
61

參見 http://www.nab.or.jp/htm/press/press200112201.html。
參見 http://www.pressnet.or.jp/info/seimei/iken200201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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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的問題，提出前述「具有公然性的電信服務」和「具有限定性的廣電服務」等介
於電信與廣電中間地帶服務的概念62，對於「具有限定性的廣電服務」建議應就其
媒體特性，重新檢討現行機制之功能性問題，進而提出應促進電信網路與廣電網路
相互利用之政策建議63。
有關促進電信網路與廣電（CATV）網路之相互利用（及我國所稱之跨業經營）
方面，基本上，有線電視業者跨業經營電信業，只要依照電信法的規定即可參進市
場，提供電信服務。但當時日本的「電信事業法」和我國「電信法」一樣，係按機
線設備之有無，區分有第一類電信事業和第二類電信事業。由於有線電視係屬於地
區性媒體服務，規模相對較小，當其跨業經營電信事業時，因其具有機線設備，因
此依法適用第一類電信事業，受到較強的管制。於是日本政府在 2003 年修正「電信
事業法」
，廢除事業分類制度，大幅降低市場進入門檻，預期效益為健全電信市場多
元競爭機制與提供更具彈性的發展空間64。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
實施前
硬體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
實施後
硬體
軟體

軟體

無線播送

︻傳

BS
數位
播送
CS
播送

無線播送

受託播送

委託播送

受託播送

委託播送

BS
數位
播送
CS
播送

受託播送

委託播送

受託播送

委託播送

播︼

有線電視播送
有線電視播送

︻通

CS 利用電信
服務
CA (設備)
播送
TV

訊︼

電信業者
的服務
（設備）

電信業者
的服務
（設備）

電話
網際網路
等

電話
網際網路
等

圖九 日本實施「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示意圖
資料來源：劉柏立（2004）。因應技術匯流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交通部電信總局。P201。

62
63
64

參見註 12。
同前註第三章「通信・ 放送の融合と情報通信産業」。
目前我國電信總局電信法修法小組亦已積極檢討廢除電信事業分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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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NTT 提供「CATV 影像傳輸服務」費率表（1996 年）
固定費率

電路數

（以每 1 大樓計）

3,000 電路以內

4,500,000

3,001~5000 之間

1,300

5,001~10,000 之間

1,200

超過 10,000 以上

1,100

終端電路

月租費（日圓）

追加費率
（以每 1 電路計）

基本費（以每 1 電路計）

99,500

追加費（以每 1 電路，每 500m 計）

11,000

中心電路

資料來源：NTT。

另一方面，在電信業者跨業經營廣電事業方面，基本上，日本規範廣播電視的
法規主要有「放送法（Broadcast Law）
」
、
「有線電視放送法（Cable Television Broadcast
Law）
」、
「電波法（Radio Law）
」。其「放送法」對於「Broadcast」的定義為「以公
眾直接收訊為目的的無線通訊之發訊」
；
「有線電視放送法」對於「有線電視放送」
；而「電波法」則是規範
的定義則是「以公眾直接收訊為目的的有線電信之發訊65」
電台設置、無線電頻率稀有資源之管理與維持電波使用秩序的法律。
換言之，就技術面而言，
「放送（Broadcast，即我國所稱之廣播電視）
」技術包
含於電信技術，而電信技術基本上可大分為有線電和無線電技術兩大類。以日本的
情況而言，利用無線電技術的發訊（即播送）服務，適用「放送法」66；利用有線
電技術的播送服務，則適用「有線電視放送法」67。

65
66
67

不包含「有線廣播放送」，另以「有線ラジオ放送業務の運用の規正に関する法律」規範之。
NHK、空中大學以及衛星播送（即受託、委託放送事業）之相關規範均適用「放送法」。
此即筆者在註 1 提示我國廣電法定義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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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之主要內容
項

目

定

義

主

要 內 容

○所謂「利用電信服務播送」
，係指以公眾直接收訊為目的之電信發訊，該發訊之全
部或部份，係利用電信業者所提供之電信服務為之。
○經營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務，依法應向總務大臣登記核備，該登記申請書之主要
內容包括：
1. 姓名或名稱以及住址和法人之代表人姓名。

