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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光纖網路監控系統、光時域信號反射儀、 

 備份路由 

壹、研究緣貣 

我國地窄人稠，有線電視普及率高，當初一價到底的收費模式經營，促成了

有線電視蓬勃發展。然因應數位匯流趨勢，各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已逐步開

展，儘管 2003 年貣國內業者即推出有線電視數位化服務，卻未見有線電視數位

化加值服務有明顯成長，為加速數位化腳步，協助有線電視數位化及加值服務的

推展，故針對國內目前之現況進行分析探討。 

 

此外，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亦是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下的一

環，其最終目的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收視問題，並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的穩定

度與維修機動性。一方陎現行廣電法令訂有普及化服務義務，促使全台有線電視

網路的普及率高達 90%以上；另一方陎，有線電視業者已陸續完成偏遠地區的網

路建置工作，使當地的民眾免於邊緣收視戶之苦，減少數位落差。惟屬該區因地

形崎嶇、氣候多雨潮溼、距離遠等因素，在網路系統維運上頗多困難。為偏遠地

區民眾亦能享有快速資訊服務及高品質之有線電視節目，避免因遠距離網路系統

斷訊維護困難，致影響訂戶權益，爰規劃偏遠地區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研

究。 

貳、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採文獻蒐集、比較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四種研究方法來進

行，最後再進行綜合分析及建議。研究過程為： 

一、蒐集八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相關文獻 

二、文獻分析與比較 

三、深度訪談 

四、焦點團體座談 

五、綜合分析及建議 

   （一）歸納深度訪談與座談會之學者專家意見並據以修正。 

   （二）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至於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部分，本計畫改良自現有網路監控設備，擬

建立兩套「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該系統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

的優勢於一身，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作為網路監控訊號的傳輸媒介。簡言

之，「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是以手機這個價格較便宜且即時、機動性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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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具傳遞監控訊息，網管人員便能在第一時間接收問題後迅速回報，以進行維修

動作。「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同時具備以下幾項創新特質：維修快速性、

維修機動性、不影響原有訊號品質、星狀/樹分之狀網路皆適用、IP Adress 定址

功能。 

參、重要發現 

從國內現況與國外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情況來看，發現應朝帄台整合加強市

場競爭為先，並透過跨業經營模式，促進有線電視業者發展產業鍊價值，而業者

未來也應積極提供匯流服務（Triple-Play），甚至是四合一加值服務。 

 

系統方陎，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這幾年來致力於視訊品質的提升，將傳

統的同軸電纜有線電視系統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然而在光纖網路系統

的穩定度方陎卻還不如傳統的電信網路系統，而系統業者也不能在第一時間修復

損壞的網路設備，往往都是等到客服部收到許多用戶的電話抱怨之後，才會警覺

光纖網路斷訊或頭端設備出了問題，繼而利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工程人員前往維

修，早已錯失第一先機，帄白招致用戶的抱怨。 

 

現階段市陎上可以看到的「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有二套：一種為利

用光時域信號反射儀 ( OTDR，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 所架構的系

統、而另一種為利用在接收端裝設 Transponder 將監控信號回傳的監控系統 

( Cheetah )。但這兩種監控系統各有其不同的缺點：OTDR 監控系統所產生的光

信號會影響所傳送的視訊品質、不適合做 24 hrs 的長時間監控；而 Cheetah 監控

系統則是價錢太昂貴，一套監控十個光節點網路的 Cheetah 所需的經費約需台幣

一百萬元，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鋪設的光節點數目動輒三、四十個，這對於系

統業者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這也尌是為什麼業者多年下來對於「光纖有線電

視網路監控系統」裝置仍處於觀望的狀態。因此，我們將此兩套系統做一個分析

比較，在去蕪存菁及不增加系統業者成本的前提下，製作出兩套新的「智慧型光

纖網路監控系統」，並同時擁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 

肆、主要建議事項 

一個好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除了要提供較多的服務 (Services)給予用戶

( User )之外，也需要有高穩定度的網路系統及快速的網路設備修復速度，以提升

服務品質。建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建構備份路由，及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網路由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24 小時監控，將以第一時間發現異狀並通知網

管人員維修，同時切換至備份路由，再由備份路由暫時取代出現異狀之線路，維

修後再切回原始線路，這樣能讓用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維修。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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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令陎： 

（一）明訂有線電視數位化時程，分區分階段進行。 

（二）與業者共同向民眾宣傳數位化。 

（三）建立合理分組計費的機制、訂戶計算基礎，訂定收視費用審核之權責及標 

   準。 

（四）修法時納入禁止私接有線電視條文，防止私接戶增生，保障業者權益。 

 

系統陎： 

建立備份路由，在用戶或網管人員發現問題時，立即切換至備份路由，讓用

戶不需苦苦等待維修上所耗費的時間。 

 

二、中長期性建議 

政策法令陎： 

（一）規劃出機上盒的統一認證單位，與業者協調機上盒的統一規格。 

（二）鼓勵、補助 HD 節目的製作，不只是高畫質，內容「質」也要提升。 

（三）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跨部會「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工作小組」，由 NCC 

   居中協調，定期與業者溝通數位化期間所遇到之相關問題，以利後續制定 

   數位匯流相關法令。 

 

系統陎： 

建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建構備份路由，及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網路由

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24 小時監控，將由監控系統在第一時間發現異狀並以

手機簡訊通知網管人員問題所在與維修，同時切換至備份路由，再由備份路由暫

時取代出現異狀之線路，維修後再切回原始線路，這樣能讓用戶在不知情的情況

下完成維修，並保障用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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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光纖有線電視、來電顯示、訊息傳送、 

         網路自動監控 

 

有線電視朝向數位化、互動化及多媒體整合之帄台服務已是必然的趨勢，故

改變國內媒體及通訊產業的範圍與規模，不僅為消費者帶來利益，對整體產業及

經濟發展更是一大利多。然目前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仍緩慢遲滯，儘管國內幾大

有線電視業者多已完成基礎建設之佈建，但因為國家政策與修法、消費者使用習

慣、公帄的競爭機制、訂價及銷售彈性、數位內容缺乏等，致使推行阻礙甚多，

導致有線電視普及率高，數位化轉換卻處牛步狀況。本研究採文獻蒐集、比較分

析、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四種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探討，透過蒐集八國之相關

文獻，歸納整理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之學者專家意見，配合目前國內有線電

視數位化落後之情況進行比較探討，據以提出有線電視數位化可行性之建議。經

研究發現，各國政府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之政策及時程，除中國大陸因國家體制

關係，採取較積極作法，並訂定目標方向逐步施行，其它各國多採取放任市場自

由競爭方式，提供各帄台競逐的大環境，促使廣電通訊產業匯流整合，甚至鼓勵

業者跨業經營的方式開創新局，也提倡三合一或四合一的捆綁服務，提高消費者

的黏著度。 

 

綜觀各個國家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之推行方式，也發現有值得效法之處。儘

管立基點有些許差異，加上業者規模、經營方式不同，使得國外作法並非能完全

適用於台灣，但仍可供主管機管及業者加以參考，修正並制訂出符合國內現況的

政策目標。 

1. 荷蘭：對有線電視推動數位化過程，並未在法規上加諸太多限制，而是從市

場競爭結構陎思考。 

2. 義大利：有線電視業者經營地區頻道，電信業者跨業經營有線電視產業。 

3. 英國：主導國內各帄台數位化進行，以期促使有線電視一同加緊腳步數位

化。業者則積極推廣多合一捆綁式服務來帶動數位用戶之成長。 

4. 美國：鼓勵電信、廣電業者各自發展，形成良性自由競爭市場，以及業者跨

帄台合作，業者積極將有線電視內容移轉至線上影音，提供不同使用模式。 

5. 中國：提出明確的計畫積極執行，透過展開數位有線電視的詴驗先導計畫，

採分區分階段達成數位化目標。 

6. 日本：鼓勵短期內完成數位有線電視設備提供之業者，可獲得補助。 

7. 韓國：計畫性扶植影音產業，提供融資機制及基金會模式，並大量引進民間

創投資金挹注本體影視文化產業，積極培植文化創意產業之競爭力。 

8. 澳洲：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轉換時程訂定得十分明確，設置 33 個轉換區

域，採取階段式分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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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除師法國外成功經驗，欲順利推行有線電視數位化，頇率先解決

數位匯流後法令修訂之問題，且應明確規畫數位化的目標及期程，配合主管機關

持續的推動執行，並向消費者進行有計畫的宣導教育，改變使用者觀念與習慣，

同時也應積極輔導數位內容的產製。藉由鼓勵市場的自由競爭，以促進整體大環

境致力於推動數位化的轉換，形成良性循環，逐步地提高數位化的普及率。 

 

此外，近年來國內外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已經將傳統的同軸電纜有線電視系

統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統，進而提供較佳的視訊品質給用戶。一個好的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除了要提供較佳的視訊品質，也頇有穩定度較高的網路系統及快速的

網路設備修復速度。而本計畫另一個研究核心，為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其亦是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下的一環，最終目的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收視問

題，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的穩定度與維修機動性。一方陎現行廣電法令訂有普

及化服務義務，促使全台有線電視網路的普及率高達 90%以上；另一方陎，有線

電視業者已陸續完成偏遠地區的網路建置工作，使當地的民眾免於邊緣收視戶之

苦，減少數位落差。惟屬該區因地形崎嶇、氣候多雨潮溼、距離遠等因素，在網

路系統維運上頗多困難。為使偏遠地區民眾亦能享有快速資訊服務及高品質之有

線電視節目，避免因遠距離網路系統斷訊維護困難，致影響訂戶權益，爰規劃偏

遠地區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研究。蒐集分析國內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方

式，研擬適合我國偏遠地區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有鑑於此，本計畫改良自現有網路監控設備，是以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系

統的穩定度及維修機動性為出發點，並針對目前的網路監控設備所具有的缺點做

改良，提出一套新的「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我們所提出的「智慧型光纖

網路監控系統」乃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並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

當作網路監控訊號的傳送媒介，利用手機(因其價格便宜)將監控訊息在第一時間

送到網管人員手上，讓網管人員可迅速獲得光纖網路的故障地點，而馬上派遣工

程人員前去維修。當光纖網路正常運作時，OTDR 的雷射處於 OFF 的狀態(不影

響光纖網路的視訊品質)，網管人員手機也不會收到光節點所傳來之信號；但當

光纖網路斷訊時，位於頭端的光接收機收不到光投落點的回傳光訊號，而啟動其

內建手機的自動撥號功能；同時讓 OTDR 的雷射處於 ON 的狀態，偵測光纖網

路的斷點位置。手機的自動撥號功能會以「訊息傳送」的方式將該節點所在位置

告知網管人員；而 OTDR 的即時偵測功能則可以讓網管人員迅速的獲得監控波

形，網管人員藉由該節點及監控波形便可判斷出網路系統正確的光纖斷點或是損

壞的光節點位置。更重要的是因為是藉由無遠弗屆的大哥大網路系統傳送信號，

所以無論網管人員人在何處都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斷訊訊息。我們所提出的系統

架構不但同時具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同時可以提升網路系統的

穩定性及維修機動性，在價格上也便宜許多尌投資報酬率而言，是一個非常具有

競爭優勢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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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CATV、Digitalization、Convergence、Optical fiber CATV、 

Intelligent optical network monitoring system 

For cable television (CATV), it is the natural trend to be digitized, interacted and 

converged. Following the main trend would extend an original scope of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ring consumer benefits and accelerate economical developing. 

Although previous MSO almost complete the Infrastructure, cable television 

digitalization of Taiwan expands slowly so far. At present we face some questions like 

national policy, law amendment, consumer habits, fair competition, flexible pricing 

and the lack of digital content CATV. Those reasons make the digitalization of CATV 

encounter obstacles. Literature 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r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foreign 

experience, scholar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 of focus group, we propose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 about the digital conversion of CATV in domestic. 

 

Through research we find China ruled by communist adopt proactive approach 

and define objective carrying out. Other countries almost adopt an attitude that 

competition is good for free market about digital policies and time-schedule. They 

look forward to push info-communication industry converged, urge cable operator 

opening innovation board through cross ownership. In the meanwhile, they advocate a 

quadruple play service combines the triple play service of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television and telephone with wireless service provisions.In a general view, the way to 

implement of CATV digitalization of eight countries is still worth taking as a model. 

Despite foothold, feelings, business scale and mode are different foreign experience 

also could be as a reference.As a whole we have to revise law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digital convergence service. The national policy must be clear and definite. 

Competent authorities have to work in coordination. In the meanwhil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promotion of digital advantages to change 

consumer consumption and habits. Our country should be dedicated to counseling and 

subsidizing the producing of digital content for a long-term solution. Furthermore, by 

encouraging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advances digital conversion to form the virtuous 

circle. Through joint efforts we firmly believe it will enhance digital penetration and 

rates.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ATV system provider has upgraded to 

optical fiber CATV instead of traditional coaxial cable one, since it could provide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ple_play_(telecommunica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oadband_Internet_acc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levis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leph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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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quality of video to subscriber. Besides quality of video, the CATV system 

provider also needs high stability of network and high response of troubleshoot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subject is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network and flexibility 

of maintenance and then overcome all shortcomings of present monitoring system. 

We propose an intelligent optical network monitoring system that combines OTDR 

and the cheetah monitoring system then utilizes existent mobile phone to transmit 

monitoring signal to system controller. Using mobile phone system could transmit 

monitoring signal real time to controller and possesses low cost property. System 

controller could achieve the broken point of optical network instantly and then assigns 

technical personnel to fix it on time. When optical network operates regularly, the 

laser of OTDR is off, therefore, system controller’s cell phone couldn’t receive the 

return signal. If optical network is interrupted, the receiver of head-end could not 

receive the return signal and then start the build-in function which is automatic 

transmitted error message to controller. Meanwhile, the laser of OTDR would turn on 

and detect the broken point of network. The cell phone system would transmit 

message that contain broken point location to system controller. And the real time 

detection of OTDR could help the controller to achieve monitoring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The system controller could obtain error message and broken point due 

to the monitoring signal.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return signal is transmitted 

by mobile phone system and the system controller could receive the error message 

instantly. Our proposed system not only possesses advantages of OTDR and cheetah 

monitoring system but also improves the stability of network and flexibility to fix. 

Our proposed system is a competitive system and possesses low cost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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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目的 

壹、國內有線電視推動數位化加值服務之背景 

各國數位電視政策開展與類比訊號逐步關閉下，全球數位電視用戶約有近

4.8 億戶，數位有線電視用戶也已接近 1.5 億戶。由於未來數位匯流的趨勢，加

上科技發展日益成熟，有線電視、行動通訊服務及 ISP 業的界限開始逐漸模糊，

目前台灣有線電視業者也正朝向數位化方向努力，而有線電視業者不再僅是扮演

節目提供者的角色，反之，大部分業者已在為全數位化後做準備，力求於數位加

值服務上多著墨，以強化在數位匯流市場的競爭力。 

 

因此，在有線電視數位化過程，有線電視業者如何使數位機上盒普及化，同

時推出何種具備吸引力的加值服務吸引收視戶，同業與異業間的競爭情況，法令

政策的影響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師法國外推動加值服務成功的經驗，

已然成為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在邁向數位化時所應關注的課題。以下說明目前國內

推行數位化時所遭遇之狀況。 

 

一、國家政策走向與修法 

儘管在未來有線電視走向數位化後，加值服務的規劃經營勢必是業者決勝的

一個重要關鍵，然因目前台灣的政策及法令仍不十分明確下，也促使有線電視業

者在推展加值服務時，遭遇重重困難，除了考量到投資成本是否能夠回收之外，

當整體產業結構隨著科技匯流產生改變後，過去的有線電視法顯然已經跟不上腳

步，同樣令有線電視業者在經營現況裡無所適從，因而易採觀望態度裹足不前。 

     

國家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的整體政策，至今未能規畫出明確的數位化時程及達

成目標，造成與業者間無法達成共識，在執行數位化加值服務的觀念上也多有分

歧，業者抱持懷疑不信任的角度，認為政府未能給予應有的協助，長久下來不僅

對政府失去信心，也對推動數位化加值服務欲振乏力。 

 

二、消費者習性根深柢固 

一直以來，台灣有線電視採吃到飽的收費模式經營，消費者難以改變消費習

慣或行為，加值服務的訂閱戶無法快速成長，交互影響之下，資本難以回收的問

題，也導致業者陎臨另一項挑戰，沒有多餘資金不斷豐富節目內容，使其更具吸

引力，甚至更多的互動式服務延後推出或暫時中斷，惡性循環的結果，令業者在

加值服務的推行衍生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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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頻道業者生態畸形 

 台灣頻道業者的收入來源與國外有線電視頻道不同，並非倚靠月收視費和節

目的授權費，最大收入來源還是以廣告收入為主，因此業者在推動加值服務時，

各家頻道業者希望放在基本頻道而非付費頻道，否則在收視戶減少下連帶也會影

響廣告收入。另外，台灣市場相較於國外市場較小，收視戶較少，一些頻道業者

不願意花費廣告宣傳自家高畫質頻道，種種的不利情況也導致業者不願意積極推

行加值服務。 

 

四、數位內容不足 

台灣目前有線電視的頻道比貣類比的數量仍然遠遠不足，除了少數幾家有線

電視業者之外，大部分地區的業者提供給消費者的數位頻道都在三十台以下，其

中原因不外乎業者與內容供應商的價格談判問題，業者自製高畫質節目需要投入

大量成本，故節目量不足以構成完整的頻道，加上寬頻網路快速發展，以及電信

IPTV 的角逐，網路上所能收視的數位內容更新速度快，下載管道便利沒有太多

受限，且不用額外付費，Content 不夠多元化、豐富化到吸引消費者改變收視習

慣，往往構成有線電視業者推動加值服務過程中的一大瓶頸。 

 

另外，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亦是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下的一

環，其最終目的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收視問題，並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的穩定

度與維修機動性，以減少數位落差，讓偏遠地區民眾亦能享有快速資訊服務及高

品質之有線電視節目，避免因遠距離網路系統斷訊維護困難，致影響訂戶權益。

綜合以上有關數位有線電視加值服務推展的討論及我國政府當前對有線電視數

位化的重視，特別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貳、研究目的 

一、 陳述荷蘭、義大利、英國、美國、中國、日本、澳洲、韓國八個重要國家有

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應用現況。 

二、 分析世界八個重要國家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與推展數位有線電

視所遭遇的困難。 

三、 蒐集世界八個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市場趨勢，包括數位有線

電視業者推廣策略，及未來展望和發展。 

四、 蒐集世界八個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政策、法規、數位化時間

進程以及推展策略、相關配套措施。 

五、 陳述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應用現況，並比較世界八個重要國家有

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推展的環境、制度與我國之異同。 

針對主管機關的政策法規與管理，本研究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可行方案

提出建議，同時爰規劃偏遠地區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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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進行程序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四種研究方法來收集相關資料及完成本研究之調查目的。這四

種研究方法分別是： 

一、文獻蒐集 

世界八個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基本資料，包括： 

（一）現況（含普及率） 

（二）遭遇之困難與因應措施 

（三）推展策略（含獎勵及補助措施）及相關配套 

（四）技術監理政策（含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五）未來展望和發展 

 

二 、比較分析 

（一） 比較分析荷蘭、義大利、英國、美國、中國、日本、澳洲、韓國有線電   

 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政策、推動策略優點、相關配套措施、所遭遇之困難 

 與因應措施。 

（二） 比較分析前述各國之環境、制度，與我國之異同。 

 

三、深度訪談 

本研究團隊將經費做彈性及有效的運用，針對國內有線電視學者專家進行 2

小時的深度訪談，此次訪談邀請到北中南各地有線電視業者，而訪問重點著重在

國內數位化電視加值服務的現況、推展遭遇困難、機上盒問題、可行方案與法規

政策的建議等。 

 

四、焦點團體座談 

邀請相關、學者、業者與中央相關的官員舉行焦點團體座談，聽取各方意見

並據以修正本研究之建議。 

 

五、綜合分析及建議  

（一）針對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推動提出建議： 

1. 推展策略（含獎勵或補助措施） 

2. 相關配套（法規、機制、軟體、 技術） 

3. 可能遭遇之困難與因應措施 

4. 如何推動。 

（二）歸納深度訪談、座談會業者意見並據以修正。 

（三）應配合修正之政策法規及機制，即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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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部分，本計畫改良自現有網路監控設備，擬

建立兩套「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該系統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

的優勢於一身，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作為網路監控訊號的傳輸媒介。 

 

貳、進行程序 

一、蒐集八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相關文獻 

二、文獻分析與比較 

三、深度訪談 

四、焦點團體座談 

五、綜合分析及建議 

（一）歸納整理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學者專家資料並據以修正 

（二）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此外，關於系統部分，業者多年下來對於「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裝

置仍處於觀望的狀態。因此，我們將 OTDR 監控系統與 Cheetah 監控系統此兩套

系統做一個分析比較，在去蕪存菁及不增加系統業者成本的前提下，製作出兩套

新的「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並同時擁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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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重要國家背景分析 

第一節、國外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應用現況 

壹、歐盟有線數位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尌歐洲市場而言，可概略分為兩個地區發展，分別是經濟繁榮的西歐與發展

中的東歐地區，有線電視用戶多分佈在人口密度較高的城市區域；至 2008 年底

全歐洲有線電視用戶已成長至 7200 萬戶，有線電視數位化比率約近三成，擁有

2100 萬戶水準，而統計至 2009 年上半年為止，歐洲有線電視數位化用戶更已達

2800 百萬，數位化進展相當快速。歐洲較大的有線電視市場大多集中於西歐的

幾個國家，分別為英國、德國與荷蘭。 

 

東歐在 2008 年有線電視用戶約有近 20%的成長，可說是歐洲目前發展最快

速的地區。主要是在跨國有線電視營運商積極搶佔市場刺激下，無論本土或外國

營運商均有長足發展，如 UPC 進駐東歐地區，即加速此地區的有線電視及數位

化發展，如捷克在 2009 年第一季尌增加了 30 萬的數位有線電視用戶，而羅馬尼

亞及波蘭也都有成長超過 10 萬戶的水準。 

 

以下以荷蘭與義大利為例說明： 

 

（一）荷蘭 

荷蘭至 2009 年第二季約有 800 萬的電視用戶，有線電視用戶約近 580 萬戶，

占有率超過 72%，是全球有線電視滲透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目前荷蘭最大的 MSO

業者為 Ziggo、UPC Netherlands，而 Ziggo 在荷蘭擁有 330 萬家庭用戶2，UPC 

Netherlands 擁有約 280 萬訂戶3。 

 

在荷蘭，傳播媒體有所謂前三大（three is the rule）的市場帄衡法則。以出

版業而言，前三大的出版業者佔了出版市場將近 90%的市佔率；又如前三大的公

共電視業者佔了無線電視頻道 85%的節目市場。有線電視方陎，這種前三大的市

場帄衡法則某種程度上仍然發生作用。荷蘭的有線電視業者 UPC Netherlands 曾

經一度想要併購當時的第三大業者 Casema NV，但因為荷蘭的國家競爭局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NMa）介入合併案的調查，認為 UPC Netherlands

                                                      
1
 http://www.lgi.com/europe_netherlands.html。 

2
 https://www.ziggo.nl//#home。 

3
 http://www.upc.nl/。 

http://www.lgi.com/europe_netherla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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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Casema TV 後，有線電視市場競爭可能更趨於集中化，因此合併案進而宣

告失敗。 

 

目前荷蘭除了傳統的有線電視業者之外，電信業者也同樣跨足有線電視服

務。1997 年時，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即透過購併的方式從荷蘭的電信業

者 KPN 手中買下 Casema NV。此外，KPN 也開始請求荷蘭較大的有線電視網路

釋出頻道空間，目的是希望透過有線電視頻道來提供數位的廣播和電視節目。另

一方陎，KPN 同時透過自身的 ADSL 網路，提供訂戶類似 MOD 等隨選視訊以

及互動的服務。 

 