登

記

2. 總務省令規定之利用電信服務播送之種類。
3.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設備之概要。
4. 營業區域。
○對於業者申請登記的條件，如果沒有如下情形之一者，原則上皆可受理登記。
1. 觸犯如次法律：電波法、放送法、有線廣播放送業務運用調整法、有線電信法
或有線電視放送法之規定，懲處罰鍰以上之刑責，已執行完畢或不必執行之日
起算未滿二年者。
2. 依本法第九條被取消登記，自該取消日起算未滿二年者。

資

格

3. 法人之董事，有符合前二款情形之一者。
4. 會計基礎以及技術能力不足以執行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務者。
5. 在法律權原上不能利用符合總務省令所規範技術基準之利用電信服務播送設
備者。
6. 作為開放給多數人利用電信服務之播送不符合總務省令所規範之基準者。

外資管制

○無外資管制。

資 本 額

○無最低資本額之管制。

經營地區

○無限制，可提供全國服務。

再 轉 播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如無其他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或播送業者（即廣電業
者）之同意，則其所接收之訊號，不得再轉播。

收費服務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欲提供付費之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服務時，應就其國內營業
區域之費率及其他提供條件，明定契約規章，於實施前，向總務大臣提出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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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變更該契約規章時亦同。
提供義務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若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其國內營業區域利用電信服務
播送服務之提供。

播送內容

○準用「放送法」之相關規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電気通信役務利用放送法」
（2001），日本。

一般而言，之所以有別於電信法要另外制定廣電法的理由，主要係著眼於「廣
電（Broadcast）」本身所使用的無線電頻率資源稀有性以及節目內容對社會大眾和文
化發展的重大影響。因此就管制面而言，經營電信事業適用「電信法」
；經營廣播電
視則適用「廣電法」
。而電信業者提供通訊服務時，基於「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原則，對於電信用戶的通訊內容，被課以嚴守秘密的義務；廣電業者一方面基於「言
論自由」的權利，原則上得自由製播節目，但另一方面基於維護國家利益及良風善
俗等社會責任的要求，節目內容的製播，則受到一定程度的規範。
由此可之，當電信業者跨業經營廣電事業時，並不等同廣電業者直接適用電信
法，即可直接進入市場般地單純。此時，對於跨業經營廣播電視的電信業者，尚須
考量其節目播送時對社會大眾和文化發展影響面的管制機制。因此日本政府基於前
述 1996 年研究報告的基礎，終於 2001 年 6 月通過「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
，提供電
信業者跨業經營廣電事業的法源依據。該法之預期效益，除了提供電信網路可作為
廣電節目播送用途之外，不僅電信業者可利用電信網路提供節目播送服務，擁有節
目內容但沒有播送網路的業者或有線電視業者或無線電視業者皆可適用該法租用電
信網路提供播送服務，且無外資管制，可大幅降低市場進入門檻，對於有線電視市
場具有刺激競爭的意涵，值得我國參考借鏡。其主要內容，彙整如表三所示，分析
如后。
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全文共二十九條。所謂「利用電信服務播送」
，係
指「以公眾直接收訊為目的之電信發訊，該發訊之全部或部份，係利用電信業者所
提供之電信服務為之」
。準此定義，發訊者所提供的服務，如果不是對不特定多數之
受訊者且同時為單向發訊的話，則不屬於「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的適用對象，例
如 ISP 應受訊者之上網接取（＝特定對象）而提供個別的發訊服務，一般被歸類為
電信服務（如網路電視者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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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範內容
1、登記制
2、節目內容準用放送法規範
3、付費播送須提出定型化契約

電
信
業
者

CS播送、CATV等

申請登記

提供電信業務
【利用電信服務提供播送業者】

電信法規範

總
務
省

登記
利用電信服務
提供播送

消費者

圖十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之主要規範內容
資料來源：劉柏立（2004）。因應技術匯流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交通部電信總局。P202。

作為「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的資格條件，並無外資管制的限制，只要向主
管機關登記核備，即可向電信業者租借電信網路提供節目播送服務，大幅降低市場
進入門檻且無經營地區的限制，可提供全國性的播送服務。惟其就無線電視節目的
「再轉播（Retransmission）
」方面，則必須事先取得無線電視公司的同意，始得「再
轉播」
，與「必載（Must Carry）
」的概念有所不同；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所提供
之播送服務內容，準用「放送法」之相關規範；而收費服務之提供，應就其國內營
業區域之費率及其他提供條件，明定契約規章，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參見
圖十）
。
由此可知，相對於有線電視業者必需自行投資網路設備，取得營運執照，且經
營地區受到限制的條件相比較，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的經營條件，明顯較具有彈
性發展的優勢。截至 2005 年 3 月底，已登記核備的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總計有：
BB Cable（由 Soft Bank 所投資）
、Opticast（SKY Perfect Communications）
、On-line TV
（Jupiter Programming）
、光 plus TV（KDDI）
、eoT.V.（關西電力集團）等五十六家
（參見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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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3
民
間
放
送
業
者