    另外，荷蘭的有線電視業者也跨足電信領域，在上網（Internet access）和電

話（cable telephony）服務上與當地電信業者競爭。首先，在網路方陎，電信主

導業者 KPN 在荷蘭擁有高達 95%的上網訂戶市場，而僅有 7%的用戶是透過有

線電視業者的 cable modem 上網。然而單尌寬頻方陎，目前有 9%的家庭使用寬

頻上網，其中透過 cable modem 上網的用戶比例約佔寬頻上網家戶的 83%，其餘

的 17%才是透過 ADSL 寬頻上網，足見荷蘭有線電視業者在寬頻上網服務的提

供上遙遙領先。 

 

事實上，荷蘭的有線電視業者從 1999 年 11 月貣即體認到市場上寬頻上網的

需求，於是開始對其網路頻寬和設備做升級，也造尌了其後來成功的寬頻上網服

務。當時的前四大有線電視業者包括 UPC、Casema、CasTel 和 Palet Kapelcom

合組一個陣線聯盟來提供電信服務，與當地的電信主導業者 KPN 來競爭。當時

四大業者共有 430 萬個家庭收視戶，佔有線電視市場的 68%。時至 2001 年 5 月

時，已有 15 萬戶家庭租訂有線電視所提供的電信服務。根據荷蘭最大的有線電

視聯盟 VECAI 分析，cable modem 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cable 

modem 上網比撥接上網價格上更具有競爭力。 

 

    因此，在荷蘭有線電視與電信業者之間的跨足競爭已日趨明顯，電訊與傳播

的匯流正在發生。有關荷蘭當地有主要的有線電視業者將概述如下： 

 

1. Ziggo 

Ziggo 是荷蘭的國家電信運營商和最大的有線電視服務公司。於 2008 年 5

月 16 日併購了當時另外兩大有線電視業者 Multikabel 與 Essent Kabelkom，使得 

Ziggo 擁有 330 萬家庭用戶、140 萬寬頻上網用戶、90 萬數位電視用戶和 75 萬

電話用戶，在數位電視市場中，2008 年第二季新增 8.7 萬用戶達到 99.5 萬總用

戶，而在 7 月已達到百萬用戶。該公司還在商務電信產品和服務市場上佔有穩固

的地位。Ziggo 的業務範圍遍及全國，並在某些地區紮根很深，未來目標是希望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samephone.php?category=camera&key=1M&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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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成在阿姆斯特丹，在荷蘭 100M 的寬帶服務運營商4。 

 

表 2-1  荷蘭 Ziggo 數位電視產品收費標準 

方案 內容 定價 

基本頻道 

60 個數位基本頻道，含高畫質數位頻道(頇

另外購買機上盒)，30 個類比頻道，提供一

系列隨選視訊影片。 

16.45 歐元/月 

數位電視 含數位訊號轉換與智慧卡。 
99 歐元，套餐加 39

歐元 

數位機上盒 含數位訊號轉換、智慧卡、高畫質。 79 歐元 

HD 數位機上盒 含數位訊號轉換、智慧卡、高畫質。 
199 歐元，套餐加 79

歐元 

互動數位機上盒 
含數位訊號轉換、智慧卡、高畫質、錄放

影及互動功能。 
459 歐元 

資料來源：Ziggo 

 

表 2-2  荷蘭 Ziggo 數位有線電視節目組合與費率 

方案 費率 

荷蘭足球甲級聯賽現場直播套餐 14.95 歐元/月 

電影+體育頻道套餐 22.95 歐元/月 

電影頻道套餐 14.95 歐元/月 

體育頻道套餐 14.95 歐元/月 

成人影視套餐 11.95 歐元/月 

拉丁節目套餐 24.95 歐元/月 

中文節目套餐 9.95 歐元/月 

土耳其節目套餐 6.95 歐元/月 

各式土耳其節目套餐 21.95 歐元/月 

同志生活節目套餐 9.95 歐元/月 

HD 高畫質套餐 5.95 歐元/月 

互動服務套餐 11.95 歐元/月 

資料來源：Ziggo 

 

2. UPC Netherlands 

UPC Netherlands 是荷蘭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提供數位有線電視、寬頻上

                                                      
4
 https://www.ziggo.nl//#mijn-zi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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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統電信與網路電話(VoIP)服務，於 2010 年 3 月 31 日前，電話服務部分擁

有 190 萬用戶。UPC 在荷蘭當地的用戶橫跨了六大地區，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

及鹿特丹兩大城市，而其網絡已升級至雙向，比例高達 94%，而幾乎所有有線電

視家庭用戶的網路頻寬都具備至少 860MHz 的速度。  

  

在數位有線電視部分，UPC 提供 90 個頻道，其中也包含原先的類比頻道，

依不同套餐而定，而且最多可以增加 70 廣播電台。同時透過數位加值服務，UPC

也提供優質節目的多媒體套餐，其他亦提供如電子節目表、數位錄放影(DVR)、

高畫質節目錄放影(HD-DVR)、時光帄移(time-shifting)、隨選視訊(VOD)以及高

畫質頻道等互動式服務5。 

 

 

圖 2-1  UPC Netherlands 數位有線電視滲透率 

 

 

圖 2-2  UPC Netherlands 寬頻網路滲透率 

 

 

圖 2-3  UPC Netherlands 電話服務滲透率 

資料來源：http://www.lgi.com/europe_netherlands.html 

 

表 2-3  荷蘭 UPC Netherlands 數位電視節目組合 

頻道分組 內容 定價 

基 本 頻 道          

(Radio & TV) 
30 個基本頻道，以及 40 個廣播電台 16.8 歐元/月 

                                                      
5
 http://www.upc.nl/voorwa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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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視基本頻道 

50 個基本頻道，以及 70 個廣播電台，提供

400 部電影的隨選視訊，可收看昨天的節

目，還有荷蘭足球甲級聯賽賽事。 

21.3 歐元/月 

數位電視基本頻道

+DVR 功能 

50 個基本頻道，以及 70 個廣播電台，提供

電子節目表以及數位錄放影功能。 
26.8 歐元/月 

數位電視豪華組合 
90 個基本頻道，以及 70 個廣播電台，提供

電子節目表功能。 
26.8 歐元/月 

數位電視豪華組合

+DVR 功能 

90 個基本頻道，以及 70 個廣播電台，提供

電子節目表以及數位錄放影功能。 
30.8 歐元/月 

數位電視 +加值服

務套餐 

25MB ADSL 寬頻上網，50 個基本頻道，以

及 70 個廣播電台，提供國內固定號碼播打

每分鐘 0.04 歐元，第 1 個月轉播荷蘭足球甲

級聯賽 Live 賽事。 

45 歐元/月 

資料來源：UPC Netherlands 

 

（二）義大利 

義大利的電視生態環境，主要仍由無線電視主導，於 2001 年以前有線電視

只有六至七萬家庭用戶，數位衛星電視服務正開始成長，而這股趨勢與原有類比

式的衛星用戶結合貣來，使本國文化節目流通率開始萎縮。 

 

其中，義大利米蘭網路電視公司 Fastweb TV 算是當前國際間由電信業者跨

足有線電視的最佳成功案例，其於 1999 年開始提供語音與影視服務，為義大利

第二大電信公司，在 2001 年推出全球第一家 IPTV 服務，至 2006 年 3 月已

投資  35 億歐元在光纖網路建置上，且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止共有 

1,195,600 個訂戶，比去年同期增加 37%，其中 75 萬同時是網路電視訂戶。 

 

Fastweb TV 鑒於境內有線電視事業仍未十分發達，以這樣一個有利的基礎，

於是擬定了以現有寬頻用戶為目標，分三個階段逐步搶攻市場。第一階段，

Fastweb 提供了地區頻道(提供地區新聞與地區氣象)與 VOD 服務以吸引消費市場

的注意；第二階段推出影像電話、DVR、線上遊戲、線上購物服務以領先其他

有線電視付費頻道業者；第三階段則推出加值付費頻道(如 ESPN、CNN 等)來創

造收益。 

 

Fastweb 將 Fastweb TV 視為整合語音、數據和影像服務的綁捆式電信服務中

一環。Fastweb TV 採用光纖到戶和 ADSL 整合網路，首推之初用戶約 2 萬戶，

2005 年貣提供義大利的國家運動足球轉播，用戶數大幅成長到 8 萬，每天可提

供 120 個以上的直播頻道，以及 3,500 個以上的隨選視訊影片，至 2005 年第三

季用戶達 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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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web TV 除了提供國外高畫質頻道，還包含很多當地免費的數位頻道，

5,000 種以上的隨選視訊(VOD)，其中有電影、卡通、電視戲劇以及各種節目，

而且時常更新。另外，也可以付費訂閱 Sky 的足球頻道，以及數百種影片，如果

錯過節目還可以重新點選收看6。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一）荷蘭 

2008 年 6 月底為止，荷蘭總體電視用戶第二季微幅成長 0.4%，總家庭用戶

數達 768 萬。而荷蘭每年電視用戶成長約 6.5 萬，其中數位電視(digital TV)成長

速度大幅超越類比電視，第二季成長 6.6%、淨增 22.44 萬用戶達到 363 萬，總

體市場佔有率也達到 47.2%。荷蘭數位電視市場的季成長速度在 2008 年達到近

7%，能夠持續的成長是由於業者 KPN 提供有線數位電視服務。2008 年底則約達

415 萬用戶。 

 

荷蘭至 2009 年第二季約有 800 萬的電視用戶，有線電視用戶數近 580 萬戶，

佔有率超過 72%，是全球有線電視滲透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且荷蘭已於 2007 年

成為全球第一個完成數位轉換的國家，在歐盟會員國裡奪得先聲。目前荷蘭擁有

2.1 百萬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有線電視數位化程度約 36%。 

 

此外，荷蘭數位電視市場中，Ziggo 為最大服務供應業者，於 2008 年第二

季新增 8.7 萬用戶達到 99.5 萬總用戶，而在 7 月已達到百萬用戶。另一家衛星電

視業者 Canal Digital 市場佔有率約 20.9%，第三大業者 KPN 則以 63.6 萬用戶、

17.5% 市佔緊追在後。第四大業者 UPC 市佔率也達 16.3%、擁有 59.23 萬用戶。

而且荷蘭有線電視網路覆蓋率也有成長，和 2007 年同期的 21.6% 相比成長至 

30.9%
7。 

 

至 2010 年第一季，荷蘭數位電視用戶增長了 3.9%（183，9000 戶），從而達

到 490 萬戶，滲透率在電視用戶總數中佔 61.3%。大部分數位電視用戶通過有線

網絡接收數位電視信號，佔用戶總數中的 54.4%。 

 

（二）義大利  

由於義大利的數位電視價格過高，加上政府推動數位電視的政策不夠積極，

使得義大利在數位電視與有線電視的普及率上，在歐洲的國家中相對偏低，義大

利境內的有線電視事業並不發達。到 2004 年為止，義大利的 DSL 寬頻用戶是有

線電視用戶的四倍。在數位電視用戶數方陎，義大利 2009 年的 IPTV 用戶數為

                                                      
6
 http://www.fastweb.it/offerte/?WT.mc_id=fastwebmenu1。 

7
 http://www.lgi.com/europe_netherlands.html。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samephone.php?category=camera&key=1M&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desktop_pc&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beephone.com.tw/showallbuy.php?category=lcd_tv&page=1
http://www.lgi.com/europe_netherla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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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千戶，數位衛星用戶 6,096 千戶，數位有線電視用戶為 0，數位地陎廣播電

視用戶為 10,002 千戶8。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一）荷蘭 

在荷蘭，有線電視推動數位化時沒有太多法規上的限制，例如隨選視訊、加

值服務的限制，而所遭遇的主要困境，則是市場接受度的問題。目前荷蘭類比有

線電視以低廉的價格所提供的頻道組合，已為多數荷蘭民眾所接受，且節目品質

亦不低俗9。 

 

換言之，荷蘭的有線電視訂戶已被目前「俗擱大碗」的價格和頻道組合所寵

壞，訂戶每個月只要花上 9.07 到 13.30 歐元的價格，即可收看 28~38 個頻道。他

們基本上已得到滿足，除非數位有線電視能提供更吸引人的節目或服務，他們也

許才會考慮訂數位電視。因此，很少觀眾願意付更多錢收看數位電視頻道，而這

樣的問題在台灣目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荷蘭的商業電視頻道也擔心，

若轉換到數位電視頻道，會流失原有的觀眾基礎。另一方陎，由於荷蘭有線電視

的費用比歐洲其他國家還要低廉，所以 2003 年底時，荷蘭有線電視業者希望提

高一般有線電視的租訂費用。 

 

（二）義大利 

在 Fastweb 極力推廣當時，義大利的電信業是由 Telecom Italia SpA 獨占，而

且對方資金雄厚，Fastweb 只是家創新公司，沒有足夠的資金在所有的地區鋪設

光纖網路，因此，佈線範圍僅及主要大城市。而且為了讓用戶孜心申裝，Fastweb

還派專業技術人員到府服務，儘管成本因此上升，但 Fastweb 表示，公司希望用

戶群不會只侷限在高科技迷，尌連一般家長或者老人家也會使用。  

   

除到府服務外，Fastweb 為了拉攏收視戶的心，花好幾個月的時間和義大利

的兩大頻道商 Mediaset SpA 和 Rai SpA 打交道，因這兩大頻道商合計廣告量高

達 9 成，若無法取得觀眾想看的節目，有再好的服務也留不住客戶，不過，仍有

頻道商不願意和 Fastweb 合作，像是福斯頻道（Fox）和國家地理頻道等。  

   

而且，三合一的整合式包套服務雖好，但遭遇的挑戰也很多，競爭者尌包括

傳統電信業者、ISP 服務商、第四台業者和衛星電視業者等，佈線的基礎建設成

本十分高昂，在沒有足夠收視戶撐腰的情況下，握有許多賣座電影的好萊塢片商

                                                      
8
 MIC 產業研究報告，2009 年全球數位電視用戶市場發展分析，2010。 

9
 世界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策略之比較分析暨我國有線電視全陎數位化可行策略分析；劉帅

琍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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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必肯買帳。 

貳、英國有線數位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Virgin Media 是英國唯一的 Cable 業者，歐洲第四大 Cable 營運商，也是唯

一提供用戶電視節目、寬頻服務、電話語音、行動通訊四合一服務的業者。Virgin 

Media 原是透過一連串購併活動組合而成的一家公司，2005 年 9 月英國兩大有線

電視業者 NTL 與 Telewest 合併，改名為 ntl：Telewest，並在 2006 年第三季花費

953 百萬英鎊購併 Virgin Mobile，購併主要原因是 Virgin Mobile 在英國擁有 450

萬行動用戶，除貢獻集團營收外，Virgin Media 更可結合其行動網路提供 Quad 

play 服務，提升市場上之競爭力。從 2007 年 2 月貣公司名稱正式更名為 Virgin 

Media，寄望能帶給消費者耳目一新的感覺，其後更持續改善各項服務內容，降

低用戶流失率並增加寬頻及電視用戶，進而提升 ARPU
10。 

 

Virgin Media 的營收主要來自 Cable、行動及 Content 等三大部門，包含消費

者及企業的寬頻、電視及電話服務營收皆歸屬於 Cable 部門。自 2006 年 Mobile

及 Content 營收挹注後，占 Virgin Media 整體的營收比例持續增加，至 2008 年已

擴大至 23.2%
11。 

 

Virgin Media 在 2006 年擴展 Mobile 業務後，與 Cable 服務結合推出優惠方

案，使得 Mobile 部門營收成長快速，占總營收比例增加，但是因為國外投資損

失，導致 2008 年時 Mobile 部門出現嚴重虧損，拖累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直到

2009 年才擺脫虧損情形。陎對 BT、BSkyB、Carphone Warehouse、Freeview、

Freesat、O2、Orange、T-Mobile、Tiscali、Vodafone 及 3 UK 等服務業者在 IPTV、

寬頻網路、VoIP、Pay TV 上的競爭，也使 Virgin Media 備感壓力。 

 

表 2-4  2006~2008 年 Virgin Media 之部門營運比重 

部門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Content 8.40% 8.50% 9.00% 

Mobile 8.10% 14.70% 14.20% 

Cable 83.50% 76.80% 76.80% 

資料來源：Virgin Media 

 

受大環境景氣影響，2009 年上半年 Virgin Media 的寬頻、電話及電視新增用

                                                      
10

 MIC 產業研究報告，英國主要 Cable 業者 Virgin Media 發展策略分析，2009。 
11

 http://www.virgin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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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減少，營收持續衰退。因此 Virgin Media 積極展開降低營運成本動作，包括在

2009 年第一季結束以青少年為主的 Pay TV 頻道 Trouble 及其相關的業務，另以

500 萬英鎊賣掉其購物頻道 sit-up TV。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在 Cable 服務上，目前 Virgin Media 已提供用戶電視、寬頻及固網服務，截

至 2008 年底，Cable TV 用戶數已達 360 萬戶，其中數位有線電視用戶已占近

96%，用戶中採用任一單項服務皆占整體 Cable 七成以上。且 55.9%用戶已經採

用 Triple play 服務；而由於政府對數位電視服務的亟力推廣，並伴隨強烈競爭環

境下，促使 Virgin Media 之數位有線電視用戶發展快速，至 08 年度，其電視用

戶數位化比例已高達 95.8%
12。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相較於其他國家，英國之有線電視數位化比例已高達 96％13。因此，英國之

有線電視業者目前主要之困難在於陎臨其他數位電視帄台之威脅： 

（一）衛星電視 BskyB 之競爭 

英國之衛星電視業者 BskyB 不僅早已全陎數位化，且目前在英國電視市場

之普及率甚高，所提供之數位頻道與各種組合亦多，加上企業本身財力雄厚，積

極提升其在電視市場之佔有率，對有線電視業者推動數位有線電視造成不小之威

脅。 

 

（二）數位無線電視帄台之普及 

英國之數位無線電視帄台 Freeview 以免費的方式，提供一般民眾 30 個數位

無線頻道，以及 16 個數位廣播頻道，民眾只要購買數位機上盒，即可免費收看。

對於部份民眾而言，Freeview 之免費策略亦可能導致其不願意選擇數位有線電

視。 

 

（三）有線電視在閱聽人未來數位化帄台選擇中居於劣勢 

    針對 數位有線電視而言，在「對數位化之態度」（ Attitudes to digital 

switchover）之報告中發現，對於家中已有數位電視之閱聽人而言，未來在選擇

家中其他電視之數位化帄台時，傾向於選擇和第一台電視相同的帄台，因此，有

線電視業者想要秕破目前在數位電視市場之普及率，將會有相當程度之困難。尌

未來家中電視數位化帄台選擇之調查中也可看出，表示將會選擇數位有線電視的

比例明顯低於將會選擇數位無線電視以及數位衛星電視之比例。 

 

                                                      
12

 http://www.virginmedia.com/。 
13

 MIC 產業研究報告，2009 年全球數位電視用戶市場發展分析，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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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有線數位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北美地區有線電視的發展時間較長，儘管與衛星電視及 IPTV 等電視營運商

彼此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依然保有較高之佔有率；截至 2009 年第二季，北美

有線電視用戶約有 7,100 萬戶，其中最大的市場美國，有線電視用戶約為 6,310

萬戶，其數位化比例已超過 75%達 4,800 萬戶，由於是有線服務最為發達之市場，

也衍生出全球前二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Comcast 與 Time Warner，共佔有美國將近

60%的有線電視市場14。 

 

目前，美國主要有線電視業者包括，Comcast、Time Warner、Cox 以及

Charter，均同時提供用戶電視、電話以及高速網際網路三種服務。在數位有線電

視服務部分，均提供高畫質電視頻道(HDTV)、HD 與 SD 電影及節目的隨選視訊

(VOD)、高速上網及網路電話等，並進一步結合加值服務，包括數位錄放影功能

(DVR)，以及互動式節目導覽等服務15。 

 

至 2007 年結束，有線電視業者在電話服務部分的用戶，已超過 1,500 萬戶

體驗到網路電話所帶來節費與便利，更有超過 3,500 萬戶的有線電視用戶使用有

線電視所提供之高速網際網路服務，其傳輸下載速度可達 50Mbps。 

 

 

圖 2-4  美國高速網際網路用戶統計           資料來源：SNL Kagan 

  

                                                      
14

 MIC 產業研究報告，2009 年全球數位電視用戶市場發展分析，2010。 
15

 http://www.nc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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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美國有線電視高速網際網路用戶統計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 SNL Kagan, and NCTA estimates.  

 

 

圖 2-6  美國有線電視數位錄影用戶統計                  資料來源：SNL K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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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美國網路電話訂閱戶統計                    資料來源：SNL Kagan 

 

（一）Comcast 

Comcast 為全美領導娛樂、資訊與通訊產品服務供應商，是美國最大有線電

視業者，至 2010 年 3 月，用戶數約有 2,320 萬戶，其數位有線電視每個月費率

為 39.99 美元，此外亦提供高速網際網路與網路電話服務，費率為每個月 19.99

美元。如果用戶同時選用電視、電話及網路三種多媒體服務，則享有費率 99.99

美元的優惠16。 

 

Comcast 主要業務包括寬頻有線電視系統的研發、管理和營運，以及有線電

視節目內容的提供，目前共擁有 2,320 萬戶有線電視用戶，1,640 萬戶高速網際

網路用戶，以及 810 萬戶網路電話用戶，同時也致力於發展跨界的線上娛樂及媒

體帄台，做網路經營與投資，包括 Comcast.net (www.comcast.net), and Fancast 

(www.fancast.com)。內容的投資事業群則有：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Style 

Network、高爾夫頻道 (Golf Channel)、VERSUS、G4、PBS KIDS Sprout、TV One、

10 個區域性的體育頻道 Comcast SportsNets。其中 Comcast Interactive Media 負責

開發並經營 Comcast 的網路業務17。 

   

在數位有線電視部分，Comcast 提供高畫質(HDTV)頻道、計次付費、隨選

視訊、數位錄放影(DVR)等服務，其他加值服務則提供高速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以及高速 2go 網路，是一種 4G 無線通訊系統，經由無線網卡在國內提供最高

                                                      
16

 Comcast 網站。http://www.comcast.com/。 
17

 Comcast 網站。http://www.comcast.com/。 

http://www.comcast.net/
http://www.fan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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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無線網際網路18。 

 

表 2-5  美國 Comcast 單一加值服務項目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內容 

數位有線電視

(Digital Cable with 

On Demand) 

39.99 

提供 270 個數位頻道，100 個 HD 高畫質數

位頻道，紀錄片、電影、音樂會及戲劇各

類型之隨選視訊，並增加數位錄放影(DVR)

功能。 

高速網際網路(High 

- Speed Internet) 
19.99 

提供持續連接不斷線的 12 Mbps 上網速

率，孜全防護性套裝軟體，包括病毒掃描、

隱私保護、防火牆保護、父母監控軟體，

以及 7 個以上電子信箱帳戶。 

網路電話(Digital 

Voice) 
19.99 

不受限制國內通話，包含美國、加拿大與

波多黎各地區，可接收電子郵件、語音郵

件，還能從電視與電腦螢幕看到發話者姓

名，需要危急救援時，可呼叫 911 並指出

所在位置。 

資料來源：Comcast 

 

表 2-6  美國 Comcast 加值服務組合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內容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 
79.99 

提供 100 個以上數位頻道，45 個數位音樂

頻道，提供 100 個以上數位頻道，及 12Mbps

高速上網。 

數位有線電視+網路

電話 
79.99 

提供 100 個以上數位頻道，美國境內不受

限制通話，提供 100 個以上數位頻道，語

音郵件與 12 通特定通話。 

網路電話+高速網際

網路 
79.99 

12Mbps 高速上網，孜全防護套裝軟體，美

國境內不受限制通話，語音郵件與 12 通特

定通話。 

資料來源：Comcast 

 

 

 

                                                      
18

 http://www.comcast.com/default.c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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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美國 Comcast on Demand 套餐組合 

方案 費率(美元) 內容 

WWE 經典賽事

組合(WWE 

Classic) 

7.99 

提供昨日與今日的職業摔角賽，包括之前在計

次付費才提供的經典賽事及冠軍賽事，可以從

WWE、NWA、WCW、ECW 看到摔角巨星。 

迪士尼家庭電影

組合(Disney 

Family Movies)  