2002/03

2003/03

2004/03

2005/03

無線廣電業者

337

348

358

362

373

衛星廣電業者

155

146

137

134

131

－

2

24

37

45

512

517

528

571

548

－

－

2

9

11

2

2

2

2

2

1,006

1,013

1,026

1,072

1,058

利用電信（無線）服務播送業者
有線電視業者
利用電信（有線）服務播送業者

NHK及放送大學學園
合計

表四 日本廣電事業產業結構
資料來源：總務省（2005），《平成 17 年版 情報通信白書》
。日本：ぎょうせい，p168。

不過，此一新制的實施，未必對既有的有線電視業者不利，因為既有的有線電
視業者亦得適用本法，租用電信網路擴大原本受到限制的經營地區68。換言之，本
制度的意義，不僅提供沒有網路設備的新進業者進入節目播送市場的機會；亦提供
既有廣電業者（含無線、有線、衛星等所有的廣電業者）得多元利用電信網路播送
節目的發展空間；同時也提供電信業者新的市場服務機會並兼具擴大寬頻普及服務
的潛在效益，可謂一舉四贏的政策措施，值得國內參考借鏡。
三、實務應用分析
（一）NTT 的 VCAST 服務

68

一般而言，過去日本有線電視的發展具有如次三項特徵：單一地區單一業者原則（地區性獨占經
營）；業者必須是當地的業者（多見有地方政府投資經營）；缺乏競爭經營績效不彰（多見有赤字
經營的情況）。為改善並強化有線電視競爭力，日本在 1993 年 12 月放寬管制後，得擴大經營地區，
開始出現 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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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第一類服務係指提供對第二類契約戶電路發訊之服務，按契約戶個別簽訂契約。
第一類服務月租費＊＝基本使用費＋契約戶電路使用費＊＊＋中繼電路使用費＊＊＊。
＊：另外還有機房共置費等費用（因為需要在NTT機房設置終端設備）。
＊＊：含基本費和追加費。
＊＊＊：按中繼電路之距離計算（以1km為計算單位）
2.第二類服務係指提供接收第一類契約戶電路訊號服務，按契約戶電路（收訊戶大樓）簽訂契約。
第二類服務月租費＝基本費。

圖十一 NTT-VCAST 網路結構與服務資費示意圖
資料來源：NTT 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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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係因應媒體匯流發展而設計開放電信網路提供節
目播送的一種機制。日本電信網路市場主導者 NTT 東日本於 2002 年 3 月和 CS 衛
星電視業者 SKY Perfect Communications 開始進行「光纖影像配信共同實驗」69，實
驗內容主要係針對設置衛星天線有困難的集合住宅收訊不良問題以及住宅大樓線纜
容量不足導致視聽頻道數受到限制的問題，進行對策研究。
2004 年 6 月筆者訪問 NTT 東日本時，該公司部門主管告知：NTT 在前述實驗
中，獲得兩項重大成果，其一是創造光纖網路新的附加價值，即使用光纖網路把節
目影像傳送到用戶家內，確認光纖可以創造新的附加價值；其二是獲得光纖網路新
客戶，即光纖不僅可供通訊之用，在視聽消費方面亦可善用光纖開發新的客戶。因
此，NTT 東日本在前述實驗成果的基礎下，於 2003 年 12 月開始在東京都的部份地
區提供「影像通訊網路服務（VCAST）」
（參見圖十一）
。
所謂「VCAST」，就是把光纖鋪設到影像受訊場所（例如集合住宅等）
，使用
70~770MHz 的頻域把數位式或類比式的影像有效地同時配送到複數據點的影像傳
輸服務，主要特色有三：首先在傳輸內容的種類方面，由於係使用 70~770MHz 的
頻域，因此可以傳輸 FM 廣播（70~90MHz）
、類比影像（90~468MHz）和數位影像
（90~770MHz）；其次在傳輸的容量方面，以換算為電視影像的標準，最大約可一
次傳輸 400 頻道以內的影像內容；最後在安全方面，由於影像的傳輸並未 IP 化，因
此沒有被盜拷錄製的安全顧慮70。
NTT-VCAST 的服務，基本上可以提供有線電視業者擴大服務地區之用；隨著
數位電視的普及發達71，亦可提供解決都會地區收視不良的問題；在偏遠地區除可
解決收視不良的問題外，還可以配合寬頻服務發揮縮小數位落差的功能72；而在影
像多頻道化的發展趨勢下，更可以滿足大規模住宅社區、大樓群的收視需求。
最早登記利用此一機制的是 BB Cable，在 2003 年 7 月登記核備後，利用 NTT
東日本的 ADSL 在東京都 23 區提供多頻道節目播送服務，以及無線數位電視和 BS
69