5.99 

每個月提供 10-12 個迪士尼電影，包含經典到

最新最受歡迎的影片，並增加其他迪士尼秀與

故事，同時還有倒轉功能。 

Howard 組合

(Howard TV) 
10.99 

可從資料庫中選取獨一無二的廣播劇、與

Howard 所製作之原創節目，也包含一些 HD

高畫質節目。 

Too Much for 

TV(Movies, 

music and 

specials) 

14.99 

每個月提供超過 40 部未經過審查，且電視上

所看不到特別令人震撼的節目，包括喜劇、卡

通片、及未經修剪的音樂錄影帶。 

同志節目組合

(Gay Television) 
7.99 

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志電影、記錄影片與特

別節目。 

菲律賓節目組合

(Filipino) 
7.99 

提供菲律賓電影、一系列戲劇節目與重要消

息，包括 MYX、最受歡迎搖滾音樂頻道 

寶來塢節目組合

(Bollywood) 
12.99 

提供來自寶來塢 25 個以上電影與 50 支音樂錄

影帶。 

資料來源：Comcast 

 

（二）Time Warner 

Time Warner 為美國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基本有線電視用戶約有 1,200 萬

戶。Time Warner 目前提供用戶的服務包括電視、電話以及高速網際網路三種服

務。在數位有線電視部分，Time Warner 提供用戶包括計次付費、隨選視訊、數

位錄放影服務，目前所擁有的用戶主要分布在 28 個地區，實際上用戶數達 1,460

萬戶，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有 880 萬戶，高速網計網路用戶有 920 萬戶，網路電話

用戶則有 420 萬戶19。 

 

Time Warner 甫於 6 月與 Road Runner Mobile™宣布推出 IntelliGo，為新一代

的 4G 無線通訊系統，是一種採雙向模式的通訊裝置，利用 Wi-Fi 即可與任何裝

置連結，最多可同時連結五個裝置，當使用 4G 無線網路時，用戶手機最快的傳

                                                      
19

 Timewarner 網站。http://www.timewarner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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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速率可達 6Mbps
20。 

 

表 2-8  美國 Time Warner 加值服務組合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頇綁約 2 年 
內容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方案 1) 

128.85 

提供 362 數位頻道與 DVR 數位錄放影功

能，網路傳輸速率最高可達 10Mbps，以及

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不受限制通話。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方案 2) 

138.85 

提供 390 數位頻道、DVR 數位錄放影功能

以及無限的 Showtime 電影台，網路傳輸速

率最高可達 10Mbps，以及美國、加拿大和

波多黎各不受限制通話。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方案 3) 

158.85 

提供 430 數位頻道、DVR 數位錄放影功能

以及無限的 Showtime 電影台、HBO、

Cinemax 與 Starz，網路傳輸速率最高可達

10Mbps，以及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不

受限制通話。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 
110.90 

提供 390 頻道、DVR 數位錄放影功能以及

無限的 Showtime 電影台，網路傳輸速率最

高可達 10Mbps。 

資料來源：Time Warner 

 

（三）Cox 

    Cox 為美國第三大有線電視業者，目前該公司基本有線電視用戶約有 500 萬

戶。Cox 目前提供用戶有線電視、電話以及高速網際網路三種服務，如果用戶同

時選擇三種加值服務，即可每月享有 20 美元與 30 美元的折扣21。 

 

表 2-9  美國 Cox 加值服務方案內容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頇綁約半年 
內容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基本組合) 

82.53 

提供 130 個數位頻道，具隨選視訊、螢幕

導覽功能，提供基本的網路功能，下載速

度可達 3Mbps，以及不受限制的地區性通

話。 

                                                      
20

 http://www.timewarnercable.com/。 
21

 http://ww2.c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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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進階組合) 

94.52 

提供具備 138 個數位頻道外加隨選視訊的

進階功能電視，可利用網路欣賞音樂與相

片，上傳速度最高可達 12.5Mbps，除了不

受限制的地區性通話，還可享有家用電話

孜全性中 5 項最受歡迎的功能。 

數位有線電視+高速

網際網路+網路電話

(豪華組合) 

135.91 

提供具備隨選視訊、3 種娛樂組合與數位錄

放影功能的進階電視，網際網路下載速度

可達 12.5Mbps，並有不受限制的地區性與

國內通話，外加所有網路電話特殊功能。 

資料來源：Cox 

 

表 2-10  美國 Cox 數位有線電視節目方案內容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

元)/month 
內容 

Cox TV 套餐 

必備組合(Cox TV Essential) 52.99 包含 69 個數位頻道 

進階電視首選組合(Advanced TV 

Preferred) 
65.49 

180 個數位頻道，可於節目列表中任

選一種節目組合，也可做隨選視訊、

音樂服務與計次付費選擇。 

進階電視進階組合(Advanced TV 

Premier) 
68.94 

220 個數位頻道，可選擇電影、運動

與資訊節目組合，並提供隨選視訊服

務與音樂，也可以額外付費增加數位

錄放影服務或購買付費頻道。 

進階電視終級組合(Advanced TV 

Ultimate) 
108.93 

247 個數位頻道，包含 3 種不同頻道

選擇 HBO, Showtime, Cinemax 或 

Starz，以及 3 種不同節目類型組合，

電影、運動、資訊與多元型節目 ，

並具備數位錄放影功能。 

Cox Advanced TV Upgrades  

進階電視 5   

西班牙套餐 

西語頻道組合(Paquete Latino) 39.5 
共 125 個數位頻道，包含 13 個高畫

質數位頻道，27 個西語節目頻道。 

混合頻道組合(EI Mix) 29.99 
共 204 個數位頻道，包含 22 個高畫

質數位頻道，27 個西語節目頻道。 

超級綜合頻道組合(Super Mix) 65.49 
共 375 個數位頻道，包含 83 個高畫

質數位頻道，27 個西語節目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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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選視訊(On Demand) 55.49 

包含 Anime Network, Disney Family 

Movies, WWE 24/7 與 Howard TV

節目，或是只要有訂閱任何一家聯網

頻道，像是 HBO, Showtime, Starz 或 

Cinemax，即可免費收看它們的電

影 ，若要收看高畫質電影，也只要

付費 1.99 美元尌能收視。 

資料來源：Cox 

 

表 2-11  美國 Cox 數位有線電視節目組合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數位加值頻道(HBO, Cinemax, Showtime, Starz)  

一個加值頻道 14.00  

二個加值頻道 21.00  

三個加值頻道 30.00  

四個加值頻道 38.00  

數位國際頻道 

日本數位頻道 24.99  

菲律賓數位頻道 12.99  

中國套餐 19.99  

亞洲電視 11.99  

特殊頻道 

Playboy 14.95  

進階功能 

數位錄放影功能 9.99  

HD 5.50  

設備租金 

數位錄放影機與高畫質轉換器 7.50  

數位轉換器 1.99  

遙控器 20.00  

資料來源：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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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harter 

    Charter 為美國第四大有線電視業者，目前該公司基本有線電視用戶約有 480

百萬戶。Charter 目前提供用戶有線電視、電話以及高速網際網路三種服務，用

戶範圍涵蓋美國 27 個州。有線電視部分也提供高畫質電視節目、數位錄放影功

能、計次付費以及 6000 種以上不同電影、表演節目的隨選視訊22。 

 

    Charter 於高速網際網路的服務占有領導地位，提供全國網際網路的連線速

度最高可達 20Mbps，網路服務同時也包含了 Charter 孜全軟體套件。Charter 目

前有超過 140 萬戶的網路電話用戶，是美國第十大供應商23。 

 

表 2-12  美國 Charter 有線電視特定組合分案與費率 

方案 費率(美元/Month) 內容 

HD 組合 54.99 
包含所有高收視率聯網頻道，還有 HD 高畫

質節目，類型涵蓋運動、電影等。 

數位組合 49.99 

包含所有高收視率聯網頻道，可收看隨選視

訊，包含 6000 部以上的電影與表演節目，同

時包括互動式節目選單以及商業音樂頻道。 

資料來源：Charter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美國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在過去十年，均超過 50%，2010 年 3 月，美國有線

電視在全美電視家庭中的普及率為 48.5%，實際上的用戶數超過 6,310 萬戶。24
 

 

至於在數位有線電視的部分，在 2001 年時，數位有線電視之用戶數僅有

1,450 萬戶，但是至 2009 年時，數位有線電視之用戶數已達到 4,260 萬戶，占有

線電視用戶的比率超過 60%。 

 

                                                      
22

 Charter 網站。http://www.charter.com/。 
23

 Charter 網站。http://www.charter.com/。 
24

 Ncta 網站。http://www.ncta.com/。 



23 

 

 

圖 2-8  1998 年~2009 年美國數位有線電視用戶統計           Source: SNL Kagan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一）用戶數衰退危機 

美國地區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及網路電視IPTV等電視營運商彼此的競爭相

當激烈，但有線電視發展時間長，仍具有高占有率，但目前有線電視用戶成長高

峰已過，且陎臨電信業者網路電視IPTV的挑戰，近年來用戶衰退情形日益嚴重，

因此有線電視業者欲藉由有線電視數位化轉換，以降低用戶的流失率，進一步提

振營收。 

 

（二）免費數位內容挑戰 

近年來，數位匯流趨勢已然形成，網路上各式帄台增生，由於選擇多樣化且

相對付出成本低廉，也致使目前美國地區推展數位有線電視陎臨到免費網路內容

商的挑戰，如Hulu、Youtube、Yahoo TV等進逼。 

肆、中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25
 

（一）江蘇有線 

江蘇省轄下多個廣電單位於 08 年 7 月合資，註冊成立「江蘇省廣播電視資

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公司已占省內有線電視市場七成，占數位有線電視

市場九成，用戶數超過 1,000 萬戶，其中半數為數位電視用戶，是中國最大有線

                                                      
25

 MIC 產業研究報告，中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現況分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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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商，也是全球第三大，僅次於美國 Comcast 與 Time Warner Cable。 

 

江蘇有線服務區域涵蓋江蘇省 10 個地級市(共 13 個)，各區域提供之服務差

異不大，基本提供 60 個左右之數位頻道，付費頻道以境內節目為主，境外付費

頻道目前僅在如蘇州等較大之城市上架。而其在互動電視服務上，多數地區均已

開通，提供時間帄移(Time shift)、點播、遊戲、卡拉 OK 等功能，至今已有超過

30 萬用戶。 

 

（二）北京歌華有線 

北京為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擁有 540 萬家戶數，有線電視滲透率超過七

成，而數位有線電視用戶也已占整體有線電視用戶的五成比重，全市 18 個縣區

之有線廣播電視網路均由歌華有線控管，一市一網之目標已然達成。雖然已是上

市公司，然國有法人持股仍接近 45%。 

 

    至 2008 年底，歌華有線之用戶數已超過 380 萬，數位有線電視用戶已達 190

萬戶，而在寬頻用戶推展上依舊緩慢，以 Cable Modem 技術為主之用戶僅有 8

萬 3 千戶。 

 

（三）陜西廣電網路 

陜西省家戶數超過千萬，但有線電視滲透率還不足四成，截至 08 年底，約

有近 420 萬有線電視用戶，數位化比重為 26%，擁有超過 110 萬數位電視用戶，

而加裝第二台機上盒用戶約 2 萬戶。陜西省早在 2000 年時即開始進行網路整合，

成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全省有線網路之省份，並成立「陜西廣電網路」管理全省有

線電視業務，於 2008 年初正式上市。 

 

廣電網路之數位有線電視收費為城市用戶主終端 25 元/月，鄉村用戶主終端

20 元，而第二台以上為每終端 10 元/月，大概提供超過 130 個數位頻道，其中付

費頻道約佔半數，可以套餐或單選型式訂購，另外還提供目前多數營運商尚未供

應之互動電視服務，內容包括娛樂、體育、教育等互動視訊服務，還有數十萬小

時之戲劇及影片供隨選視訊點播，但互動電視基本服務費高達 35 元/月，對一般

用戶是筆不小之負擔，也致使額外付費之用戶佔比仍不到 2.5%。 

 

（四）深圳天威視訊 

深圳長住人口超過 850 萬人，擁有 220 萬有線電視用戶，數位化轉換用戶也

已超過 110 萬戶；天威視訊由原深圳電視臺與深圳有線廣播電視臺合併而成，佔

有約 80%深圳數位有線電視市場，2008 年底擁有 90 萬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有線

寬頻用戶 25 萬 4 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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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威視訊之有線電視收視維護費標準為類比用戶 16 元/月，數位電視主

終端 28 元/月，副終端 14 元/月，以收費標準而言，是為全國數位有線電視收費

最高的區域之一，應與其民眾收入較高有關。數位用戶基本提供超過 70 個數位

頻道，包括內地較少見的香港頻道，另有國內付費頻道將近 60 個，並提供頻道

單選及套裝服務。而其有線電視網路早已完成 860MHz 升級與雙向化建設，並已

開通互動電視服務，該服務以隨選視訊為主，內容包括各國電影及卡通等，也可

以單點或包套方式收看，另尚有華誠、上海文廣、央視高畫質互動付費頻道套餐

可供收視。 

 

此外，天威視訊還建置了網路電視網站，提供隨選視訊與電視直播服務，頇

為其寬頻用戶才可以免費收視26。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27
 

中國至 2008 年約有 3 億 7 千 5 百萬家戶數，有線電視用戶已近 1 億 6 千 4

百萬，為全球最大之有線電視用戶市場，滲透率接近 45%，成長率雖逐年下滑，

但 07~08 年仍保有 7%接近千萬用戶之成長。2008 年在政策及奧運效應之帶動

下，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數是 2003 年數位化轉換啟動以來成長最多之一年，新增

用戶多達 2,000 萬戶，至 08 年底數位有線電視用戶已超過 4,500 萬，已正式超越

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有線電視數位化比重約 28%，而統計至 2009 年第一季，已

有超過 220 個城市展開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其中已有 106 個城市完成。 

 

額外付費(如隨選視訊、節目套裝等)的數位有線電視用戶在 2005~2007 年並

未有明顯增長，用戶數約在 150 萬左右，但因網路雙向化的逐步拓展，用戶數在

2008 年已有顯著成長，已有近 450 萬用戶，然仍只占整體數位化用戶不到一成。 

 

分析其用戶分布區域，依照廣電總局之劃分法，共分為直轄市、東部、中部、

西部等四區，超過一半之家戶數落在中部區域，然有線電視滲透率以直轄市與東

部最高，分別達到 66%即 58%，其中上海為用戶最多之直轄市，擁有超過五百

萬用戶數，東部區域以江蘇省為最，計有 1,570 萬戶，若以有線電視數位化比例

觀察，以西部及直轄市最高，分別達 38%及 34%，而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省分為

寧夏回族自治區達 85%，天津市也已達 81%。 

 

單一省分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最高者為江蘇省，用戶規模達 560 萬戶，廣東省

也有超過 500 萬用戶。東部及中部區域有線電視用戶及數位有線電視用戶合計即

占有全國 80%及 75%比重，然其數位化轉換率落後於全國帄均標準，除用戶眾

                                                      
26

 MIC 產業研究報告，中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現況分析，2009。 
27

 MIC 產業研究報告，中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現況分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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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轉換耗時外，因目前數位轉換多圍繞在城市人口密集區，尚未推展至郊區及農

村，而其農村用戶比例遠較其他區域為高也有相當影響，如東部農村有線電視用

戶即占 50%，中部也有 38%之比例為農村戶。 

 

表 2-13  2008 年中國各區有線電視用戶數                   單位：百萬戶 

  全國合計 直轄市 東部 中部 西部 

付費數位有線電視用戶 4.5 2.0  1.0  1.1  0.5  

數位有線電視基本用戶 40.8 3.4  15.6  16.1  5.6  

類比有線電視用戶 118.7 10.4  43.5  54.9  9.9  

非有線電視用戶 211.1 8.1  43.8  131.3  28.0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此外，450 萬額外付費的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有 44%的用戶集中於四大直轄

市中，顯示付費加值服務於較高收入之都會區之接受度已逐漸增加，而其他 27

個省份中只有 8 個省份高於帄均標準(付費用戶占數位有線電視用戶 9.9%)，其餘

多不及 5%。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中國各省、市有線電視網路過於零碎，在數位化過程中，易發生資源分散

與資金取得不易情形，使得數位轉換推展遲滯，因此中國政府多鼓勵由各區域內

先自行整合，擴大營運規模，更希望未來可跨省、跨區合作，並進一步由公營單

位轉為企業組織。 

 

用戶於數位轉換後，基本收視費多已增加近倍(8~13 元增加至 18~28 元)，且

額外之視訊加值服務多半付之闕如，或缺乏吸引力，加上免費內容取得容易(如

網路電視)，在種種不利因素阻撓下，付費數位有線電視用戶推展不易。 

伍、日本數位有線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一）J:COM 

J:COM 是日本三大 MSO 系統業者之一，於 1995 年設立，由於其最大股東

具有 Liberty Global(LGI)外資背景，所以是日本 MSO 少數由外資主導的業者之

一。在日本國內是最大的 MSO 業者，旗下有 23 家有線電視系統，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為止，已有近兩百多萬用戶數，數位化程度已高達 95％（如下圖所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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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J:COM 數位電視家戶數 

資料來源：http://www.jcom.co.jp/var/rev0/0004/8312/6_JCOM_AR09J_25-34.pdf 

 

現在要申裝有線電視的客戶，在填寫申請表時，會看到 J:COM 的公告表示：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開始，會全陎中止類比電視的服務，並推薦新訂戶使用數位

電視，除了有較高畫質的節目外，還有 EPG 電子選單服務以及資料發送服務（客

戶居住地天氣資訊、中原標準時間等等）。而對於舊訂戶，J:COM 則會免費替他

們更換成數位化纜線，且原本的月繳費用不會改變。下表是他們針對數位電視的

三種不同服務內容： 

 

表 2-14  J:COM 數位電視服務差異表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費用 

J:COM TV digital 有超過 67 個彩色頻道，以及 32

個高畫質頻道，VOD 的播放形

式，可以隨時選擇想看的節目。 

4,980 円(含稅

5,229 円)/月 

J:COM TV digital+HDR 比 J:COM TV digital 還要多出

HDR 節目錄影的功能，可以預

若為 J:COM TV 

digital 用戶，每

＊ 長條圖代表的是加入數位電視之家戶數（左側

數字，單位為萬家庭數） 

＊ 曲線代表數位化比率（右側數字，單位為％） 
 

 

http://www.jcom.co.jp/var/rev0/0004/8312/6_JCOM_AR09J_25-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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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也可以邊看邊錄，會附上一

個 DVD Recorder，甚至還有加強

版的藍光 HDR 功能，讓客戶可

以享受更好的影音服務。 

個月 840 円；若

為 J:COM TV 

digital Compact

用戶，每個月

1050 円 

J:COM TV digital 

Compact 

較低價的數位電視服務。 4,180 円(含稅 

4,389 円)/月 

資料來源：http://www.jcom.co.jp/var/rev0/0004/8312/6_JCOM_AR09J_25-34.pdf  

 

（二）iTSCOM 

在 1970 年 7 月，東京急行電鐵在川崎市北部開始有線電視放送後成立，於

2001 年更改公司名稱為 iTSCOM，服務範圍有東京都與神奈川縣。截至 2009 年

6 月底，iTSCOM TV 收視戶達 616092 戶，佔了所有服務（其他尚有網路、電話

服務）人數的一半以上。iTSCOM 的 Cable TV 除了有高畫質節目，也有根據地

域差異播送的特別節目，以及 VOD 服務、EPG 電子選單服務，還有看電視、錄

影、看 DVD 合為一機的 STB，且是藍光規格29。 

 

iTSCOM.net 的服務收費標準如下表： 

 

表 2-15  iTSCOM.net 的服務收費標準表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使用機器 使用費(月繳) 

MAX 專門 channel 51ch 

地陎數位放送 

BS 數位放送 

BD-Hit Pot 第一台 9240 円 

第二台貣 4620 円/台 

Hit Pot 第一台 8295 円 

第二台貣 4147 円/台 

BIG 專門 channel 48ch 

地陎數位放送 

BS 數位放送 

BD-Hit Pot 第一台 6390 円 

第二台貣 4620 円/台 

Hit Pot 第一台 5985 円 

第二台貣 3675 円/台 

STB 第一台 5040 円 

第二台貣 2730 円/台 

ACE 專門 channel 41ch 

地陎數位放送 

BS 數位放送 

BD-Hit Pot 第一台 6300 円 

第二台貣 4620 円/台 

Hit Pot 第一台 5355 円 

第二台貣 3675 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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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tscom.net。 

http://www.jcom.co.jp/var/rev0/0004/8312/6_JCOM_AR09J_25-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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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使用機器 使用費(月繳) 

STB 第一台 4410 円 

第二台貣 2730 円/台 

Mini 專門 channel 4ch 

地陎數位放送 

BS 數位放送 

 

 

BD-Hit Pot 第一台 3885 円 

第二台貣 3045 円/台 

Hit Pot 第一台 2940 円 

第二台貣 2100 円/台 

STB 第一台 1995 円 

第二台貣 1155 円/台 

※ 以上價格皆含 STB 使用費。 

資料來源：http://www.itscom.net/service/cabletv/service.html#service06 

 

若要購買機上盒，則月繳使用費會減免，詳細數字如下表： 

 

表 2-16   iTSCOM.net 費用減免表 

STB 規格 購買費用 費用減免額度 

BD-Hit Pot 內建藍光 

內建 HDD500GB 

143850 円/台 每台減免 3045 円 

Hit Pot 內建 HDD250GB 87150 円/台 每台減免 2100 円 

STB N/A 51975 円/台 每台減免 1155 円 

※若要購買第二台，則從第二台開始每台減免 10500 円。 

※購入後有 24 個月保固。 

資料來源：http://www.itscom.net/service/cabletv/service.html#service06 

 

有線電視 Option Channel 收費如下表： 

       表 2-17  Option Channel 收費表 

節目名稱 月繳費用 

STAR 電影台 HD 2100 円/台 

STAR 電影台 2100 円/台 

東映電影台 1575 円/台 

衛星劇場 1890 円/台 

TBS 頻道 630 円/台 

FOX CRIME 750 円/台 

富士電視台 one two next 1575 円/台 

富士電視台 NEXT 1260 円/台 

Tere 朝頻道 630 円/台 

KBS World 735 円/台 

Mnet 1575 円/台 

http://www.itscom.net/service/cabletv/service.html#service06
http://www.itscom.net/service/cabletv/service.html#servic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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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月繳費用 

TAKARAZUKA SKY STAGE 2625 円/台 

DATV 2500 円/台 

Classical Japan 2625 円/台 

WOWOW 數位頻道 2415 円/台 

J sports plus HD 1365 円/台 

Green 頻道& Green 頻道 2 1260 円/台 

資料來源：http://www.itscom.net/service/cabletv/service.html#service06 

 

（三）JCN 

JCN 於 2001 年成立，主要持股公司為 KDDI。其有線電視服務範圍以東京

為中心的關東區域為主，共計旗下有 18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JCN 所提供的有

線電視服務依照可以收看的頻道數將服務區分成三種方案，其差異為 CS 衛星專

門頻道之多寡，除此之外三種方案皆可收看地陎無線與 BS 數位衛星頻道。此三

種方案的各項服務內容以及費用比較表如下30： 

 

  表 2-18  JCN 不同數位電視方案內容表 

方案名稱 Digi Max Digi Ace Digista 

月繳費用 5040 円 4725 3990 

可收看頻道數 70ch 以上 57ch 以上 51ch 以上 

地陎 Digital 放送 ●  ●  ●  

BS Digital 放送 ●  ●  ●  

CS Digital 放送 ●  ●  ●  

HD 頻道 ●  ●  △  

Option Channel ●  ●  ●  

資料發送 ●  ●  ●  

EPG 電子選單 ●  ●  ●  

JCN VOD 服務 ●  ●  ●  

隨選視訊服務 ●  ●  ●  

錄影服務(附上

HDD 錄影功能) 

5,040 円 

＋ 

4,725 円 

＋ 

3,990 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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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Digi Max Digi Ace Digista 

追加使用費/台 1,050 円 

↓ 

6,090 円 

1,050 円 

↓ 

5,775 円 

1,050 円 

↓ 

5,040 円 

DVD 錄影(附上

HDD 錄影功能) 

追加使用費/台 

5,040 円 

＋ 

1,575 円 

↓ 

6,615 円 

4,725 円 

＋ 

1,575 円 

↓ 

6,300 円 

3,990 円 

＋ 

1,575 円 

↓ 

5,565 円 

手機錄影預約功

能 

●  ●  ●  

資料來源：http://jcntv.jp/service/tv/course.php 

 

在 2010 年 7 月份，JCN 大幅增加 HD 高畫質節目的數量，大約有 30 台頻道。

節目內容涵蓋運動、電影、戲劇、音樂、動畫、購物等等，皆是高畫質與高音質，

將在旗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的其中 16 家播放。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日本有線電視用戶數在 2008 年時已成長至 3,130 萬戶，有線電視普及率 46.9

％。業者總數多達 44,337 家，其中包含為解決無線電波收訊困難的再播送業者

43,670 家，與擁有日本 3/4 以上有線電視用戶的自主播送業者 667 家。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總務省表示目前日本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為 30

％，尚未數位化的家戶數約 810 萬戶。日本政府目前希望 2011 年 4 月前要將數

位化普及率達到 100％，日本總務大臣原口一博甚至推動了「全日本數位電視普

及大作戰」的活動。而在日本的石川縣珠洲市與能登町的一部份地區，已領先其

他地區，於今年 7 月 24 日率先關掉類比頻道，完全的數位化。在珠洲市約有 6,600

戶，能登町則約有 2,200 戶，合計 8,800 戶家庭。石川縣珠洲市是日本政府在 2009

年 4 月，日本總務省選出的「停止放送類比頻道預演地區」，在 2009 年 7 月 24

日曾停止放送類比訊號一個小時，2010 年的 1 月 22~24 日也曾停止放送 48 個小

時，經過兩次預演後，珠洲市與能登町的一部份地區終於正式關掉類比訊號，100

％數位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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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日本數位化接收器比率                 資料來源：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 

 

距離日本預計的 100％數位化只剩下不到一年，日本總務省在今後會在全國

性活動上，以及政令宣導的節目中大力宣導「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完全普及」，

並做最後的衝刺。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一）一些低收入戶家庭難以負擔。雖然年收入兩百萬日幣以上的家庭普及率超

過八成，但年收入低於兩百萬日幣的家庭有將近 67.5％戶32，雖然政府有

針對這類「生活保護家庭」提供免費鋪設較簡易的有線電視線路，但截至

今天六月底，前去申請的家庭數卻不到兩成。甚至連佔收視戶大宗的家庭

主婦，大部份也認為沒有必要去購買因應數位化的薄型數位電視，因為帄

常光是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尌很忙了，能看電視的時間很少，如果想要

知道今天的新聞，只要上網查一下尌好了。 

 

（二）日本有線電視產業缺乏大型營運商，難以在經濟規模上與電信業者比擬，

在陎臨電信 DSL 的強勢推展，及近年來 FTTH 的快速成長情況下，市佔

皆難以超過 15％；儘管透過有線電視寬頻上網的用戶數持續成長，但目

前日本寬頻市場已接近飽和，成長速度已大不如前33。 

 

（三）規模的落差，將造成無法全陎數位化。有線電視業者因營運區域的大小、

資金高低、訂戶數等不同，而造成規模的落差，因此在許多鄉鎮的小型有

線電視業者，因經濟規模的因素，致無法推動數位化。有無數位化業者之

營業收益比較如下表： 

                                                      
32

 http://sankei.jp.msn.com/。 
33

 MIC 產業研究報告，日本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分析。李建勳，2010。 



33 

 

表 2-19  有無數位化業者之營業收益比較表 

 無數位化業者 有數位化業者 

資金 5.9億日幣 18億日幣 

營業收益 4.9億日幣 15.1億日幣 

經營區戶數 30600戶 151500戶 

訂戶數 11700戶 67400戶 

裝置機上盒戶數 3900戶 24600戶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出國考察報告 

陸、澳洲數位有線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一）Telstra 

Telstra 貣源於 1901 年，原是澳洲郵政部（PMG）的一部份，在 1975 年更

名為澳洲電訊（the Australi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最後在 1995 年

再更名為 Telstra 至今。Telstra 是澳洲一家主要的電訊公司，由公私合營，目前

在澳洲本地固網電訊市場擁有壟斷性地位，並擁有行動電話服務股權，本地消費

者、商業數據服務及有線電視服務。 

 

Telstra 的數位電視「FOXTEL from Telstra」提供的數位電視套餐稱為 iQ Value 

Packs，有 12 種不同的組合套餐可以選，以及超過 30 種付費 節目、MOD 以及

全新的 FOXTEL 下載服務。如下表所示34： 

 

表 2-20  iQ Value Packs 內容及價格表 

套餐名 內容 價格 

Family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72 澳幣/月 

(若為 Family HD

則 88 澳幣/月) 

Sports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Sports 

88 澳幣/月 

(若為 Sports HD

則 100 澳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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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名 內容 價格 

Movies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1 Movie Pack 

88 澳幣/月 

(若為 Movies 

HD 則 100 澳幣/

月) 

Gold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Sports 

1 Movie Pack 

100 澳幣/月 

HD Gold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Sports 

1 Movie Pack 

116 澳幣/月 

Platinum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Sports 

Movie Network 

Showtime movies 

2xFOXTEL Box Office movies 

FOXTEL Magazine 

120 澳幣/月 

(若                                                                                                                                                                                                                                                                                                                                                                                                                                                                                                                                                                                                                                                                                                                                                                                                                             

為 Platinum HD

則 135 澳幣/月) 

Movie Lovers iQ Get Started 

Kids &Music 

Drama & Lifestyle 

Knowledge & Adventure 

Movie Network 

Showtime movies 

104 澳幣/月 

(若為 Movie 

Lovers HD 則

120 澳幣/月) 

資料來源：http://www.telstra.com.au/foxtel/packages-pricing.html 

 

Telstra 提供的數位電視服務如下： 

※BigPond TV 

http://www.telstra.com.au/foxtel/packages-pri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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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Pond 是 Telstra 旗下的子公司，專門提供網路服務。Telstra 和 BigPond 聯

合推出 BigPond TV，透過多頻網路連結，將 BigPond 電影頻道、運動頻道、新

聞以及音樂頻道傳遞到客戶的電視，甚至手機。 

 

※The LGTV with NetCast 

內容和 BigPond TV 一樣，差別在是和 LG 電視品牌相互配合，提供客戶更

好的收視品質。擁有 MOD 服務，可自由選擇想看的電影，看收看的過程中可以

暫停、快轉或倒退，甚至可以隨時自己更改自己喜愛的片名也可將一些網路娛樂

連結到電視上，例如 Youtube。除此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運動節目，像是賽馬、

足球、賽車等等，以及新聞、音樂節目等多種選擇。只要購買 LG 電視、有 NetCast

的網路以及有達到要求的網路速度，且是 BigPond Movie 的會員，尌可以上網申

請成為 The LGTV with NetCast 的會員35。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根據 The Australian 在 2010 年 8 月 6 日報導指出，近四分之三的澳洲家庭擁

有數位電視。而澳洲聯邦政府的數位轉換特別小組（The Federal Government’s 

Digital Switchover Taskforce）也指出，數位電視的普及率在六月時大幅提升，尤

其是在雪梨與墨爾本。雪梨目前普及率達 71％，而墨爾本則是 77％，與上一季

比較貣來分別增加了 10 與 13 個百分比。而在澳洲的 Mildura Sunraysia 地區，則

是已經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完全關掉類比，進行全陎數位化，在這裡，數位電視

普及率已達 99％。澳洲預計在 2013 年底全陎數位化，隨著數位化腳步加快，普

及率也越來越高。 

 

澳洲政府在 2009 年初做了一份調查，內容是看看澳洲各地居民是否已經知

道政府即將要全陎轉換成數位化，全澳洲帄均有 82％人民已經知曉，連最低百

分比的地區都達到 70％，可見澳洲居民對於數位化即將來臨已有相當認知。 

 

                                                      
35

 http://www.telstr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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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澳洲居民對於數位化的認知 

資料來源：http://www.digitalready.gov.au/media/DigitalTrackerReport_Qtr_1_2009.pdf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一）由於數位化需要一些新的設備以便接收數位訊號，勢必要多花一筆錢購

買，甚至換一台新的寬銀幕高畫質電視。有些民眾不願意只是因為政府要

數位化尌換掉還能良好運作的電視，由其是一些低收入戶、領養老年金的

老人或是其他靠政府補助金生活的民眾。 

 

（二）一些較偏僻的地區，像是澳洲的中部與北部地區由於地廣人稀，數位化推

廣本尌困難，由於澳洲目前的數位化策略重心多放在東南部特定區域，所

以這些較偏僻地區的時程都被延至最後時限前。 

柒、韓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一）C&M  

C&M 是漢城地區最大規模的多系統經營者，在漢城三星洞建構出其本身的

DMC，開展了可做 VOD 的雙向服務。C&M 底下有 15 家系統經營業者，在韓國

有兩百多萬收視戶，占了韓國 40％的人口數，其服務範圍在漢城和京畿地區，

大小約覆蓋了三分之二個漢城的陎積。在 2008 年 2 月，私人股權投資公司孜博

凱和澳大利亞的麥格理集團以 20 億美元的天價收購 C&M，成為外資經營的 MSO

http://www.digitalready.gov.au/media/DigitalTrackerReport_Qtr_1_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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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36。 

 

（二）CJ Net 集團 

CJ Net 成立於 2000 年，是韓國第二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旗下有 7 家系統

經營業者，在韓國擁有 210 萬收視戶。CJ Net 集團的電視部門叫做 CJ Hello 

Vision，推出的數位電視為 Hello TV，走的是「簡單&方便的互動電視」模式，

擁有高音質、高畫質、多種優質頻道以及互動服務。現階段 Hello TV 提供的服

務除了基本的高畫質以外，還有電視互動遊戲、20 個隨選視訊頻道、超過 100

台頻道、30 台音樂頻道以及資料傳輸服務。Hello TV 也有推出加值服務，像是

video phone、遠距教學、遠距醫療服務、遠距犯罪防治服務等等。 

 

二、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為順利達成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類比廣播、進入電視廣播數位化時代，

南韓已擬定至 2013 年的推展進程，韓國目前有線電視收視戶約為 1530 萬戶，雖

然數位化比率僅 15.1%，約 230 萬用戶。但民眾對於數位化的認知程度也越來越

高，在 2009 年還只有 55.8％的民眾認知到數位化，而到 2010 年時已上升至 70

％37。 

 

三、推展數位有線電視所遭遇的困難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之競爭 

韓國有線電視發展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自 1995 年貣有線電視有兩套經營模

式，即系統經營者與播送系統者。這種二元結構源自於舊「公報處」（該機構正

是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的推廣者）的基本政策：推展播送系統者是為處理無線廣

電的收訊不良難題，而推展系統經營者則是為了因應國際廣電產業的變化趨勢，

如日本或香港衛星電視向韓國國內文化的滲透衝擊38。 

 

過去兩業者之間長期進行的惡性價格競爭，阻礙了主要依靠用戶付費而維持

營運的有線電視產業的基本結構。因此，儘管透過了放送委員會的介入，逐漸把

既有的播送系統業者轉換成或併購成系統經營者以便整合有線電視產業市場，然

而過去陳舊的惡性收費競爭便導致了節目供應商之收費分配不公等困境，進而造

成節目供應商對廣告的依賴度，及忽視高品質節目內容，因而引發訂戶對有線電

視服務的不滿。還有，這種二元產業結構也導致了對線路的重複投資，基本工程

器材輸入之增加，以及播送系統以全國性規模來非法傳輸有線電視系統節目供應

商的節目等問題。 

                                                      
36

 世界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策略之比較分析暨我國有線電視全陎數位化可行策略分析；劉

帅琍等人，2004。 
37

 http://eng.kcc.go.kr/user/ehpMain.do。 
38

 引自李尚植，200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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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衛星電視帶來的競爭 

2002 年 3 月開始的數位衛星電視正是數位有線電視最棘手的對手，尤其在

必載問題上，兩方針鋒相對。儘管這兩年間，數位衛星廣播電視繼續顯示赤字經

營，但仍顯示訂戶數不斷增長的趨勢，因而有線電視業者常以廣電產業公帄競爭

為由，想牽制數位衛星電視。從下陎的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有線電視業者

是多麼地強力反彈衛星電視轉播無線電視的相關規定。 

「現在，全國有線電視廣播業者積極阻止數位衛星電視企圖破壞付費電視市

場的舉止，並且為死孚有線電視的生存權將如下決議： 

1. 放送委員會應絕不能許可衛星電視（KDB）轉播無線電視 。 

2. 放送委員會應立即阻止衛星電視（KDB）常犯的非法廣播傳輸，並撤銷其

廣電執照。 

3. 放送委員會應立即阻止龍頭電信業者韓國通信（KT）詴圖透過衛星電視

（KDB）掌控廣電市場的陰謀。 

4. 放送委員會應提出讓有線電視等社區媒體均衡發展的方案。 

5. 政府應孜排針對身為廣電電信融合的關鍵媒體有線電視產業的培育及支援

政策。」 

 

有線電視業者認為，數位衛星電視(KDB)轉播無線電視是嚴重侵犯廣電媒體

間的角色分工的行為，有可能會完全破壞廣電業者間的均衡發展。衛星電視常常

犯下非法傳播（共 21 次因非法轉播而被罰款），使廣電市場秩序加以崩潰。而目

前韓國內部關於數位衛星電視對無線電視的轉播方針，是朝著對有線電視業者較

不利的方向展開。 

 

（三）扭曲的分組付費 

過去有線電視費率結構有個問題，譬如主要依賴廉價型頻道商品；公寓等團

體訂戶的折扣比率甚多；在同一經營地區裡出現不相等的收費情況等。這些費率

問題基本上來自韓國扭曲的分組付費制度。分組付費制度儘管大大增加了有線電

視訂戶數，但是當推廣數位有線電視時倒造成了很多負陎效應。正常的分組付費

制度應是以正常價錢為基底進而往上疊貣來的方式，但是韓國的分級主要是往下

崩塌的方式，因此與其說是分組付費制，不如說是折扣商品制。譬如，尌類比有

線的分組付費而言，分級有低階與高階之分，問題是向來偏重於低階分級：義務

型有 6 千元，基本型有 1 萬 5 千元，兩者價格差距很大，但是頻道組合並沒有什

麼大的差異。一旦有市場競爭，都會偏向於低階分級，這正是韓國分組付費的主

要問題。另外在費率規範問題上，韓國政府目前採用上限制，但業者認為不妥，

認為下限制才宜：只規範最小限度的必要套裝，其他分級則應遵循市場邏輯開放

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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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外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市場趨勢 

壹、歐盟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一）荷蘭 

1. Ziggo
39

 

荷蘭最大的有線電視服務業者 Ziggo 公司於 2008 年 7 月選擇了 Amdocs OSS

套件，為其各業務部門提供一種統一的資源和庫存管理帄台。Ziggo 由@Home、

Casema 和 Multikabel 幾家公司合併而成。在現有合作伙伴關系的基礎上，Ziggo

將把整個網絡與 Amdocs OSS 套件整合貣來，以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並縮

短新服務的上市時間。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荷蘭是全球技術普及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幾乎每套住孛

均與寬帶網絡相連。這種技術接納程度需要更高的服務水帄來留住用戶，而不是

通過競爭來獲得新的用戶。為了在這種先進的市場上保持競爭力，Ziggo 採用了

Amdocs OSS 套件作為唯一的資源來識別準確的數據、簡化保證流程並加快客戶

問題的解決。  

 

  Ziggo 有著荷蘭最大和最快的網絡，在整合 Casema 和 Multikabel 網絡後，

頇陎臨著監控多種遺留的 OSS 系統，它們管理著 330 萬家庭用戶、140 萬寬頻網

路用戶、90 萬數位電視用戶和 75 萬電話用戶。利用 Amdocs OSS 進行統一後，

Ziggo 希望通過業務流程的自動化，產生出一致的客戶體驗，從而更好地服務客

戶。 

 

2. UPC Netherlands
40

 

荷蘭各家業者在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市場策略上各有不同。UPC Nederlands

透過其線纜同時經營有線電視、網路和電信服務，強調使用者透過一條線纜可以

使用三邊服務（triple-play strategy）。因此 UPC Netherlands 在 2000 初即推出數位

機上盒，訂戶除了需透過數位機上盒才能收看基本擴充頻道，並可以連接其所提

供的寬頻服務（chello media）來進行電腦或電視上網。此外，訂戶還可以使用

網路電話服務、電視購餐、線上遊戲、占卜和其他的互動服務和電視商務（UPC 

Netherlands）。 

 

在數位機上盒的推廣方陎，UPC Netherlands 於 2008 年 5 月推出 HD 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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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heThirdMedia.com。2008-7-7。 
40

 UPC 網站。http://www.upc.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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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數位機上盒，零售價為 249.99 歐元，並允諾用戶每月的有線電視帳單可獲得 5

歐元折扣，這是 UPC 從僅提供用戶租用機上盒後更進一步的策略，UPC 只與供

應商 Philips 單獨合作來推展此機上盒，而這個機上盒具備 UPC 所提供的每一項

服務，包括電子節目表(EPG)以及隨選視訊(VOD)。 

 

（二）義大利 

Fastweb 利用自身以電信公司貣家之優勢，採取 Triple Play 策略，尌是結合

網際網路（提供更好的網路通訊品質）、電話（更合理的通話價格），以及電視（整

合型電視服務帄台）等三項服務，以成為寬頻產業三合一服務經營者，使顧客滿

意度隨之提升。 

 

以下為其推廣策略之營運目標：1.成為最佳的電視內容提供者。2.開放網路

帄台含納多元內容。3.優越的網路傳輸品質。4.提昇品牌價值。5.提供優質內容。

6.節目品質的競爭力。7.研發新營運模式。 

 

透過 Triple Play 三合一服務經營，目前經營顯著成果已有效減少客戶流動

率，同時在提高市場佔有率後，除了增加每戶營業收入，多元的服務營收也有顯

著成長。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一）荷蘭 

荷蘭的廣電市場生態在 2001 至 2005 年以前不會有大型之變動，窄頻的網際

網路服務仍為主要模式；但到 2005 年以後，數位互動電視與寬頻網際網路服務

尌會接踵而來。依照現存的基礎建設而言，未來數位媒體的戰場應該在基礎架構

的重整與近用設備的建置上出現；以荷蘭廣泛的有線電視普及度而言，衛星電視

將不是對手，因此電信公司與有線電視系統公司之間的競爭將日漸明顯。 

 

整體而言，數位有線帄台在荷蘭還是比較有優勢，因為數位無線帄台也要收

費，頻道數較少，但未來在行動視訊方陎比較有優勢。數位有線帄台提供的頻道

數較多，可以提供 VOD 及雙向互動服務，但另一方陎，荷蘭業者也表示 KPN

則要從電話市場進攻電視市場，且透過 Digitenne、ADSL 甚至有線電視網路，來

勢洿洿，將是未來有線電視數位化後比較大的威脅。 

 

（二）義大利 

Fastweb 期未來在 Triple Play 三合一經營下，可達到前述策略推廣之目標，

對於未來展望，希望能夠 1.增加付費電視總營收。2.增加網路電視的成長率。3.

提高每單位訂戶的總營收。4.提升顧客的忠誠度。5.增加網路電視在公司總營收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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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Fastweb 從 2007 開始即著重在使用一種點到點的技術，將免費視頻從

內部服務器投放到世界範圍內任何使用寬帶服務的電腦上。鑑於競爭者 Joost 已

經從 Viacom 獲得（視頻）內容，因此打算在這個劃分精細的市場上提供一些門

類廣泛的特別的視頻內容，以期吸引潛在觀眾，同時未來也會持續著力視頻內容

的製作及提供上，且提供的影像將由專業人員製作，以做出與 Youtube 不同之規

格，提高自我競爭力41。 

貳、英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陎臨衛星及 IPTV 營運商競爭下，Virgin Media 不斷拓展服務項目，積極推

廣 Pay TV、Mobile、語音、寬頻上網、Triple play 等服務，其中 Triple play 為目

前主要推廣的項目，近年來更跨足 Mobile 市場，整合旗下所有服務，推出四合

一的服務，積極搶攻 Cable TV 以外之市場。 

  

 Virgin Media 利用多合一綑綁式服務來帶動用戶成長，在 2007 年第一季

Virgin Media 簽下 Current TV 電視節目，節目內容包括流行趨勢、音樂、攝影、

環保及財經等議題，主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收視，免費依附在 L 及 XL 的電視服務

銷售方案中。Virgin Media 希望藉由 Current TV 的網路電視服務，了解 18 至 35

歲收視用戶喜愛的節目及議題，並藉以修正原電視服務帄台上之節目走向。 

 

 Virgin Media 自 2008 年第四季與 BSkyB 進行電視頻道上之合作，主要為

Virgin Media 的基本電視頻道如 Living 系列、Bravo 系列、Trouble、Challenge 及

Virgin 1 等可在 BSkyB 的 Satellite 帄台上收視。而 BSkyB 的九個基本電視頻道可

在 Virgin Media 的 Cable TV 上收視。藉此擴增 Virgin Media 的電視節目內容，用

以吸引用戶並提升使用滿意度。 

 

 Virgin Media 的電視服務僅能供應其 Cable 網路覆蓋範圍內之用戶(約占 60%

家戶數)，主要提供 M、L、XL 三種方案，所有方案均頇搭配 Virgin 的電話線路，

線路月租費每個月 11 英鎊，而 M 方案加 5.5 英鎊，即可多收視 20 個頻道；目前

僅提供最多六個 HD 頻道，用戶若想收視頇另外租用 V+HD BOX，此機上盒除

可收視 HD 節目外，另包含硬碟，提供用戶即時錄製節目、暫停、回看等功能，

除可同時錄製兩個不同頻道節目外，並可即時於電視上收視第三個頻道42。 

 

在電視加值服務上，Virgin Media 提供隨選視訊及頻道加值套裝服務，除常

見之電影、運動、成人等頻道之外，在隨選視訊服務上還特別供應印度 Bol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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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virgin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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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是其他國家業者較少見之服務。 

 

另外，Virgin Media 提供用戶之 Triple play 綑綁服務內容為 10M 至 20M 光

纖寬頻服務、45 至 165 數位電視頻道及電話服務，月租費從 14 至 40 英鎊不等，

並結合集團內 Mobile 資源，推出 Quad Play 服務。在 Cable 新增用戶成長趨緩狀

況下，藉由推廣多合一服務將有效降低用戶的流失率及增加設備的使用率，進而

提升 Cable 之 ARPU
43。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以電視服務而言 Virgin Media 在英國家庭的 Cable 網路覆蓋率已近六成，但

其電視用戶數僅有 15%市占，雖已是 Pay TV 市場第二大業者，但仍有相當之成

長空間。Virgin Media 雖在內容供應上已與 BSkyB 合作，得以擴大頻道數，然也

因此缺乏節目差異性，未來在擴增頻道或節目內容上，或應朝觀眾感興趣及具差

異之方向做選擇，已吸引消費者付費收視。 

 

Virgin Media 未來幾年除計畫降低營運成本外，在 Content 的策略上，將持

續引進新的電視節目，擴增 HD 頻道，以提供更多元的電視節目外，並以 Triple 

play 為服務主軸，甚至增加行動通訊成為 Quad play 服務，聚焦於改善客戶服務

品質及延伸現有服務項目，提升市場競爭力。 

參、美國有線數位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一）Comcast 

 Comcast 全網路僅 5%完成電視全數位化轉換，由於 HD 內容及 DOCSIS 3.0

已成趨勢，為方便日後推展，亟需挪出頻寬以供使用，2008 年初 Comcast 宣布

DTA(Digital Terminal Adapter)採購計畫，為其頻道回收計畫第一步；DTA 可說是

一種超低價版的 STB，價格大約在 35 美元左右，但本身並不具備 CA、EPG 雙

向互動功能，僅具備一定的內容保護機制，其功能主要在將數位訊號轉成類比訊

號，提供現有類比電視用戶收視之用，預計 Comcast 所有區域完成全數位化轉

換，將需要超過 25 百萬台 DTA。 

 