所採用的技術是 NTT 開發的光波長多工技術 B-PON，可在一條光纖分別播送內容和 IP 通訊，確
保內容不被盜拷外流。
70
參見註 32。
71
日本無線電視數位化於 2003 年 12 月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地正式開播。
72
例如北海道西興部村（全村約有 650 戶）村營有線電視網路設備係利用 NTT 的光纖網路，光纖普
及率 100%，FTTH 的運用不僅在於家庭的收視與上網，亦運用於遠距醫療與監視系統，是全日本田
園 IT 建設的示範楷模。參見西興部村 http://www.opcas.jp/compan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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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電視的再轉播服務；而 SKY Perfect Communications 則在 2003 年 6 月出資
（100%）成立 Opticast，同年 9 月申請登記取得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的資格，提
供包含無線數位電視和 BS 數位電視的再轉播，以及以集合住宅為對象的節目播送
服務73。
此外，就無線電視節目再轉播（Retransmission）的問題而言，基本上美國和英
國對其有線電視業者課以「必載（Must Carry）
」之義務，我國亦同74。而日本的有
線電視法第十三條雖然規範有線電視業者在主管機關指定收視不良的地區應提供再
轉播的服務，但提供再轉播之前，必須先取得無線電視公司的同意始得進行再轉播。
由此可知，日本「同意再轉播」的管制原則和我國免付費用，不構成侵害著作權的
「必載」原則，有所不同。我國和英美等國著重於視聽公眾權益之考量；日本則著
重於著作權之考量。
在前述管制思維下，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第十二條明文規範「利用電信服
務播送業者，如無其他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或播送業者（筆者註：即廣電業者）
之同意，則其所接收之訊號，不得再轉播」
，和有線電視一樣採取「同意再轉播」的
管制原則。因此，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所提供的服務，亦可按其是否取得「同
意再轉播」之有無，區分「有再轉播服務」與「無再轉播服務」兩大類。
電視業者是否同意其他業者「再轉播」的基本考量，主要即在於著作權保護的
問題。利用寬頻網路傳送電視節目時，如果是採用 IP 方式（即網際網路的通訊協定）
的話，則著作權的問題直接面臨通訊處理安全上的顧慮；著作權若未能獲得有效的
保護，則品質越好的節目內容越難取得同意在 IP 網路上流通播送。所以在技術面，
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或採用前述 NTT 開發的波長多工技術，或採用 2 芯光纖分別
播送內容和 IP 通訊，確保內容不被盜拷外流75。

73
74
75

參見 http://www.opcas.jp/company/index.html。
參見「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七條。
詳見西正（2004.04.30），ブロードバンド放送の現状と今後の課題。IT ビジネス&ニュ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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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的寬頻影像服務