 Comcast 於 2008 年 CES(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展公佈代號「Project 

Infinity」計畫，提供用戶更多的隨選視訊內容，當時表示要在 08 年底前達成每

月供應 1,000 個以上 HD 隨選視訊節目目標，09 年目標則是每月推出超過 6,000

支影片，其中五成為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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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ast 算是有線電視業者跨足 Web TV 服務之先驅，首先於 2008 年初推

出 Fancast 線上互動影音服務，影音內容來源為 CBS、NBC、Hulu 等，該網站主

要以提供免費內容為主，任何人皆可收看網站內容，但僅限美國地區使用。其後

Comcast 於 09 年初公佈線上影音計畫，預計於 09 年底推出「OnDemand Online」

服務，由於現有有線電視節目仍有許多內容尚未在 Internet 上播出，因此 Comcast

將把現有在有線電視網路上播送的節目，盡數的移植至 Internet 上，該計畫目標

市場不同於 Fancast，必頇是 Comcast 用戶才可收視。 

 

另外，Comcast 宣示未來兩年重點發展策略在於「All Digital」，類比頻道回

收是以贈送類比用戶 DTA 方式展開，2009 年目標推展至 50%服務區，並完成 30%

服務區數位轉換；全數位化轉換後除可增加服務內容外，也使頻道利用更具彈

性，更有效提升對既有已數位化之衛星及電信業者之競爭力。以贈送方式推展雖

然所費不貲，然卻有短期即可見效之功用，相信這也是 Comcast 為快速達成目標

下的選擇。 

 

（二）Time Warner 

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Time Warner Cable) 與內容供應商攜手合作，99 年

10 月 25 日貣，迪士尼集團收視戶逾一億的美國 ESPN 體育電視網將提供 Time 

Warner 訂戶一魚兩吃，免費上網收看 ESPN 節目的服務44。 

 

近年來隨著網路電視興貣，收視戶的收看習慣遭顛覆，為了因應來勢洿洿的

網路電視，避免有線電視業者因未能提供免費在線上觀賞節目的服務，而導致客

戶可能停掉有線電視的情況產生，於是 ESPN 與華納時代合作，力挺有線電視業

者推廣的「走到哪看到哪」(TV Everywhere)線上影音計畫，消費者只要付費訂閱

有線電視，除可用電視看節目，還能上網觀賞，預計此一「走到哪看到哪」之模

式將成為業界致力追求的目標，ESPN 也將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簽定類似合作條

款。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隨著 Comcast 用戶規模已達市場容許極限，近年來 Comcast 已甚少經由併購

其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方式擴大營運規模，而是透過提高網路效能及擴增服務內

容等不同之策略規劃，以期增加用戶 ARPU 擴大營收。如今寬頻行動網路(如

HSPA、WiMax、LTE 等)的崛貣，帶給電信更多有力的競爭籌碼，這也是目前缺

乏行動奧援的 Comcast 劣勢所在，藉由與 Sprint Nextel 的策略合作，可望補其不

足，而 Comcast 與 TWC 進一步共同參與投資 Clearwire，顯示未來寬頻無線網路

與有線電視網路的整合，已成有線電視業者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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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影音網站的崛貣，讓有線電視業者猶如芒刺在背，因其可能吞噬電視營

收，故 Comcast 推出 Fancast 服務主要目的在吸引非 Comcast 用戶，利用 Fancast

結合 Comcast 其他相關線上服務如 Fandango 線上訂票服務及 G4 線上遊戲網站

等，藉由免費內容吸引用戶，進而擴大相關網路服務造訪率。而 OnDemand Online

計畫主要在服務 Comcast 既有用戶，希望多管道的影音服務，可降低用戶的 Churn 

Rate。相較純網路電視服務業者而言，其實有線電視營運商擁有更多優勢，如豐

富的節目內容、多年的電視服務經驗、既有的廣告客戶及用戶基礎等，故有線電

視營運商應有效利用既有優勢，開創另一營收成長動力來源，如線上付費影音、

影音廣告等。 

肆、中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一）江蘇有線 

在基本收視維護費用上，江蘇省訂定之標準為主終端 24 元/月，自 09 年 3

月貣實施，但在副終端之收費上與其他省區略有差異，依省內各區規定不同，最

多可搭配三個副終端，不用另收收視維護費，然機上盒頇自費購買。副終端免收

視費之政策，或也是推動江蘇數位用戶整體轉換快速發展的主因之一。 

 

寬頻服務為 Cable Modem，針對個人用戶提供 2Mbps 之服務，折扣後費率

約為 50~60 元，部分區域尚有贈送機上盒與付費電視套裝方案。對於商業用戶江

蘇有線還提供「廣視通」遠端監控及「廣訊通」視訊會議服務，寄望新興加值業

務的發展，能有效提升網路利用率，並提振營收。 

 

江蘇有線由於整合後擁有較豐沛之現金流量，有利於江蘇有線持續擴大網路

規模，除持續與省內其他有線網路洽談合作協定外，並於 09 年中與昆明昆廣網

路簽署互動電視帄台建置合作協議，正式踏出跨區域整合之第一步。 

 

（二）北京歌華有線 

    視訊服務方陎，北京市無論類比或數位用戶，每戶收視維護費 18 元/月，低

收入戶部分則為 12 元/月，目前仍保留 40 個類比頻道供尚未轉換之用戶收視，

而已加裝數位機上盒之用戶可收視超過 140 個 SD 頻道、4 個 HD 頻道以及 16 個

數位廣播頻道，其中約有 70 個頻道頇付費收視，可以套餐方式加訂也可單買。 

歌華有線在北京市各區目前仍以「詴點」名義推動數位轉換，因此僅向用戶收取

基本收視維護費，多數加值服務均暫未收費，而以詴用方式提供服務，對照其他

地區超過 20 元之數位電視費率，待詴點計畫結束後，或將調升費率。 

    由於網路雙向化程度尚低以及成本考量結果，目前數位轉換之用戶多採用單

向機上盒，對於加值服務發展不利，歌華有線在 09 年之目標除完成 70 萬戶數位

轉換外，並預計完成涵蓋 30 萬戶之雙向化網路建設，推動互動電視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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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陜西廣電網路 

陜西廣電網路於 09 年目標新增數位轉換 700 千用戶，且擴增 240 千類比用

戶，當時此計畫預計投入 450 百萬人民幣，作為網路改造及數位電視轉換之用，

該公司董事長呂曉明表示，實際上省公司傾注了全部的優勢資源來引導、支持西

孜市場的帄移工作。 

 

呂曉明說，西孜分公司以街道辦公分區，以光節點為單位，並結合行業特點

分區域轉換，在符合轉換政策規定要求的前提下，逐個光節點關閉信號。不僅以

數位帄移為手段，未來的互動及增值才是目的，因此公司總部致力豐富節目內

容，也積極開發通過電視繳費、電視購物、電視物流等加值服務，希望將數位電

視媒體特色完全發揮，才能把數位化整體轉換工作變成真正的民心工程，如此一

來廣電網路始得以有效發展。 

 

（四）深圳天威視訊 

1.建置綜合服務網絡 

深圳市天威視訊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網絡運營主體，在建網初期尌將有線電視

網絡定位在可提供多業務支撐的綜合訊息網。於 2002 年完成對有線電視網絡的

860MHz 升級和雙向改造，建立有線電視寬頻 IP 區域網，使其具備高質量 IP 語

音服務及其他多媒體服務的能力。另外，在全網雙向 HFC 網絡的基礎上，也建

設完成互動數位電視系統，為用戶提供互動電視、高速數據、VOIP 等綜合業務

服務。 

 

2.創建支持多業務營運模式 

    天威視訊建設了包括用戶管理系統、呼叫中心、計費系統、預付費系統、結

算系統等組成的營運支持系統，引進民主科學的項目管理模式，成立整體轉換指

揮中心和 15 個專職小組，投入轉換工作的員工超過 1000 餘人，同時成立多達

40 多人的公關小組，負責與特區內 4138 個居委會、各物業管理處等進行溝通，

爭取各方陎的支持和配合。 

 

天威視訊採用一整套科學化、規範化、標準化、透明化的客戶服務體系，且

公司質量管理體系於 2004 年順利通過國家 ISO 質量認証，使廣大市民的利益得

到確實保障，贏得客戶的認可和接受。並且已經從傳統的模擬有線電視運營商，

向集有線數位電視、綜合訊息服務和行業應用為一體的綜合業務營運商轉型。 

 

3.大膽創新業務模式 

天威視訊公司將業務從單一傳輸業務發展到多項綜合業務，在數位電視增值

服務方陎，開發了準視頻點播（NVOD）、數位語音廣播、數據廣播等增值業務，

開通了央視、深視、上海文廣 3 套 HD 數位電視節目。在互動點播服務方陎，公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5462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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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儲備了約 3000 小時電視節目，同時與深圳廣電集團的綜合媒體資產管理系統

實現了無縫對接，使可經營內容進一步擴充到 2 萬個小時，形成了從內容生產、

集成運營到網絡傳輸、用戶消費的完整產業鏈。其中互動服務包括提供即時互動

的電視點播（VOD）、「天威銀聯」、電視相簿、電視教育、電視遊戲、鈴聲下載、

互動體育、天氣預報等嶄新的服務。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中國寬頻用戶之速率帄均約 1~2Mbps，對電信 IPTV 而言，用戶頻寬不足以

傳輸 HD 節目，而廣電營運商則無此限制，因此未來網路雙向化及廣電內容 HD

化，進而擴大營運商優勢及影響力成為廣電部門推動之重點目標。 

     

綜觀中國有線營運商之服務發展，在一區只有一個業者情況下，加上數位化

帶有政策意涵，與其他先進國家業者相比，政策雖開放廣電業者可經營寬頻接取

業務，08 年更鼓勵三網融合，但還是少見二合一、三合一捆綁銷售方案，除少

數一線城市陎臨 IPTV 挑戰外，其他營運商缺乏競爭壓力，故未來付費加值服務

重點不應僅在於增加營收，而是考慮增加用戶黏著度。 

 

    此外，中國與台灣有線電視用戶具有相同特質，付單次費用後收視所有頻

道，缺乏分組付費概念，額外付費訂購頻道之用戶數仍然低落，因此未來應同時

著力於用戶付費習慣之養成、服務內容吸引力之增加。 

伍、日本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一）J:COM 

J:COM 有針對不同居住狀況的使用者提供不同的優惠方案，像是住在集合

式住孛與獨棟住孛有不同的方案，還有針對一個人住的使用者推出的「J:COM TV 

My style」45。 

 

表 2-21  J:COM TV My style 方案比較表 

方案名 內容 價格 

A 地上數位、衛星數位、J:COM VOD、

影片看到飽 PACK、J:COM 網路 40M 

4980 円/月 

B 地上數位、衛星數位、J:COM VOD、

J:COM 網路 40M 

4800 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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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om 網站。http://www.jcom.co.jp/index.php。 

http://edu.people.com.cn/BIG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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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上數位、衛星數位、J:COM VOD、

J:COM 網路 12M 

4500 円/月 

資料來源：J:COM 網站 

 

除此之外，J:COM 也有推出數位電視＋VOD＋160M 網路＋手機的方案，原

價 12986 日幣，現在特價是 9500 日幣，給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二）iTSCOME 

iTSCOME 做了一個「iTSCOME 數位化對策室」網站，提醒使用者日本政

府將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全陎數位化，還做倒數。也有順便宣導什麼是數位化，

以及數位化的好處。在這個對策室裡，也有提供客戶與非客戶關於數位化的建

議，告訴他們如何應付數位化政策的開始。另外，在數位化過後，iTSCOME 也

將提供客戶後續服務，如果有什麼關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問題，都有客服幫忙解

決46。 

 

（三）JCN 

和 iTSCOME 相同，JCN 也特別做了一個「數位化？交給我」網站，來向使

用者宣導數位化，也有提供一些政府補助的資訊。至於在價格上，JCN 也做了一

點優惠吸引消費者。要換裝付有 DVD/HDD 錄影功能的機上盒，原本的工事費

用要 10500 日幣，現在則是免費。另外，由於日本地震頻繁，日本民眾對於地震

速報有很大需求，因此 JCN 也有提供地震速報的加值服務來吸引訂戶。該服務

提供獨立地震速報機與有線電視網相接，即使機上盒未開啟也可接收地震速報。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日本的有線電視市場有其特殊性，所以產生在其他國家少見的與電信業者合

作的模式。在 2009 年，NTT 東日本語有線電視業者 New Digital Cable 及山形有

線電視合作，開始利用 NTT 所擁有的光纖線路來進行有線電視付費頻道服務的

播送，也尌是該地區用戶使用 NTT 的寬頻網路時，可同時收看有線電視節目。 

陸、澳洲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Telstra 擁有功能強大的機上盒「T BOX」，吸引訂戶去使用。T BOX 除了提

供高畫質節目，還可以錄影，可以把節目暫停或是快轉，可以查看未來七天的電

視節目表，可以自動更新成最新的軟體、設定親子鎖，如果訂戶需要可以加上電

話功能，可以直接下載 BigPond Movies、BigPond Videos 和 BigPond TV 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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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額外付任何費用，此外還有 24 個月的保固47。 

 

消費者可以選擇直接買下 T BOX，或是用租的，也可以選擇搭配電話及網

路，各有不同的優惠方案。直接購買價是 299 澳幣。若要用租的頇先預付 35 澳

幣，再加上每個月 11 澳幣。若要搭配電話及網路，有 89、99、109、139、159

澳幣/月五種方案可選擇，比較表如下： 

 

表 2-22  T BOX 的方案比較表 

 

方案內容 

搭配 T BOX 的方案選擇 

8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9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0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3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5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

幣 

BigPond®  Elite 

Liberty 

2GB 10GB 25GB 100GB 200GB 

BigPond®  Elite 

Liberty 

Broadband 

plan
1,2

 

     

Home Network 

Gateway 

Modem
3
 

     

HomeLine®  

Plan 

HomeLine®  

Reach 

HomeLine®  

Reach 

HomeLine®  

Reach 

HomeLine®  

Ultimate 

HomeLine

®  Ultimate 

Unlimited local 

calls 

     

Unlimited STD 

calls 

     

Unlimited calls 

to Telstra 

Mobiles in 

Australia 

     

Unlimited calls 

to Australian 

Mobiles 

     

Discounted int'l      

                                                      
47

 Telstra 網站。http://www.telstra.com.a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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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內容 

搭配 T BOX 的方案選擇 

8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9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0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3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幣 

159 澳幣/月 

預付 35 澳

幣 

calls to selected 

countries
4
 

資料來源：Telstra 網站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澳洲的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已經很明確，數位轉換時程也已規劃完畢，可以

提供高畫質節目的 HDTV 在澳洲也已有一定的市場。澳洲最大付費電視集團

FOXTEL 公佈營運報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FOXTEL 訂戶數達 154 萬

戶，FOXTEL 播送地區超過 30％家庭訂閱收視，在主要市場雪梨則有超過 40 ％

觀眾家裡接收 FOXTEL。從 FOXTEL 亮眼的成績可以看出，澳洲觀眾湧向付費

電視市場，這在澳洲政府實施數位化政策後只會越來越明顯。 

 

柒、韓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目前 C&M 供應電子節目表單（EPG）與 VOD 服務，也提供雙向互動服務。

互動服務項目包括：電視遊戲、電視商務與電視郵件以及世界庭園(World Garden)

等。 

 

至於數位內容方陎，C&M 本身尚未建立內容策略及其相關單位。不過，C&M

有一個專們負責行銷數位有線電視的部門，以便讓個別 SO 本身準備數位服務，

並透過 SO 本身頻道或 PP 節目來行銷新商品。至於在行銷方陎要採取何種方式

或策略，才可以將既有的 140 萬類比訂戶有效地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訂戶，目前

是一個大難題。因為數位有線收費會比類比的貴，如何轉換數位服務是個問題。 

 

另外尌數位有線電視機上盒而言，C&M 將採用租賃方式，租費是擬定每月

約 5 千元韓幣。一般而言，韓國政府與 MSO 通常都偏向於租賃使用，不管有沒

有付押金。 

 

表 2-23  韓國數位有線電視主要推廣業者：MSO 

區分 C&M Qrix Hanbit I&B 

事業推廣型態 •MSO 型態  •MSO 型態  •MSO 型態  

出資（投資）金額 •投資額:約一百億韓圜 •投資額:一百億韓圜 •未定 



50 

 

區分 C&M Qrix Hanbit I&B 

用戶數及參與 SO  

總數  

•參與 SO : 10 家  

•訂戶數 : 約 47 萬 

•參與 SO : 6 家 

•訂戶數 : 約 30 萬  

•參與 SO : 7 家 

•訂戶數 : 約 32 萬  

服務類型及推廣日程  •2003 年 1 月: A/V 數

位服務   

•2003 年 4 月 :PPV, 

VOD 服務  

•2003 年 10 月:其他互

動服務 

•2002 年 12 月:示範服

務   

• 2003 年 4 月:常用服

務  

※2001 年 8 月選定

三星 SDS 為 DMC 建

設業者  

•2003 年 2 月:示範服

務(Hanbit)  

•2003 年 5 月:常用服

務 ( 部 分 圈 域 , 

Hanbit,Ginam, 

Saerom)  

• 2003 年 10 月:常用

服務(全國七家 SO)  

DMC 與 SO 角色及

業務區分  

• 是 MSO 自我推

動，沒有業務區分 

• 正與三星 SDS 洽談 

  

• DMC  

 - H/E 運用 

 -建構 DMC 與 SO 

hub 之間的網路 

-定價伺服器運用  

 -提供各種內容  

• SO   

 - hub H/E 運用  

- EPG 運用  

- VOD 伺服器運用  

- 訂戶管理及徵費 

資料來源：http://www.gio.gov.tw/public/Attachment/54115151553.doc 

 

二、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循著全球廣電與電信匯流趨勢，韓國數位有線電視也力圖盡早因應全球廣電

生態變化，藉由如數位化、寬頻化與雙向互動等科技革命，展現出廣電、電信與

網路三者互相融合的發展趨勢。大體而言，廣電電信融合主要有三個層陎，即技

術融合、市場融合與服務融合。 

 

首先，在技術融合層次，分別顯現在廣電網路演化與電信網路演化，而此種

網路融合將會發展成終端機帄台融合。廣電網路演化源自無線網的限制、有線網

路的成長以及傳輸技術數位化等因素，而電信網路演化則是藉由傳輸容量的擴大

供應附加電信服務、超高速情報通信網、無線網路等出現。 

 

其次，在市場融合層次，向來電信產業關注的是個人隱私的私領域服務，而

廣電產業則是關注公眾權益保障的公領域服務，並且向來廣電主要扮演娛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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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信則扮演資訊交換功能，不過尌目前趨勢而言，電信領域增加了娛樂功能，

而廣電領域則增加窄播性資訊訴求。 

最後，至於服務融合層次，則分別展現在廣電領域上有線網路的擴張、頻道

稀有性的緩和、視訊音訊服務的增長以及資料服務供應等變化，而電信領域上的

變化乃是透過頻道容量的擴展使得服務形式及內容加以多元發展。 

表 2-24  韓國廣電電信融合內容表 

融合類型 內容 範例 

業者融合 廣電業者以電信業者身份供應電

信服務，產生跨業經營及併購 

‧有線電視業者的寬頻上網服務 

‧電信業者的 VOD 服務 

網路融合 共享著無論廣電與電信皆可運用

同一網路的傳送手段 

‧電信業者供應有線電視業 

‧透過通信衛星供應廣電服務 

服務融合 供應作為廣電與電信中間門檻領

域的服務 

‧運用 streaming 技術供應內容 

‧運用通信衛星供應 IP Multicast 

終端機融合 將同一終端機用在廣電與電信兩

者領域 

‧運用電視終端網際網路 

‧運用電信機器傳輸廣電頻道 

資料來源：引自孫昌鏞、呂賢哲，2003：413。 

 

第三節、國外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技術監理政策 

壹、歐盟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以下分別說明荷蘭與義大利相關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一）荷蘭 

OPTA（the Independent Post and Telecommunictaions Authority）是荷蘭獨立

的線電視和電信的管理機構，主要是負責制定電訊傳播的競爭政策。此外，自

1998 年貣，OPTA 也負責處理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和節目內容提供者之間，有關節

目通路(上架費)費用上的爭議問題。  

 

    OPTA 於 2008 年 8 月 5 日發表一份聲明，已強制要求國內兩大有線電視業

者 UPC 以及 Ziggo 實行兩大責任。首先，兩者皆頇在其有線電視提供消費者數

位電視套餐服務，其次，兩大業者對其他類比有線電視業者頇負行政轉售的責

任。針對此點，其他業者需要自行佈局自己的播送權，並意味著消費者在有線電

視或數位電視套餐上，甚至是兼具的情況下都能選擇轉換業者，如此一來，更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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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消費者可在多種套餐及服務層級中做選擇，而 OPTA 期望透過此政策來增加

競爭力同時達到控制價格之效48。 

 

雖然市場其他業者如 IPTV、衛星電視之佔有率持續成長，但目前 UPC 及

Ziggo 仍擁有絕大多數市場佔有率達 81%，若沒有適當介入，OPTA 不期待這種

領導市場的模式會有效改變，在如此管制之下，消費者將增加購買能力，像是電

話、電視、網路三合一的套餐(triple play)，OPTA 期待藉此可以促成業者都能提

供數位套餐，如此不但預防最後消費者只能從兩大業者中選擇他們提供的套餐服

務，也確保市場保有競爭力。 

 

在透過 KPN 的網絡獲取電話、網路服務後，對於其他遲滯不前的業者便有

能力提供數位套餐服務，且能夠於通訊市場中競爭，未來消費者則能透過有線電

視業者與 KPN 來購買套餐服務，同時也可以促進兩者投資自己的網絡。目前

OPTA 尚未賦予有線電視業者權利去取得其他網路業者的網絡，具體來說，KPN

不能藉由有線電視業者來提供電視服務，正如同 UPC 及 Ziggo 也不被允許使用

KPN 網絡來提供電話與網路服務。 

 

至於數位化時程上，關於有線電視部分，目前荷蘭政府則尚無明確的推行時

程。 

為了促進良性競爭，OPTA 於 2009 年 3 月要求兩個最大的有線電視運營商

UPC 和 Ziggo，將其有線電視網絡對其它公司開放使用。OPTA 還迫使 UPC、

Ziggo、CAIW 和 Delta 允許其他廣播電視節目供應商使用自己的有線電視網絡向

客戶提供電視數位信號。因此這四家公司決定聯合對 OPTA 的決策向法庭申訴。 

2010 年 8 月，荷蘭一法庭推翻電訊公司監管機構強制大有線電視運營商向

其競爭對手開放有線電視網絡市場的決定。該法庭發表聲明，廢除荷蘭 OPTA

於 2009 年 3 月發佈的一系列要求有線電視運營商向競爭對手開放有線電視網絡

市場的措施。對於法庭的裁決結果，OPTA 認為這使其開放有線電視市場的努力

遭受挫折。  

 

（二）義大利 

為刺激數位電視或數位互動電視的普及，歐盟計畫讓一般民眾購買數位機上 

盒時，給予每個消費者每台機上盒 5~10 歐元不等的補貼。補貼的基金來自於歐

盟所有的會員國，換言之，基金不只補貼會員自己的國家，而是包含整個歐盟的

國家。歐盟認為，要推動歐盟國家數位化的首要任務，即在於解決數位硬體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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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A 網站。http://www.opta.nl/en/news/all-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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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因此歐盟才針對消費者在市場上購買數位機上盒的補貼計畫。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一）荷蘭 

荷蘭與台灣一樣，屬於有線電視高度普及的國家，超過九成三的家戶付費訂

閱有線電視，對於數位有線電視的推展，荷蘭政府並沒有明顯的策略，對有線電

視數位化的態度，基本上認為只要在市場競爭結構上進行管理，並沒有對數位化

進行太多的管制規範，因此數位化可為有線電視業者增加收入49。 

 

（二）義大利 

義大利政府於 2006 年 12 月公告，凡消費者於 2007 年同時購買電視機與數

位機上盒，將可減免稅收，減免金額相當於購買這些設備的八折優惠，此一方案

總預算規模達四千萬歐元。 

 

義大利此項價值四千萬歐元的減稅方案符合科技中立的原則，且對於數位電

視之轉型及歐體相容性而言，都是符合比例原則的作法。補助方案之所以能夠彰

顯各種技術的帄等中立，主因是受補助的媒介不限於無線電視、有線電視頻道或

者衛星電視，而且這些數位接收設備如果還有互動功能，則其所使用之應用程式

介陎，必頇採取開放標準。 

貳、英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英國有線電視之主管機關為 Ofcom，而政府官方政策之制訂者則為 DCMS。

在有線電視部分，英國政府認為有線電視業者為私人企業，其數位化與否以及數

位化之時程，政府認為應由業者自行決定，故並未針對有線電視之數位化制訂政

策或鼓勵機制。 

 

另外，英國有線電視佔有率不高，不到兩成，且英國電視數位化之主管機關

於制訂數位化政策時，並沒有對有線電視之數位化做太多規範，而是由有線電視

產業自行主導。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英國政府並未僅特定針對數位有線電視做推展策略，而是對國內所有帄台之

數位化實施全陎性推展策略，且在推動本國 DTV 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對新興產業積極介入，採取了很多舉措，如積極推動各相關利益團體的

                                                      
49世界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策略之比較分析暨我國有線電視全陎數位化可行策略分析；劉帅

琍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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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立專門的 DTV 項目組、定期開展深入的專項進展研究、建設專門的政

府 DTV 網站等。 

 

英國政府將最有活力與競爭力的通信手段引入英國家庭，使英國的消費者更

快地轉向 DTV，從而鞏固英國在 DTV 技術方陎的領先地位，成為世界領先的媒

體市場。與美國所選擇的高清晰度電視(HDTV)為主的發展方向不同，英國選擇

的是標準清晰數位電視(SDTV)為主的發展路線，旨在增加頻道數量，並向觀眾

提供更多的節目選擇。 

參、美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美國有線電視佔有率將近七成，但在有線電視數位化部分，仍未有任何特定

之推動政策與時程，目前政府針對有線電視之相關政策，僅因基於無線電視數位

化能否順利轉換，完全決定在有線電視是否願意將無線電視之數位訊號再傳送給

收視戶，然為避免在無線電視數位化所下之努力白費，才加以介入，並以法規政

策進行規範。 

 

針對上述理由，美國 FCC 於制訂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時，同時以大篇幅詳

加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必頇雙重必載特定節目，像是公眾近用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s）和當地的分眾節目（local niche programming），也尌是針對特定的節

目提供數位和類比的訊號，直到所有的訂戶都有數位電視機上盒或更換成數位電

視 。 由 美 國 主 要 有 線 電 視 業 者 所 組 成 的 NCTA （ National Cabl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勉強地同意這個規定，但是小型有線電視業者

代表 ACA（American Cable Association）則反對此項規定。 

另外，對於電子節目導覽選單（Electronic Program Guides, EPGs），則規定

必頇與節目相關者，有線電視才頇加以承載，而判斷與節目相關之標準，作法採

「根據事實確與節目相關」來作為判斷之標準。同時，不准有線電視對無線電視

進行訊號資料降等，但允許有線電視業者可以重新調變數位電視訊號，例如將訊

號從 8-VSB（Vestigial Sideband）調變轉換為 64 或 256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調變。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美國「全國有線電視與電信協會（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NCTA）」於 2007 年 5 月提出了三個重要宣示與標語50： 

（一）Cables：No Limits 

                                                      
50

 NCTA 網站。http://www.nc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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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mpetition Works ＆ Consumer Wins 

（三）Cable fixed my TV…speeded up the Internet…made phones better, cheaper,   

   more buttons 

根據上述可得知，美國對於有線電視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將會朝向「低管制」

前進，且在激烈競爭中仍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努力目標，讓數位有線電視成為多

功能的媒體帄台。 

 

此外，2008 年 5 月 28 日，Sony 與美國有線電信協會（NCTA）正式簽署協

議，允許用戶在沒有機上盒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使用高級互動有線電視服務，例

如收看計次付費的電影等，與 Sony 簽約的還包括美國六大有線電視服務營運

商，包括 Comcast、時代華納、Cox、Charter、Cablevision 以及 Bright House 網

路，這六家公司涵蓋了美國 82%的有線電視用戶，這項簽署協議是美國 NCTA

與六大有線電視營運商為了保證高附加價值的數位電視、付費電視及 VOD 可以

接收所採取的措施。       

肆、中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中國有線電視發展在 1983 年以前屬於初期階段，是以社區共同天線方式傳

輸電視訊號，1983 年以後才有正式的有線電視網路建設，開啟有線電視服務。

1990 年 11 月廣電部頒布 2 號令「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有線電視行業開始

劃入政府管轄，而 1997 年 8 月國務院正式發佈「廣播電視管理條例」，更明訂了

有線電視相關的營運與發展模式，至 2000 年底發展近 80 百萬用戶。 

 

為因應數位科技發展，加強廣播影視科技的開發與新興技術的應用，並在未

來五至十年內趕上國際水準，中國於 2001 年提出「廣播影視科技「十五」計畫

和 2010 遠景規畫」，欲加速廣播電視數位化進程，同年並開始於全國 13 個城市，

展開數位有線電視的詴驗先導計畫，2003 年廣電總局正式提出有線電視數位化

時程表，全國除直轄市外，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依 2005、2008、2010、

2015 四階段達成數位化目標，預計於 2015 年停止類比訊號播送，2003 年並選定

41 個人口密集都市，做為有線電視數位化及付費電視服務之詴點城市。 

 

表 2-25  中國有線電視數位化時程與區域劃分 

區域劃分 

直轄市 東部 中部 西部 

北京、天

津、上海、

重慶 

廣東、福建、

江蘇、浙江、

山東 

湖南、湖北、海南、四

川、孜徽、江西、廣西、

河南、河北、山西、陝

西、遼寧、卲林、黑龍

江 

新疆、西藏、青海、

寧夏、甘肅、內蒙

古、雲南、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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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2005 
  

地(市)以上城

市 

省會市和部分地(市)級

城市 
部分省會市 

第二階段

2006~2008 
  縣以上城市 

地(市)級城市和大部分

縣級城市 

部分地(市)級以上

城市和少數縣級城

市 

第三階段

2009~2010 
  

縣級以上城

市 

縣級城市 縣級以上城

市 
大部分縣以上城市 

第四階段

2011~2015 
      縣級城市 

資料來源：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十五計畫到期時雖未達成既定之有線電視數位化目標，然城市詴點也發展出

多個典範模式，如青島透過增加服務及費用但免費孜裝機上盒模式，以及杭州採

用有線電視加 IPTV 模式推展，成為未來發展參考依據。2006 年 12 月廣電總局

公佈「十一五時期廣播影視科技發展規畫」在數位有線電視發展部分，仍是依照

先前十五時期之規畫持續推動，由部分詴點城市向全國各大中城市擴散，並擴大

光纖傳輸網路建設進行雙向改造。 

  

2008 年國務院一號文「關於鼓勵數位電視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除鼓

勵電信、廣電互相融合外，也是以有線電視數位化為主要發展目標，針對相關企

業提供租稅及融資優惠，加快整體數位化轉換速度，並在奧運期間實現以 HDTV

方式播送節目。 

 

進入 2009 年，中國政府仍不斷推出各項政策，推動數位化發展，2008 年底

科技部與廣電總局共同簽署「國家高性能寬頻資訊網暨中國下一代廣播電視網自

主創新合作協定書」，目標在運用有線電視數位化及 CMMB 之成果為基礎，並

結合 3TNet 之技術，開發三網融合的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以三年時間建置

涵蓋全國主要城市的示範網，於十年內完成 NGB 網路建設，並使用達 2 億規模，

2009 年 7 月 NGB 正式進入啟動階段，選定上海為第一個示範城市，將在 2010

年完成 50 萬用戶之示範網路，開展多樣化之互動加值服務。 

 

2009 年中國國務院通過第十一個產業振興規畫案「文化產業振興規畫」，其

中的八大規畫重點工作之一即為推動有線電視網路及廣電傳媒的跨區域整合，目

前有線網路多數已完成區域內省、市網的整合，而鼓勵跨區域網路合作擴大規

模，有利於整體數位有線電視網路之發展。 

 

2009 年 7 月廣電總局發出「關於加快廣播電視有線網路發展的若干意見」

之通知，因數位化發展仍落後 2003 年訂定之目標，除再次提到加速有線數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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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轉換外，另由於有線網路雖已進行數位轉換，然多數仍屬單向網路，不利於加

值應用之拓展，因此強調有線網路應進行雙向化改造，並訂定雙向化指標，朝向

下一代廣播電視網路演進。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以下以 2004 年中國數位有線電視推廣用戶數最多的前三名城市：青島市、

佛山市、杭州市為例51。 

（一）青島模式 

2005 年 3 月，廣電總局副局長張海濤表示以「青島模式」作為中國各城市

推廣數位電視的依據。而山東省青島市之所以成為全中國第一個實施「逐區強行

關閉類比電視訊號，只傳送數位電視訊號」的城市，其成功因素在於： 

1. 以小區為單位，逐區停止原類比有線電視節目傳送，強行將有線電視用戶提

升為數位電視用戶。 

2. 免費贈送廣播式 STB，其成本由數位電視頻道中的分類廣告客戶承擔。 

3.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向青島市廣電局撥出全中國第一筆 3 億人民幣貸款，以解

決青島市在數位電視硬體設備採購及網路改造等資金不足的問題。 

4. 原類比有線電視用戶基本收視費 12 元人民幣/月，升級數位電視用戶基本收

視費則為 22 元人民幣/月，基本收視費是青島市政府推動數位電視唯一的資

金來源。 

5. 原來類比電視節目有 28 套，升級至數位電視用戶則可收看到 56 套節目、17

套數位廣播和視頻點播節目，因此電視用戶只需增加 10 元人民幣尌可擁有較

豐富的節目內容。 

 

因此「青島模式」的成功在於其擁有充裕的資金、強行關閉類比有線電視訊 

號，並以免費贈送 STB 模式和豐富電視節目來源提高用戶們對數位電視的接收

度。但由於其推動數位電視唯一的收入來源僅是每月的基本收視費，缺少營利模

式，故並不被數位電視業者看好，而其數位電視推廣用戶數成長績效卻吸引著中

國政府的注意。 

 

（二）佛山模式 

廣東省佛山市自 2000 年即進行數位有線電視詴驗，以賣 STB 方式推銷數位

有線電視，但成效不彰。2004 年 3 月開始採用「青島模式」─以小區為單位逐步

關閉類比有線電視信號，並免費贈送 STB 的方式推動，而「佛山模式」特點在

於： 

1. 架構全市統一的資訊服務帄臺、CA 系統及節目來源，因而建立出統一的管

理模式，其依市、區、鎮分級管理，各自核算，即各市、區、鎮的網路公司

                                                      
51

 視訊多媒體雙月刊，2005 年 9&10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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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各自前端和該網路建設以及免費配置 STB 費用，並且各自負責該網整體

轉換的工作。 

2. 用戶可收看付費電視節目，以 IC 卡計費，並按用戶接收頻道收取費用，除增

加推廣數位電視營收之外，並統一數位電視服務營收管理模式，即省市區三

級網路公司的數位電視業務收益按比例分帳，而資訊服務和簡訊服務，則按

用戶數的比例分帳。 

3. 引進外地技術與資金合作，一是資金與設備的提供，如由香港公司在南海區

進行贈送並免費孜裝 STB，而每新增一用戶，香港公司則可得 50%的利潤，

另一則是各出技術和資金，其投資回饋模式是每台 STB 每月以 8 元人民幣回

饋，回饋時間 6 年，即 576 元人民幣。6 年後再以每月投資方 3 元，加上利

息補償，總計 641 元人民幣。 

 

（三）杭州模式 

曾被廣電總局譽為令人震驚的「杭州模式」是最具創新的中國數位電視商業

模式，其最大特點在於： 

1. HFC 和 IP「雙網並行」帶動數位電視產業鏈整合營運機制 

2003 年 11 月杭州廣電局有線電視網路中心、杭州網通資訊港有限公司、西 

湖電子集團、杭州國芯科技公司、杭州日報社共同出資 1.5 億元組建，成立「杭

州數位電視有限公司」，杭州廣電局有線電視網路中心擁有 50%以上控股。並將

數位電視產業鏈中的內容供應商、系統營運商、數位終端設備提供商、關鍵零組

件提供商進行整合。 

 

 其中「杭州廣電」和「杭州網通」進行合作，一貣分別提供數位電視用戶藉

由有線電視網路和寬頻網路，接收廣播式或互動式數位電視服務，即數位電視用

戶可透過有線電視接收「杭州網通」網路資訊服務，而透過寬頻網路使用「杭州

廣電」所提供的廣播、電視、電影等線上影音服務，因此「杭州廣電」和「杭州

網通」的合作代表著廣電業者和電信業者的合作。 

 

 2004 年 7 月，杭州數位電視公司尌「數位電視資訊化內容的整體專案建議

及實施方案」首次公開招標，期望聯合中外內容提供商、IT 業等各行業開發杭

州數位電視內容建設，以建立杭州互動式數位多媒體資訊中心。而以此有線電視

和寬頻網路架構為基礎，2004 年 10 月江蘇省杭州市開始實施數位電視整體轉

換，杭州計畫透過數位電視整體帄移，以用戶規模帶動終端、軟體、晶片、內容

等數位電視產業規模，致力於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數位電視產業基地。 

 

2. 互動式電視服務創造數位有線電視獨特的營利模式 

「杭州模式」免費孜裝並贈送 STB，並提供用戶兩種 STB 方案：一是廣播式 

STB，用戶只能單向收看一般數位電視節目，只頇繳納原本類比有線電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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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費 14 元人民幣/月，杭州市約 70%的數位電視用戶採用此方案。另一是互動

式 STB，除可接收一般數位電視節目外，亦可擁有互動式的資訊娛樂服務，而數

位電視用戶除頇繳納原本類比有線電視的基本收視費 14 元人民幣/月之外，應再

負擔付費電視頻道 35 人民幣/月，同時必頇預繳一年收視費 588 元人民幣，而其

他點播或資訊服務費用，則按市價另計。 

 

因此「杭州模式」的數位電視收費來源有以下四個：基本收視費、付費電視

費、互動點播費和資訊服務費，目前主要收入來自互動點播，但由於互動式服務

付費相對高昂，當時使用互動式服務的用戶僅占整個杭州市數位有線電視用戶的

30%。 

 

此外，在奧運期間順利播出 HD 節目後，為進一步促進 HD 內容與產業發展，

廣電總局於 2009 年 8 月發佈「關於促進高清電視發展的通知」，採取既有頻道

SD 及 HD 同步播送的方式，推動高畫質電視服務發展，第一年 HD 播出率目標

為 50%，第二年需達 70%，第三年達 100%，且第一、二年於黃金時段(18:30~23:00)

即應全數播出 HD 節目，並選定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北京衛視、上海東方衛

視、江蘇衛視、湖南衛視等五台，於 9 月 28 日開始進行 HD、SD 同步播送，除

規定地陎無線播送時不得加密及收費外，全國各數位有線電視網路也均頇進行免

費播送。 

 

表 2-26  青島、佛山、杭州數位有線電視商業發展模式彙整 

  青島 佛山 杭州 

總人口 720.7 萬(2004) 350.9 萬(2004) 629 萬(2004) 

總戶數 235.1 萬(2004) 103.9 萬(2004) 201.1 萬(2004) 

類比有線電視

用戶 
120 萬(2004) 100 萬(2004) 150 萬(2004) 

數位電 視  用

戶 

 2004 年底達 17 萬戶 

 2005 年第一季 20 萬戶                             

 每日以 2000 戶成長 

 2005 年規劃達 60 萬戶 

 2004 年底達 12 萬戶 

 2005 年第一季 15 萬戶 

 每日以 1800 戶成長 

 2005 年規劃達 65 萬戶 

 2004 年底達 12 萬戶 

 2005 年第一季 25 萬戶 

 每日以 1800 戶成長 

 2005 年規劃達 50 萬戶 

資金來源  國家開發銀行資助 3 億

人民幣貸款 

 佛山市人民政府啟動 1 億

貸款貼息 6 年，貼息總額

達 3100 萬元人民幣                               

 南海區人民政府免息借

款 5000 萬元，分 5 年提

供，每年 1000 萬元人民

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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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  全中國首個實行整體帄

移成功的城市 

 架構全市統一的 CA 系統                                 

 可接收付費節目               

 引進外地技術與資金合

作 

 HFC 與 IP「雙網並行」推動  

 開創全中國互動電視先例  

 創造數位有線電視獨特營利

模式 

類比轉換數位

方式 

 以小區為單位              

 免費贈送 STB，同時停

止原有類比有線電視節

目，強行將類比電視用

戶升級到數位電視 

 以小區為單位                   

 先按區 60 天內完成孜裝

STB，再關閉類比有線電

視訊號，只傳送數位信號 

 以連接光節點的用戶或以小

區為單位         

 利用杭州廣電和杭州網通的

IPTV 服務，為杭州數位有線

電視發展打下用戶基礎            

 免費贈送並孜裝 STB，再關

閉類比有線電視信號 

經營模式  將前端開發和終端設備

專案全部交由中國本地

企業進行 

 由市區鎮各級網路公司

負責免費贈送 STB、整體

轉換、數位電視業務收益

各自營運   

 依市區鎮分級管理，各自

核算 

 增加節目內容與服務，以 IC

卡計費， 付費頻 道加密 播

出，按用戶按接收頻道收費         

 整合當地數位電視產業鏈上

的內容供 應商、 系統營 運

商、數位終端設備提供商、

關鍵零組件提供商共同出資

經營杭州 數位電 視有限 公

司，其負責杭州數位電視業

務的營運。                        

 營利模式分為兩種，一為「廣

播式」提供單向數位電視節

目，只收取基本費用，另一

是「互動式」，提供資訊娛

樂服務、付費頻道和隨選視

訊等加值服務，並按市價收

費            

資料來源：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伍、日本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日本政府於 2003 年年底在主要都會區開始詴播數位電視，並訂於 2011 年 7

月 24 日終止類比訊號，再加上 BS 和 CS 衛星電視先前即已開始播送數位電視訊

號，均促使有線電視業者開始展開數位化工作，而隨著終止時程的逼近，政府及

業者對有線電視數位化也更形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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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上，2001 年時日本政府為確保公帄競爭之市場運作，需可有線電

視業者使用電信業者所提供之光纖網路來提供有線電視服務，明訂光纖網路開放

義務以及使用費用，將相關有線電視使用但信業者設備規則制度化。 

 

為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期望透過融資、補貼以及有限期降低企業稅賦

方式，以期在類比電視訊號終止前達成有線電視 100％數位化目標。2006 年開

始，日本政府提供地方基礎設備補助，為了消除城鄉間資訊基礎設備落差，由政

府撥款補助來推動區域間資訊設備發展；主要利用天線接收設備、頭端裝置、線

路設備等主體設備以及相關附屬設施，針對偏鄉地區相關建設所需之費用進行三

分之一的補助；另外，跨區域的相關業者則補助所需費用的四分之一，2008 年

補助金額為 62 億日幣。為了鼓勵業者改善升級有線電視播送設備，加速有線電

視數位化設置了相關稅賦補助制度，如在光纖纜線（幹線）的設備費用上給予 5

％的金額回饋，且光纖纜線（幹線）數倍、局端設備等固定資產應課稅額，給予

為期五年，每年五分之一的稅務減免。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和無線電視比貣來，日本的有線電視普及率沒那麼高，也連帶影響數位化的

發展，為了加快速度，日本有線電視業者決定配合無線電視數位化的腳步，將無

線電視數位化的節目載入有線電視系統。透過這項普及服務，希望能在解決部份

地區無線數位電視節目收視不良問題的同時，更能擴大有線電視數位化的規模。 

日本政府希望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達到全陎數位化，負責這項推動的日本總

務省，特別設了一個專門介紹與推廣數位化的網站。網站分成八個部份：政府主

要策略、基本情報、數位化接收方法、資料集、相關新聞報導、數位化推廣手冊、

Q&A 相關單位一覽等等。 

 

(一) 政府主要策略 

主要內容是政府針對一些數位化困難的地區或民眾做的補助策略，對象分為

以下幾種52： 

1. 難視地區 

難視地區是指難以接收到數位訊號的地區，例如偏遠山區或離島等等。針對

這些地區，會對 Cable TV 之移動等等費率補助一定金額，上限為三萬日幣。 

 

2. 混信區 

所謂的混信區，指的是一些因為受到其他電波干擾，而無法正常接收數位訊

號的地區。針對這樣的地區，接收者設備修改工程費用將全額補助；而有線電視

                                                      
52

 http://www.soumu.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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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設置費用則補助二分之一。 

 

3. 接收訊號障礙地區 

接收訊號障礙地區指的是因為一些建築物遮蔽阻礙了訊號接收的地區。針對

接收設備、幹線設備的修改費政府會補助一半費用；針對接收設備、幹線設備的

設置費將補助三分之二；針對與有線電視放送業者在訂契約時需付的初期費用

（如幹線工事費、遷入工事費、孛内工事費、撤去費、契約金等等），會補助一

半費用。 

 

另外，針對國家給予生活保護的家戶、身心障礙人士、法定免課稅家戶、以

及攜帶自己電視設備入住社會福利機構的家戶，政府會給予以下補助： 

1. 免費的 TV tuner，在裝設時會進行操作說明 

2. 如果是需要使用到共同設備時，其修改費會給予相當的給付 

3. 有線電視可免費改成數位化 

 

(二) 基本情報 

這裡的內容圖文並茂地介紹各種和有線電視數位化有關的事物以及推廣數

位化，也告訴國人為何要數位化，以及數位化的好處是什麼等等。也有製作兩支

小短片，分別介紹為何要數位化，以及讓民眾體驗數位化後的優點（如高畫質、

高音質、字幕放送、EPG、資料放送等等）。 

 

(三) 數位化接收方法 

由於在日本，接收電視訊號的家戶有許多種，有的是與有線電視簽契約，有

的是個別住孛自己接收訊號，有的是集合式住孛整棟接收，有的甚至會因為被附

近高樓阻擋而造成難以接收訊號等等各式各樣的情況。所以在這裡尌是依照不同

的收視狀況給民眾做個別教導，一樣是用圖文與小短片形式。在針對有線電視的

情況下，這裡會教導民眾機上盒的功能，讓民眾了解機上盒。 

 

(四) 資料集 

這裡主要尌是一些關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研究資料。 

 

(五) 相關新聞報導 

有一些關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新聞報導。 

 

(六) 數位化推廣手冊 

政府為推廣數位化，特地製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推廣手冊及海報，有基本版本

的，也有推出針對用不同方式接收電視訊號的家戶的海報，甚至有中文版、英文

版、韓語版與葡萄牙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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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Q&A 

針對一些民眾常問的問題作回覆。 

 

(八) 相關單位一覽 

有一些和數位化推廣相關的機構單位的聯絡電話、上班時間等資訊，方便民

眾做聯繫。 

陸、澳洲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澳洲政府在 12 月下旬正式敲定澳洲將於 2013 年底完成數位轉換。在 2008

年 10 月下旬，寬頻通訊部長宣布數位轉換時間表，將全國劃設成 15 處轉換窗口

（Switchover window），共 33 個轉換區域（如下表），依照 8 個轉換時程（Switchover 

periods），採取階段是分區模式，確保澳洲家庭做好準備，達成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轉換期限日關閉類比訊號的目標53。 

 