提供寬頻影像服務的
ISP業者

使用個人電腦
檔案收發與共有
電視電話

用戶宅

FLET’S網路

電路終端裝
置或ODEM

FLET’S網路專用
路由器

或

寬頻影像
收訊終端機

使用電視觀看
寬頻影像節目

圖十二 日本寬頻影像服務示意圖
資料來源：NTT 東日本。

相對於專門提供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業者的 VCAST 服務，在 NTT 的電信網路上
有一種類似我國中華電信 MOD 的服務稱之為「寬頻影像服務」
，是項服務是由稱為
「FLET’S.Net」的 ISP 業者所提供。所謂「FLET’S.Net」，就是指 NTT 東日本所提
供的 IPv6 網路服務，對象客戶為 ISP 業者。如前所述，NTT 東日本是日本電信事業
的市場主導者，營業內容受到主管機關的不對稱管制，對於「VCAST」或「寬頻影
像服務」，僅扮演網路提供者的角色，而未直接參進節目播送市場76。
截至 2005 年 3 月底為止，利用 NTT 東日本「FLET’S.Net」的 ISP 計有：
「@nifty
TV on 4th MEDIA」
、
「BIGLOBE．TV on 4th MEDIA」
、
「hi-ho.TV on4th MEDIA」
、
「Plala.TV on 4th MEDIA」以及「OCN Theater」等五家；取名「4th MEDIA」係表
示繼無線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之後的第四媒體－寬頻電視。
ISP 所提供的寬頻電視服務，由於是應受訊者之上網接取（＝特定對象）而提
供個別的發訊服務，因此被歸類為「電信服務」而與「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有所區
隔，也因此沒有「同意再轉播」或「必載」之相關義務規範。
76

事實上，提供「寬頻影像服務」的五家 ISP 中，Plala.TV 是 NTT 東日本集團 Plala Networks 所經
營的 ISP；OCN Theater 則是 NTT Communications 所投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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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開放電信網路提供廣電播送，本係因應服務與網路匯流的一種機制。由於我國
現行通訊傳播作用法係由「電信法」與「廣電三法」所構成，以載具屬性作縱向分
類，採取產業別之立法體例而制定，分別由交通部、新聞局不同的主管機關負責管
理，欠缺因應科技匯流之水平分離與層級競爭的發展機制，因此中華電信利用電信
網路提供 MOD 服務的正當性，受到既有有線電視業者的質疑。
從本文的分析可知，如果國內引進「開放電信網路提供廣電播送」的機制，預
期將可以獲得如次七項效果：
○中華電信的 MOD 服務，可視其電信或廣電之屬性而適用相關法規，不致出
現跨區經營、妨礙公平競爭或濫用優勢地位等爭議性的問題。
○對於利用此一機制的新進業者而言，由於無資本額及外資管制，大幅降低市
場進入門檻，具有鼓勵新技術新服務市場參進的意義，符合「通訊傳播基本
法」的精神。
○對於有線電視業者而言，可適用該機制而擴大原來受到限制的經營地區。
○對於無線電視業者而言，可適用該機制而解消數位電視收訊不良的問題。
○對於固網電信業者而言，可以創造電信網路的附加價值和新客源之開發。
○對於政府寬頻政策而言，可以藉由電信網路的多元運用早日實現寬頻普及
並縮小數位落差。
○對於政府競爭政策而言，可實現「製播分離」的經營形態有效創造跨層級
或各層級的公平競爭環境，增進通訊傳播市場之健全發展。
由於日本是在現行的法制基礎下，制定該法作為服務（廣電）與網路（電信）
匯流的一種機制，就管制面而言，依然不出電信與廣電的傳統管制思維。不過我們
從歐盟的經驗可以發現，雖然歐盟提出「電子通訊網路」與「電子通訊服務」層級
概念的管制新思維，但是就實務面而言，各國的 NRA 對於電信與廣電的監理措施，
依然維持過去分別管制的狀態，在網路上流通的資訊內容，還是會依其服務屬性採
取不同的管制。歐盟管制新思維和日本「利用電信服務播送法」的共通處在於大幅
放寬市場進入門檻，提供電信與廣電的匯流機制。就此意義而言，歐盟和日本為因
應科技匯流而進行的制度變革，值得我國參考借鏡。
不過，國內若參考引進日本該項制度，則不可忽視電信網路互連機制之健全性。
如同圖十一所示，利用電信服務提供廣電節目之播送，或有必要在電信業者的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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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置相關設備，而國內現行網路互連機制，尚未見有「機房共置」的提供條件；
此外，國內如果引進此一機制，其成功關鍵則又繫乎中華電信提供給其他業者的網
路條件或服務資費，能否確保與其 MOD 服務之無差別待遇與公開透明原則。此等
問題屬於電信競爭政策中網路互連的相關課題，如果網路互連機制未臻前述理想，
遽然開放電信網路提供廣電播送之利用，則其成效可能相對有限。
我國在 2004 年 1 月公布實施「通訊傳播基本法」的目的，為因應科技匯流發展
趨勢，確保科技匯流環境下，通訊傳播市場之健全發展，使國民享受優質創新之服
務並保障其權益，進以提升多元文化。目前「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處」刻正積極進
行相關作用法之修正或整併工作，姑不論今後我國將採一步到位（歐盟模式）或循
序漸進（日本模式）的制度變革，本文所論述之內容及概念或可提供修法作業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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