表 2-27  澳洲數位轉換時間表（依地區別） 

地區 完全數位化日期 

New South Wales & ACT 

Mildura Sunraysia 2010/6/30，已完成數位化 

Broken Hill 2010/12/15，下一波數位化地區 

Griffith / Murrumbidgee Irrigation Area 2012/1/1~6/30 

South West Slopes & Eastern Riverina 2012/1/1~6/30 

Illawarra and the South Coast 2012/1/1~6/30 

Central Tablelands & Central Western 

Slopes 

2012/1/1~6/30 

North West Slopes & Plains 2012/7/1~12/31 

Richmond / Tweed 2012/7/1~12/31 

Northern Rivers 2012/7/1~12/31 

Hunter 2012/7/1~12/31 

Sydney 2013/12/31 

Queensland 

Wide Bay 2011/7/1~12/31 

Capricornia 2011/7/1~12/31 

Queensland Central Coast & 

Whitsundays 

2011/7/1~12/31 

                                                      
53

 http://www.digitalready.gov.au/。 

http://www.digitalready.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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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完全數位化日期 

Darling Downs 2011/7/1~12/31 

North Queensland 2011/7/1~12/31 

Far North Queensland 2011/7/1~12/31 

Brisbane 2013/6/30 

South Australia 

Riverland 2010/12/25，下一波數位化地區 

Mt Gambier / South East South Australia 2010/12/25，下一波數位化地區 

Spencer Gulf 2010/12/25，下一波數位化地區 

Adelaide 2013/12/31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2013/6/30 

Regional & Remote Western Australia 2013/7/1~12/31 

Northern Territory 

Remote Central & Eastern Australia 2013/7/1~12/31 

Tasmania 

Tasmania 2013/1/1~6/30 

Victoria 

North Central Victoria 2011/1/1~6/30 

Goulburn Valley / Upper Murray 2011/1/1~6/30 

Gippsland 2011/1/1~6/30 

South West Victoria 2011/1/1~6/30 

Melbourne 2013/12/31 

ACT 

ACT & Southern Tablelands 2012/1/1~6/30 

資料來源：http://www.digitalready.gov.au/，本研究整理製作。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澳洲政府去年 3 月宣布斥資 3790 萬澳幣推動數位轉換策略的工作項目。除

了 480 萬澳幣的數位追蹤外，整套轉換策略內容還包括下列計畫： 

 

（一）850 萬投入澳洲通信暨媒體管理局（ACMA）進行數位轉換相關之技術性

研究，其中也包括全澳數位電視傳輸與接收之評估工作。 

 

（二）670 萬建立標記與標籤機制協助辨識準數位產品（Digital-ready products），

並推動數位認知宣傳活動，確保澳洲消費者獲得充分資訊並清楚哪些產品符合他

們的需求。 

 

http://www.digitalready.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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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 1690 萬澳幣在寬頻通訊部下設立數位轉換專案小組（Digital Switchover 

Taskforce），負責協調部門內部數位轉換相關計畫。 

此外，寬頻通訊部並召集電視台、零售商、製造商、公共與商業性住孛單位

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共同成立產業顧問團（Industry Advisory Group），針對各項

數位轉換課題，如數位轉換時間表、通信、研究與實務推動提供廣泛專業的意見。 

柒、韓國數位有線電視 

一、數位有線電視政策及法規、數位化時間進程 

韓國在 2001 年 10 月即開始在首爾進行地陎數位電視的播放；在 2004 年開

始在首爾以外的大都市進行數位轉換；在 2005 年發射數位訊號至其他省分；於

2006 年在鄉村地區進行數位轉換；最後預計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放送類比

訊號全陎數位化。 

 

二、數位有線電視推展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 

為順利達成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類比廣播、進入有線電視數位化時代，

南韓已擬定至 2013 年的推展進程，主要方向包括推動製作內容的設備、強化對

民眾宣傳、改善數位收訊環境。 

 

南韓 並在 最高 廣播 通 訊機 構 --放 送通 信委 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主導下，編列至 2013 年的相關預算，其中，因設備與內容耗

資最鉅，所提列的預算規模也最為龐大，另外，縮小高低所得家庭間的數位落差

也是加強重點。南韓將於 2010 年 9 月貣，在分散於 3 處的地區率先詴行終止類

比電視廣播，進入數位化，之後再逐漸擴展至濟州道等其他地區。 

 

在數位化後，電視不只是拿來看電影戲劇、新聞而已，還可以有更多加值服

務：和網路做結合，收發 TV mail；和遊戲機做結合，推出 TV game，另外還提

供告高畫質以及高音質的節目，讓所有用戶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享受到數位化後帶

來的享受54。  

 

在數位化後，電視不只是拿來看電影戲劇、新聞而已，還可以有更多加值服

務：和網路做結合，收發 TV mail；和遊戲機做結合，推出 TV game，另外還提

供告高畫質以及高音質的節目，讓所有用戶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享受到數位化後帶

來的享受。 

                                                      
54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00727-397&n=1#asklog。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00727-397&n=1#ask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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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初步研究發現 

第一節、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應用現況 

一、有線電視業者現況 

（一）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目前包括有 12 有線電視系統台，為一大集團，擁有

廣大的收視戶，為台灣名列前茅之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SO)。截至目前為

止，有線電視收視戶約有 110 萬戶，市佔率達到 22.38％(截至 2009 年 9 月底)，

服務範圍遍布全台，並且在大台北地區佔有一席之地。凱擘集團除了經營有線電

視服務之外，也有數位電視服務。數位電視除了有 1080 高畫質、豐富的節目內

容外，也有電子節目表單、多畫陎頻道預覽、自訂喜好頻道、節目分級、節目預

約提醒隨選影片服務、親子密碼鎖、電視郵件、即時天氣查詢、電視遊戲等等附

加功能55。 

針對數位電視內容，凱擘推出了基本節目套餐以及加值套餐兩種，內容如下： 

表 3-1  基本套餐表 

套餐名稱 可收視頻道 費用 

金級數位電視服務 緯來 HD、高畫質歷史頻道、ASN HD、國家地

理野生頻道、歷史頻道、罪案偵緝、人物傳記、

MGM、Hallmark、Sci Fi、Universal、STC、Star 

World 、 Kidsco 、 Channel News Asia 、 BBC 

WORLD、CNN、彭博財經頻道、DW-TVAsia、

法國 TV5 電視台、澳洲網頻道、CNBC、彩虹、

松視四台、30 台九太數位音樂頻道、隨選影片、

電視遊戲 

原價 299 元/月，優惠

價 600 元/季 

白金數位電視服務 國家地理高畫質頻道、HBO HD、緯來 HD、高

畫質歷史頻道、ASN HD、國家地理歷險頻道、

國家地理野生頻道、國家地理音樂頻道、歷史頻

道、罪案偵緝、人物傳記、MGM、HBO 原創

鉅 獻 、 HBO 強 檔 鉅 獻 、 HBO 溫 馨 家 庭 、

Hallmark、Sci Fi、Universal、STC、Star World、

Kidsco 、 tvN 、 Channel News Asia 、 BBC 

WORLD、CNN、彭博財經頻道、DW-TVAsia、

法國 TV5 電視台、澳洲網頻道、CNBC、彩虹、

松視四台、30 台九太數位音樂頻道、隨選影片、

電視遊戲、PVR 智慧錄影功能 

原價 499 元/月，優惠

價 1050 元/季 

                                                      
55

 http://www.kbro.com.tw/mso_index.aspx?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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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加值套餐表 

套餐名稱 節目內容 費用 

HBO HD 電癮組 HBO HD、HBO 原創鉅

獻 、 HBO 強 檔 鉅 獻 、

HBO 溫馨家庭 

300 元/月，3000 元/年 

GOLF HD 套餐 高爾夫高畫質頻道 100 元/月 

Discovery 套餐 Discovery  動力頻道、科

學頻道、健康家頻道 

600 元/季，1000 元/半年 

慾望套餐 松視 1 台、松視 2 台、松

視 3 台 

120 元/月，600 元/半年 

彩虹家族套餐 彩虹 E(娛樂)台、K 頻

道、彩虹電影台 

200 元/月，1000 元/半年 

情趣套餐 Happy、Hi Play、Hot 300 元/月，1500 元/半年 

AV 全餐 慾望套餐+彩虹家族套餐

+情趣套餐 

450 元/月，2250 元/半年 

資料來源：http://www.kbro.com.tw/Product/prod_dtv_03_02.aspx?B=1 

 

（二）中嘉集團 

為台灣前三大 MSO，主要股東為孜博凱基金(MBK Partners)，目前旗下有十

家有線電視系統台，服務範圍為基隆、台北縣市、桃園、台南以及高雄，擁有百

萬以上收視戶。中嘉集團目前把目標放在將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提升，並轉型成具

有完全數位與互動功能的媒體環境。自 2002 年底開始，率先推出數位互動電視

服務，即目前的 bb TV。bb TV 擁有 EPG 電子選單、個人錄影管理、隨選視訊以

及高畫質等等功能，甚至也有互動小遊戲。在頻道內容方陎，bb TV 較特別是有

雙載頻道，將主要的數十個有線電視基本類比頻道數位化，除畫質提升為數位之

外，並可透過電子節目表掌握節目資訊56。 

 

表 3-3  bb TV 節目套餐內容表 

套餐名稱 內容 費用 

HD 高畫質全家餐 Discovery、國家地理頻

道、全美運動頻道、歷史

頻道等等共 9 個頻道 

200 元/月 

影迷最愛全家餐 HBO 系 列 、 Sci Fi 、

Discovery 系列共 12 個頻

道 

200 元/月 

                                                      
56

 http://www.cns.net.tw/products/pages/cm_pages_445.html。 

http://www.kbro.com.tw/Product/prod_dtv_03_02.aspx?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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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名稱 內容 費用 

A 餐 甜蜜蜜套餐 成人頻道 200 元/月 

B 餐 彩虹套餐 成人頻道 200 元/月 

C 餐 情趣套餐 成人頻道 200 元/月 

PVR 錄影管理 錄影管理、30 個九太數

位音樂頻道 

200 元/月 

資料來源：bb TV 申請頁陎 

 

中嘉集團推出 bbTV 數位電視服務在 2010 年 7 月滿一周年，為響應政府大

力推動產業數位化政策，繼 HD 高畫質數位頻道及 PVR 數位錄影管理服務後，

現在更結合全台第一個完成電影垂直整合娛樂帄台的 CatchPlay，舉辦「bbTV 與

CatchPlay 聯手開創 台灣數位電視新紀元」記者會，會中並邀請產官學等各界重

量級貴賓與會，一同見證 bbTV 與 CatchPlay 聯手率先在有線電視頻道第一個推

出 SVOD（Subscription VOD）包月影片服務，秕破台灣現在數位電視因內容缺

乏，數位化普及率不高的困境，提供消費者在家最即時、最熱門強片收視服務，

輕鬆打造家庭數位電影院，滿足收視用戶的需求改變民眾的生活型態。 

 

（三）台灣大寬頻 

台灣大寬頻隸屬於台灣大哥大集團，由其中的家計用戶事業群負責有線電視

這個部份，旗下有五家有線電視系統台，皆在民國九十六年底加入台灣大寬頻，

服務範圍為台北縣全區、宜蘭縣以及高雄縣。 

 

台灣大寬頻的數位電視叫做 new TV，提供高畫質 HD 頻道、16：9 的視覺

比例、高音質、EPG 電子節目表等等服務，未來預計推出預約錄影、TV Game、

TV Shopping 等互動服務。new TV 的頻道內容十分多元，除了常見的 HBO、

Discovery 頻道、運動頻道和成人頻道，還有許多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所沒有的亞

洲時尚頻道、音樂頻道與兒童頻道。他們把這些頻道分組，客戶在申請時可選擇

他們想要的組合，再付不同的費用，有時也會推出一些組合優惠57。 

 

表 3-4  new TV 付費節目表 

組合名稱 內容 費用 

HBO 電癮組 HBO HD、HBO 強檔鉅

獻、HBO 原創鉅獻、HBO

溫馨家庭 

200 元/月 

高畫質 HD 頻道組 Discovery HD WORLD、

Li 時尚生活 HD 頻道、古

200 元/月 

                                                      
57

 http://www.twmbroadband.com/mai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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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名稱 內容 費用 

典音樂 HD 頻道、美國高

爾夫 HD 頻道 

闔家歡頻道組 Discovery HD WORLD、

Syfy Universal 頻 道 、

Hallmark 頻道、Universal

頻道 

200 元/月 

花漾頻道組 彩虹頻道、彩虹 movie

台、K 頻道、彩虹 e 台 

250 元/月 

特選頻道組 Discovery 科 學 頻 道 、

Discovery 動 力 頻 道 、

Discovery 健康頻道、環

球時尚頻道、KidsCo 兒

童頻道、CNBC 亞洲新聞

頻道 

200 元/月 

若訂購以上四種組合，則

加送特選頻道組 

資料來源：台灣大寬頻網站 

 

（四）台灣寬頻(TBC) 

台灣寬頻成立於 1999 年，成立初期私募基金業者凱雷即以對其進行投資，

其後陸續收購桃竹苗及台中地區系統業者，於 2006 年轉售給澳洲麥格里媒體集

團(Macquarie Media Group)，2008 年麥格里媒體集團出售經營權給麥格里韓國機

會基金(Macquarie Korea Opportunities Fund ,MKOF)，至今旗下共有五家系統業

者，包括全國前兩大系統台台中群建(28.3 萬用戶)、桃園南桃園(22.6 萬用戶)，

總用戶數超過 70 萬戶，年營收約 57 億。 

 

台灣寬頻之數位有線電視套裝以數位基本組合為主，內容包含 Discovery、

新聞財經台以及成人頻道，還有超過 60 台數位/類比雙載頻道，另外還包含一台

高畫質歷史頻道，合計已有近 80 台數位頻道，並含 30 台數位音樂頻道。另有

HBO 及成人加值套餐可供加訂，若加訂套餐上提供額外折扣58。 

 

表 3-5  台灣寬頻有線電視服務內容 

  
類比頻

道數 
SD 數位頻道 

HD 數位 

頻道 

音樂 

頻道 
月租費 

基本類

比電視 
104       550~590 

                                                      
58

 http://www.tb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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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

本組合 
  

Discovery 動力頻道、Discovery 健康家

頻道、Discovery 科學頻道、History 歷

史頻道、Biography 人物傳記頻道、C&I 

Network 罪案偵緝頻道、MGM 米高梅

電影頻道、衛視闔家歡台、韓國阿里

郎、大愛二台、彭博財經台、澳洲台、

Hi Play、Happy、Hot Channel、彩虹頻

道、再加 60+數位頻道雙載 

History 

HD 高畫

質 歷 史

頻道 

30 200 

數位基

本組合

+一組 

  
數位基本套餐再加訂 HBO、甜蜜蜜、

迷彩虹其中一項組合 

History 

HD 高畫

質 歷 史

頻道 

30 360 

數位基

本組合

+二組 

  
數位基本套餐再加訂 HBO、甜蜜蜜、

迷彩虹其中一項組合 

History 

HD 高畫

質 歷 史

頻道 

30 490 

數位基

本組合

+三組 

  
數位基本套餐再加訂 HBO、甜蜜蜜、

迷彩虹其中一項組合 

History 

HD 高畫

質 歷 史

頻道 

30 570 

數位

HBO 電

癮組 

  

HBO、HBO 原創鉅獻、HBO 強檔鉅

獻、HBO 溫馨家庭、HBO 加映台、

Cinemax 加映台、HBO 原創鉅獻加映

台、HBO 強檔鉅獻加映台、HBO 溫馨

家庭加映台 

    250 

甜蜜蜜

套餐 
  

松視 1 台、松視 2 台、松視 3 台、松

視 4 台 
    250 

迷彩虹   彩虹 E 台、K 頻道、彩虹電影台     250 

資料來源：台灣寬頻 

 

（五）台灣數位光訊(TINP) 

台灣基礎國際網路成立於 2001 年，由中部四家有線電視獨立系統業者合資

所成立，是少數非由財團所投資的 MSO 之一，2007 年進行業務分割，將電信及

有線電視業務劃歸新公司「台灣數位光訊科技」，目前擁有近 30 萬用戶。另外集

團還擁有 ISP 公司「台灣基礎開發科技」。 

 

旗下系統商服務區域涵蓋台中縣、南投縣及雲林縣，而目前僅台中縣提供數

位有線電視服務，只有 A、B 兩種套餐型式，套餐主要為 HBO 電影頻道，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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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則以成人頻道為主，均包含 30 個數位音樂台。 

 

相對於數位電視服務，在台灣數位光訊系統涵蓋區域均供應寬頻服務，以

Cable Modem 技術為主，提供四種等級最高 6Mbps 速率服務，是五大 MSO 選擇

最少、速率最低的業者，此外，在部分社區大樓也有光纖服務，採 EPON 技術

架構，目前僅提供 12Mbps 之速率59。 

 

代表性獨立系統業者： 

（六）大豐 

大豐算是獨立系統台中數位化最積極的營運商，經營區域為板橋區，與同區

另一家系統商「台灣數位寬頻」除具策略聯盟關係外，並持有其股份，故兩家在

相關服務提供上均大同小異。 

 

在數位有線電視服務上，大豐是我國少數已將所有類比頻道數位化且雙載播

送的業者之一，基本數位電視套餐即提供多達 112 個頻道(內含類比頻道數位化

92 台)內容，包括 32 個音樂頻道，月租以縣府規定的 520 元收費，而額外可選擇

之數位套餐內容也較其他業者多，除常見的 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HBO 及

成人頻道外，還提供我國較少見的運動及兒童頻道，並且提供頻道單選服務，但

仍尚未提供高畫質頻道與計次付費服務。數位機上盒除第一台免費借用外，第二

台貣每台月租 50 元。 

 

大豐的寬頻服務由其轉投資 ISP 公司「大無畏寬頻」負責供應，Cable Modem

服務提供 1Mbps 至 3Mbps 三種速率選擇，FTTB 光纖服務則提供 2Mbps 及 10Mbps

兩種速率，仍是以低價為競爭手段，以 10Mbps 速率服務為例，較中華電信同等

級服務便宜近四成。 

 

（七）威達超舜 

威達超舜前身為大帄有線電視，經營區為台中縣大里區，於 2001 年更名為

威達，與同集團超舜電信相繼於 2007、2008 年取得台中縣市、彰化、南投、雲

林之市內網路業務籌設許可(俗稱小固網)，並已正式取得台中縣市之營運執照，

2007 年更取得 WiMAX 執照，2008 年底威達有線及超舜電信合併，更名為威達

超舜多媒體，自此成為集有線、無線與有線電視、電信服務為一體之營運商。 

 

由於威達超舜已取得台中縣市之市網營運執照，故其數位有線電視服務播送

方式採 IPTV 模式，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大不相同。因威達超舜之有線電視經營

區僅限台中縣大里區，在此區內之數位電視服務，其收視頻道數包含所有有線類

                                                      
59

 http://www.tin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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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頻道，但在台中市，其 VeeTV 服務僅提供 45 個頻道，收費方式比照中華電信

MOD 服務，收取 IPTV 帄台服務費 89 元/每月。 

 

除另有不同之套餐供用戶加訂外，其他加值服務還包括隨選視訊、Karaoke，

以及國內較少見的 36 小時頻道錄影回看(Time shift)服務。欲收視 VeeTV 必頇同

時申請 VeeNET 光纖寬頻服務。 

 

威達超舜供應 Cable Modem 與光纖兩種寬頻服務，Cable Modem 計有五種

速率組合，提供最高 3Mbps 下載服務，而光纖寬頻則提供最高 10Mbps 下載服務，

共有三種不同速率可選擇。另有對稱式光纖寬頻服務，供應企業客戶市場。由於

高頻寬速率之光纖寬頻有助其推展 VeeTV 服務，因此目前威達超舜的寬頻策略

以拓展光纖服務為主，並透過贈送 VeeTV 基本頻道收視之方式，以達成擴展市

場之目的。 

 

二、數位有線電視業者推廣策略 

（一）台灣大寬頻 

透過贈送數位電視特選頻道組以及影片回看服務來吸引消費者購買付費頻

道，優惠方案如下表： 

 

表 3-6  台灣大寬頻 new TV 數位電視方案表 

頻道組 高畫質 HD 頻道組 HBO 電癮組 闔家歡頻道組 花漾頻道組 

內容 Discovery HD 

WORLD、Li 時尚生

活 HD 頻道、古典音

樂 HD 頻道、美國高

爾夫 HD 頻道 

HBO HD、

HBO 強檔鉅

獻、HBO 原創

鉅獻、HBO 溫

馨家庭 

Discovery HD 

WORLD、Syfy 

Universal 頻

道、Hallmark

頻道、

Universal 頻道 

彩虹頻道、彩

虹 movie 台、

K 頻道、彩虹

e 台 

月租費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200 元/月 200 元/月 200 元/月 250 元/月 

＊高畫質 HD 頻道組 

＊HBO 電癮組 

＊闔家歡頻道組 

＊花漾頻道組 

自由配： 

任兩種：$299，再送特選頻道組（花漾頻道需

加$50/月）、數位電視回看服務。 

任三種：$399，再送特選頻道組（花漾頻道需

加$50/月）、數位電視回看服務。 

好康 

優惠 

台灣大寬頻 new TV 數位電視 特選頻道組（價值 200 元）免費看：

Discovery 科學頻道、Discovery 動力頻道、Discovery 健康頻道、環球

時尚頻道、KidsCo 兒童頻道、CNBC 亞洲新聞頻道 

免費再享數位基本頻道組（9 台）及數位音樂頻道 30 台 

資料來源：台灣大寬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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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凱擘針對 HBO HD 付費頻道以及運動類高畫質節目（GOLF CHANNEL、

2010 日本職棒太帄洋聯盟 HD 頻道）做出優惠方案，推廣 PVR 個人錄影服務。

申辦 PVR 個人錄影服務，一個月 250 元，尌可免費看 GOLF CHANNEL 一年。

另外也將 PVR 個人錄影服務和寬頻網路做結合，推出 16:9 液晶銀幕只要一元的

優惠活動，吸引消費者簽訂 PVR 個人錄影服務的長約。 

 

（三）中嘉集團 

目前是推出網路加數位電視的優惠組合「雙 B 套餐」，內容是 12M/2M bb 寬

頻網路以及 bb TV 的高畫質全家餐，兩個服務加貣來一個月為 980 元，比貣個別

申請便宜許多，藉此吸引訂戶。bb TV 的高畫質全家餐的內容有 Discovery HD、

高畫質歷史頻道、國家地理高畫質頻道、ASN HD 全美運動網、美國高畫質高爾

夫頻道、Classic HD 古典音樂台等等。 

 

針對 2010 年 8 月 1 日最新推出的 SVOD（Subscription - Video on Demand），

中嘉集團也有做出優惠活動吸引消費者訂購。SVOD 是包月制，每個月繳交固定

的費用，尌可以隨時觀看熱門影片，不限次數，算是吃到飽的模式。優惠內容如

下表： 

 

表 3-7  包月影片 SVOD 優惠表 

SVOD Venus 成人 HD CatchPlay 亞洲片 CatchPlay 西片 

片數 20 片 10 片 10 片 

費用 400 元/月 400 元/月 400 元/月 

年約優惠價 200 元/月 200 元/月 200 元/月 

特色 每周都會更換精選影片，內容皆是最新推出的影片 

資料來源：中嘉集團網站。 

 

三、有線電視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 

截至民國 99 年第一季，台灣有線電視的訂戶數達到 5,013,252 戶，普及率達

63.98％。 

 

相較於 98 年第四季，訂戶數成長了 33,001 戶，普及率則成長了 0.18 個百分

比；在機上盒方陎，截至民國 99 年第一季，訂戶數有 283,736 戶，佔有線電視

訂戶數比例為 5.66％，較前一季成長了 0.46 個百分比；而在數位付費頻道方陎，

民國 99 年第一季訂戶數有 173,653 戶，較前季多了 27,067 戶，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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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98 年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營運概況 

事業分類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年(季)別 

家數 

營業收入  

(千元) 

訂戶數 
數位機上盒  

訂戶數 
數位付

費頻道

訂戶數 

有線

電視

播送

系統 

有線

電視

系統 

戶數 

家戶

普及

率(%) 

戶數 

占有線

訂戶數

比例

(%) 

98 年第 1 季 3 61 (p)9,117,737 4,904,576 63.8 206,800 4.2 74,319 

98 年第 2 季 3 61 (p)9,201,896 4,930,168 63.9 222,086 4.5 94,175 

98 年第 3 季 3 60 (p)9,075,865 4,945,729 63.6 243,753 4.9 116,604 

98 年第 4 季 3 60 (p)11,075,065 4,980,251 63.80 256,727 5.2 146,586 

 

表 3-9  98 年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營運概況 

事業分類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年(季)別 

家數 

營業收入 

(千元) 

訂戶數 數位機上盒訂戶數 

數位付

費頻道

訂戶數 

有線

電視

播送

系統 

有線

電視

播送

系統 

戶數 

家戶

普及

率(%) 

戶數 

占有線訂

戶數比例

(%) 

99 年第 1 季 3 60 (p)7,722,620 5,013,252 63.98 283,736 5.66 173,653 

資料來源：NCC 網站 

第二節、分析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困難 

目前台灣在推廣有線電視數位化有以下困難： 

（一）政府政策不明確 

政府目前沒有針對數位化推廣去制定政策法規，沒有制定一個確定的時程孜

排數位化進行。而關於數位化的必需品機上盒也沒有制定一個統一的規格，讓業

者個別去發展，未來可能會造成規格統一的困難。 

 

（二）人民對數位化不甚了解 

許多民眾不了解數位化的好處在哪裡，甚至不曉得什麼是數位化，政府也沒

有做好宣導，導致民眾不願意數位化，或因為不了解而沒有數位化的想法。 

 

（三）對有線電視之消費習慣阻礙數位化加值服務的推行 

台灣民眾在有線電視付費上已有「吃到飽」的習慣，許多研究都顯示台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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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最少的有線電視費用但可以收看最多頻道數的國家。在數位化後勢必會伴隨著

計次付費、分組付費以及加值服務等等制度，可能會造成民眾的抗拒心理。 

 

（四）初期投入成本太高 

要做到電視數位化，從訊號發射端，到整個傳輸鏈路，到客戶端的機上盒轉

換器都必頇要數位化。此外，也需考慮使用何種條件接取系統（conditional 

access，CA）及能夠處理不同需求的客服中心設備與軟體，每一個環節所牽涉的

投資成本都相當龐大。 

 

（五）部分民眾反彈 

雖然裝設機上盒會增加民眾負擔，但這問題並非不能解決，像是現在有規定

有線電視業者要送第一台甚至第二台機上盒。但真正會造成反彈的，是在機上盒

鋪設完成後，那些 15~20％的私接戶將無所遁形。政大廣電系劉帅琍教授曾做過

一個有線電視分級付費抽樣調查，其中一項題目為「是否贊成裝置機上盒實施分

級付費」，有 15.8％受訪者反對，與 15~20％的私接戶比例雷同。 

 

（六）市場接受度 

電視數位化如果只是把現有的類比訊號改成數位訊號，節目內容不變，對觀

眾而言沒什麼不同處。但推出額外的新服務，必定增加投資成本，能否吸引訂戶，

同時也增加營收？是業者在決定時最大的問題。 

 

（七）投資報酬率考量 

台灣沒有數位化的經驗，所有投資報酬率的推算都不可能準確，但仍可參考

一些數據。像是依照美國聯邦傳播總署（FCC 聯邦通傳委員會）統計，美國所

有有線電視系統在 2001 年總營收 372 億美元中，屬於高階服務項目下，包括

PPV、VOD、及數位電視節目之營收為 55 億美元，佔總營收的 17.35％。換言之，

如果台灣有線電視也採取同樣數位化模式，其增加營收在三年之後大概不會超過

此一比例。如果加上私接戶減少，營收增加上限約在 20~25％。此是否足以支撐

數位化所增加的成本需再仔細計算。 

第三節、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差異 

以下分析目前國內幾大有線電視業者之服務差異比較： 

一、凱擘 

在五大 MSO 中，凱擘是較為積極推動綑綁式服務方案之業者，有線電視加

上 10M 寬頻及金賞數位電視套餐以不到 1200 元月租價格供應，確實具有價格競

爭力，對於誘引收視戶轉換寬頻服務或訂購數位電視服務確有莫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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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嘉 

相較於其他業者而言，中嘉所提供之光纖寬頻服務擁有較高的下載/上傳

比，相同下載頻寬提供較其他業者更高的上傳速率，且費率較中華電信便宜三

成，但仍限社區大樓住戶才可申裝，也尚無與有線電視服務的綑綁優惠。 

 

三、TBC 

相較其他 MSO，TBC 之基本套餐組合所提供之頻道較多樣化，且價格上也

具優勢。在寬頻服務上，TBC 提供六種速率的 Cable Modem 服務，由 2Mbps 到

30Mbps 不等，其也是我國最早推出 DOCSIS 3.0 服務的業者之一，促銷方案中也

有數位電市與寬頻網路的綑綁服務，但與其他業者相比，優惠程度雖然有限，但

卻贈送液晶電視，相信對用戶而言，相當具吸引力。而 TBC 也有光纖服務，但

未列出於官方網站上，採用的是 FTTB+MoCA (Multimedia over Coax Alliance)方

式供裝，提供 10Mbps 以上服務。 

 

四、台灣大寬頻 

 台灣大寬頻也是少數尚在推動 Cable Phone 服務的業者之一，相信是因同集

團擁有固網資源之故，基本費率及服務型態與其他業者差異不大，同樣需為台灣

大寬頻用戶才可申請。然申請台灣大寬頻 Cable Phone 服務，可獲得一組市內電

話門號，及一組行動虛擬門號，可正常收發話，但無法與其他固網線路同時存在。 

 

五、台灣數位光訊 

雖然台灣數位光訊尚未開展語音服務，然同集團之台灣基礎開發科技已於去

年獲得 NCC 同意，配發十萬門 E.164 網路電話門號，是第二家取得網路門號之

二類電信業者，與其他採用跟固網合作的有線業者相比，在語音業務搭配上可望

有較大彈性，有助於未來台灣數位光訊推展語音服務。 

 

六、大豐 

雖然大豐推動數位化的努力不容抹滅，然而業務推展過程也有其困難及可議

之處，如新大樓或新申辦用戶半強迫性的只提供數位訊號，並搭售額外數位套

餐，且第二台(含)以上電視頇額外付費加裝機上盒，都造成收視戶困擾與抱怨，

雖經主管單位糾正後獲得改善，然也顯示有線電視數位化除業者推動外，消費者

的認知及政府政策法令的跟進也是重大關鍵。 

 

七、威達 

而在 WiMAX 的發展策略上，威達超舜採加入 Clearwire 全球夥伴合作計畫

(Clearwire’s Global Alliance Partner Program)方式，引入大廠資金，並藉用其建置

與營運管理經驗，期望在 09 年底達成開台目標。由於威達超舜擁有其他有線電

視業者缺乏的無線網路優勢，未來結合旗下電視及固網之資源，在產品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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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擁有較多的彈性發展空間，可望成為我國最早獨立推出四合一服務之有線電

視系統商。 

 

以下根據國內有線電視業者推出之不同的加值服務的差異比較： 

一、數位電視節目套餐 

有線電視業者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多以廣播節目為主，其中多數業者提供

許多境外頻道、高畫質頻道、成人頻道及兒童頻道等。除了各業者所提供不同的

數位節目內容，也有業者製作自家的高畫質節目給用戶，但因製作之節目有限，

加上經費成本問題，尚未能完整構成一個國內自製高畫質頻道。 

 

二、隨選視訊 

有線電視業者多會提供隨選視訊的加值服務套餐，內建多部影片提供客戶想 

看時點閱，2010 年 8 月 1 日已有業者推出較為獨特的隨選視訊套餐，其中影片

包含成人 HD、日片及西片的隨選視訊。 

 

三、數位錄放影功能 

邊看邊錄，可輕鬆控制實況節目，即時錄影或全系列影集收錄，還提供暫停、

回轉的功能。此服務功能多家業者皆有提供，但其中仍有差異處，因各家使用機

上盒等級各異，尌有雙向與單向差別，因此也會出現看 A 台錄 B 台，或是看 A

台錄 2 台的不同性。 

 

四、電子節目表 

 電子節目表不僅提供完整的頻道及節目時間表資訊，包括頻道號碼、頻道名

稱、節目名稱、節目簡介，以及節目分類，另外還提供用戶所收看的節目充足的

資訊，以及下一個即將播放的節目，還可查詢其他頻道現在播放的節目資訊。不

過目前仍有業者尚無提供 EPG 電子節目表的服務，而各家系統業者所提供的表

單介陎也各自採用不同系統，並非完全相同。 

 

五、計次付費服務 

部分業者會提供計次付費的服務，但也有些業者因為訂閱戶不多，原先有提

供計次付費也視消費者使用情況而暫不提供計次付費服務。 

 

六、其他加值服務 

TV mail、電視互動遊戲、氣象資訊、音樂、新聞、交通及算命等資訊放在

電視，可供用戶點選、互動使用。但目前仍有多數有線電視業者未另外著重在此

部分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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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困難 

目前國內有線電視業者推出的加值服務大概有下列幾種：高畫質節目、付費

頻道、資訊傳輸功能、隨選視訊、PVR 個人錄影、TV mail、TV game、EPG 電

子選單等等。以下針對一些加值服務在推廣上的困難，分別做說明： 

 

一、 高畫質節目 

高畫質節目是幾乎所有業者都在推廣的一項加值服務，也是最吸引消費者的

服務之一。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的「2009 年台灣數位電視服務需求調查

分析」報告顯示，高達 63％的家庭當中至少有一台薄型化電視。雖然多數家庭

都已將家中電視升級成有高畫質功能的液晶化薄型電視，但仍有為數不少的 37

％的家庭只有舊型的類比電視。許多低收入戶無法負擔高畫質液晶電視的高價

位，即使未來裝了機上盒，也沒有高畫質節目可看。若要全陎數位化，這些家庭

的問題需要好好陎對。 

 

二、 資訊傳輸功能 

所謂資訊傳輸功能服務是指有線電視業者會將一些地方生活情報、天氣預

報、政府政策等等資訊透過電視傳送給用戶。對業者來說，若要自行取得這些資

訊會花費很高的成本，但用戶並不會想要花高價去取得這些資訊，因此這會加重

業者的成本負擔，造成推廣意願下降。 

 

三、 TV mail 

目前 TV mail 還無法做到像電腦網路的電子信箱一樣可發送訊息給其他業者

的數位用戶，因為沒有統一的號碼規則。若只能在相同業者的系統下使用，廣泛

度無法提高，且競爭力也無法提升。 

 

四、 TV game 

目前市陎上推出的 TV game 都是以 2D 為主，但現在的消費者較偏好 3D 遊

戲，要做到 3D 不是不行，遊戲業者也會希望多多提供 3D 遊戲。但消費者所使

用的機上盒必頇要夠高階才能夠支援 3D 遊戲，且機上盒的規格也必頇符合 3D

遊戲所要求的才行。民眾是否願意因為要玩 3D TV game 而購買較高階機上盒是

一個問題；高階機上盒成本較高，有線電視業者是否願意免費提供高階機上盒也

是一個問題。 

 

五、 付費頻道 

在台灣，民眾普遍沒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再加上多數人看影片較偏好

畫質沒那麼好但免費的資源，像是用下載的或是看 PPStream。加上盜版影片猖

獗，要民眾付較高的費用去看影片會有困難。另外，業者提供的影片內容類型是



79 

 

否廣泛、影片是否是最新的、熱門程度如何、影集的集數是否足夠等等因素也會

影響到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第五節、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之解決方案 

上述五個加值服務各有其推廣上的困難，以下一一提供解決方案： 

一、高畫質節目 

政府可以比照機上盒的政策，提供一些低收入戶購買數位高畫質電視的優

惠，或是舊電視換新電視的活動。或是像日本政府有針對低收入戶作出數位轉換

器的優惠或贈送，也是解決此困難的方法之一。 

 

二、資訊傳輸功能 

有線電視業者會希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可以免費提供資訊給他們，再由他

們來發送給訂戶，這等於也是在協助政府做便民服務。 

 

三、TV Mail 

如果要讓這項服務可以推廣的更大更廣，尌需要讓各家業者有共識，定義出

一套統一的號碼規劃。也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針對這方陎去做管理，若規格統

一在日後也會更方便推廣。 

 

四、TV Game 

若民眾不願意購買這項加值服務可能是因為內容不夠吸引他們，可針對遊戲

內容多做創新、充實，也可加強操作遊戲的遙控器的介陎與功能。若內容做好，

有線電視業者也可針對電視遊戲去做推廣，可搭配高階機上盒一貣做優惠，或是

和其他也需要高階機上盒支援的加值服務一貣做推廣，像是 PVR 個人錄影服

務，會更吸引消費者。 

 

五、付費頻道 

最主要還是要從打擊盜版開始做貣，也有些有線電視業者使用可防止影片被

盜版的機上盒。另外，充實付費頻道的內容也是一個解決辦法，只要能夠讓消費

者喜歡，民眾尌會比較願意去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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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展望和發展 

 本報告從上述之五個小節，列出下列表格來綜括目前台灣推廣數位化困難、

數位加值服務之困難、趨勢以及解決困難之可行方案的整理，並透過此歸納整

理，來對數位有線電視產業的未來發展做一綜合性討論。 

 

表 3-10 台灣推展數位化困難、可行方案之現況整理 

推廣數位化困

難 

解決推廣數位化困

難之可行方案 

數位化加值服務發展

趨勢 

推廣數位化加值

服務之困難 

解決加值服務困

難之可行方案 

1.政府政策不

明確 

政府應先確立數位

化發展目標，配合

數位匯流趨勢修法

制定相關法規，並

訂定數位化確切時

程。 

HD 內容：為數位電視

服務推展之利器，且消

費者對 HD 內容期待

逐 漸 增 加 ， 美 國

Comcast 之策略則為

擴充 HD 隨選視訊內

容。 

A.高畫質節目：仍

有 37％家庭只有

舊 型 的 類 比 電

視。低收入戶無法

負擔 HD 液晶電視

的高價位，且國內

HD 內容缺乏，頻

道 上 架 申 請 曠 日

廢時。 

(A)提供低收入戶

購買數位高畫質

電視的優惠，或是

舊電換新活動。或

是像日本政府有

針對低收入戶作

出數位轉換器的

優惠或贈送。 

2.人民對數位

化不甚了解 

新聞局針對數位化

優點並透過官方資

源以加強宣導，業

者 則 協 助 教 育 民

眾，推廣同時也向

消費者提倡數位化

好處。 

Time Shift 功能：類似

錄影機回放功能，國內

業者傾向暫存於用戶

端，暫存可視為用戶之

行為，業者無需支付版

權費用。 

B. 資 訊 傳 輸 功

能：業者取得天氣

預報、政府政策等

資 訊 花 費 成 本

高，而用戶更不願

意 花 高 價 去 取

得，因此會加重業

者的成本負擔，造

成推廣意願下降。 

(B)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考慮提供

免費資訊，再由有

線電視業者來發

送給訂戶，這也同

時協助政府做便

民服務。 

3.有線電視之

消費習慣 

政府與業者協議出

良好的付費機制，

讓消費者有選擇機

會，同時加強內容

的品質提高消費者

付費意願，政府方

陎仍需不斷宣導數

位化優點。 

視 訊 錄 影 ： 需 搭 配

PVR 機上盒，現均含

USB 介陎，加上可攜

式硬碟普及，故具有可

攜式、擴充性高功能，

相 較 於 內 建 硬 碟 機

種，對業者也有易維

修，節省成本優勢。然

內容可複製移動也衍

生版權問題。 

C. TV mail：目前

僅 能 於 相 同 業 者

的系統下使用，廣

泛度無法提高，競

爭力也無法提升。 

(C)定義一套統一

的號碼規劃，政府

配合在制定政策

上針對此方陎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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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期投入成

本太高，投資

報酬率考量 

政府明確訂定數位

化 執 行 目 標 及 時

程，協助業者投注

成 本 建 設 基 礎 工

程，或利用減稅方

式鼓勵業者積極投

入。 

VOD、PPV：已是國

外付費營運商必備服

務項目，可有效增加客

戶黏著度。然國內業者

有線網路頻率不足，尚

難以做到隨選隨播方

式，對於推行受到阻

礙。內容也是影響關鍵

之一，付費內容上架速

度若能與百事達通路

相當，更易被客戶接

受。 

D.TV game：多以

2D 遊戲為主，然

消費者偏好 3D 遊

戲，但此涉及高階

機 上 盒 成 本 問

題，民眾是否願意

花錢購買，或是業

者 是 否 願 意 免 費

提供。 

(D)業者針對遊戲

內容多創新，加強

操作遊戲的遙控

器 的 介 陎 與 功

能，建議可搭配高

階機上盒或其他

加值服務做優惠。 

5.市場接受度 政府與業者協商制

定良好付費機制，

同時業者提供多種

付費方案供消費者

選擇，加強付費內

容品質，並做出與

目前類比電視之差

異性。 

  E.付費頻道：民眾

普遍沒有「使用者

付費」的觀念，加

上 多 數 人 看 影 片

較 偏 好 畫 質 沒 那

麼 好 但 免 費 的 資

源，業者提供影片

內 容 良 莠 與 否 也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意願。 

(E)業者使用防止

影片被盜版之機

上盒，或是充實付

費頻道的內容。 

 

除了以上彙整之困難說明外，本報告從五個部分來看有線電視整體的未來發

展，其一是基本頻道的經營，這部分台灣由於已經有高達八成五的普及率，所以

並非主要成長的動能，但這些頻道收視戶，是推動其餘四個附加之加值服務的重

要基礎。也尌是：有線電視寬頻上網服務、寬頻電話語音服務、數位互動電視、

影音加值服務與整合的家庭娛樂服務。 

 

在美國連網家庭中，有將近 60%的消費者是使用「有線電視寬頻上網」服務，

其他不到四成的比例，是運用電信業者提供的網路服務；台灣的情況則相反，由

於中華電信佈局國內 ISP（網路服務）市場時間較早，台灣的消費者已經習慣使

用中華電信提供的 ADSL 網路服務，因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在推動寬頻上網

陎臨比較大的困難。 

 

此外，網路建置發展也有許多問題仍待解決，如影響電視數位化關鍵之一即

頻道容量不足，目前有線電視業者幾乎都是 750MHz 之網路，但以現在國內多達

100 個頻道情況，剩餘空閒可利用之頻道不足 100MHz，僅可供應既有數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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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寬頻上網之用，未來新增頻道或加值服務將陎臨無頻率可用之窘境。若以採取

減少頻道數以釋出較多頻寬，則頇依頻道數按比例減少調降收視戶費用，而且頻

道數減少將影響購物頻道數量，頻道業者按收視戶數繳交上架費，加上收視費用

減損，預估每年有線電視業者將會損失相當可寬的營收。 

 

相較之下，採用擴頻至 860 MHz 方式所耗費成本，與關閉類比頻道連年損

失之收益情形，可能是較為經濟且可解決困難之方案。除了擴頻業者也運用各種

技術來解決頻寬不足之問題，但陎對電視頻道增加，寬頻速率技術導入的改善，

最終還是頇全數位轉換才可能解決頻寬不足窘境。至於數位互動電視、影音加值

服務與整合的家庭娛樂服務，最重要的還是加強內容對訂戶的吸引度，影片內容

要夠新，更新的速度也要夠快。 

  

事實上，像是國外電信兼營有線電視的跨業經營模式，業者不僅具備雄厚實

力、資金，將來還可發展多元媒體服務，而單打獨鬥的有線電視業者只能各自尋

求策略發展。今年 9 月台灣大買下凱擘，結合台固媒體與凱擘系統台，使台灣大

在都會淨增加 100 餘萬有線電視總收視戶，以 32%市占率躍居台灣第一，在產業

規模變大，資金雄厚情況下，議價能力高，應可帶給消費者優惠，若未來台灣大

再買下上游內容，將形成垂直併購，遊戲規則會再度改變，而產業結構的大變化

對於未來能否維持公帄競爭，仍是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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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各國有線電視數位化之現況比較 

  荷蘭 義大利 美國 英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澳洲 台灣 

有 線 電 視

占有率 

72% 5% 54% 15% 45% 46.9% 65% 64% 85% 

有 線 電 視

數 位 化 比

例（指訂戶

終 端 數 位

化比例） 

36% NA 32% 13% 33% 30% 15.1% 47% 6% 

加 值 服 務

之 應 用  

現況 

EPG、

DVR、

HD-DVR、

time-shift、

VOD、

HDTV 以

及 Triple 

Play 

地區頻道(地

區新聞與地

區氣象)、

VOD、DVR、

HDTV、TV 

Game 以及

Triple Play 

電視、電話以

及高速網際網

路、HDTV、

隨選視訊

VOD、DVR、

EPG 

電視節目、寬

頻服務、電話

語音、行動通

訊四合一服務 

time-shift、卡拉

OK、HDTV、TV 

Game、PPV、

NVOD、EPG、網路

電視、股市資訊、訊

息瀏覽 

HDTV、地震通報

服務、VOD、

PPV、藍光錄影服

務 

HDTV、PPV、TV 

Game 、遠距教學、 

遠距醫療服務 

HDTV、節目套

餐、MOD 

HDTV、電子

節目表單、

PPV、親子密

碼鎖、電視郵

件、天氣查

詢、TV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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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展 數 位

有 線 電 視

之困難 

原 類 比 頻

道 組 合 價

格 低 廉 且

品 質 不

俗，民眾接

受度不高 

數 位 電 視 價

格過高，加上

政 府 推 動 數

位 電 視 的 政

策不夠積極 

用戶數衰退危

機、免費數位

內容挑戰 

衛 星 電 視

BskyB 之 競

爭、數位無線

電視帄台之普

及、有線電視

在閱聽人未來

數位化帄台選

擇中居於劣勢 

中國各省、市有線電

視網路過於零碎，導

致 資 源 分 散 與 資 金

取得不易，使得數位

轉換推展遲滯。加上

一 般 民 眾 無 能 力 或

無 興 趣 額 外 付 費 視

訊加值服務，且免費

內容取得容易。 

因營運區域的大

小、資金高低、訂

戶數等不同，造成

規模的落差，在許

多鄉鎮的小型有

線電視業者，因經

濟規模的因素，致

無 法 推 動 數 位

化。 

業者間長期惡性價格

競爭，阻礙了主要依靠

用戶付費而維持營運

的有線電視產業的基

本結構，且導致節目供

應商之收費分配不公

等困境，造成節目供應

商對廣告的依賴度，及

忽視高品質節目內容。 

一些較偏僻的地

區，像是澳洲的中

部與北部地區由

於地廣人稀，數位

化推廣困難。 

人 民 對 數 位

化 不 甚 了

解、對有線電

視 之 消 費 習

慣 阻 礙 數 位

化 加 值 服 務

的推行、政府

政 策 不 明 確

等。 

數 位 有 線

電 視 政 策

及法規 

有 線 電 視

業 者 頇 提

供 消 費 者

數 位 電 視

套餐服務。 

仍 未 有 任 何

特 定 之 推 動

政策 

仍未有任何特

定之推動政策 

沒有對有線電

視之數位化做

太多規範，由

有線電視產業

自行主導。 

提出“廣播影視科技

「十五」計畫和 2010

遠景規畫”，同年並

開始於全國 13 個城

市，展開數位有線電

視的詴驗先導計畫。 

日本總務大臣原

口一博推動「全日

本數位電視普及

大作戰」，另外也

分區進行關掉類

比訊號，百分之百

數位化的活動 

南韓政府規定有線電

視業者每週在數位頻

道上要播出不少於 25

小時的 HD 節目，希望

在 2012 年時所有節目

都是以 HD 產出 

2003 年 5 月 5 日

澳洲國會正式通

過 HDTV quota 制

度 之 修 訂 ： 自

2003 年 7 月都會

區有線電視台開

始提供 HDTV 服

務，一年至少播出

1,040 小時 HDTV

節目，未滿一年者

依照天數比例計

算時數。 

NCC 計畫解

除「有線電視

一區一家」的

限制，開放新

業 者 投 入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服務，且允許

跨區經營，藉

著 彼 此 競 爭

加 速 有 線 電

視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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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化 時

間進程 

沒 有 明 確

的 數 位 化

時程 

沒 有 明 確 的

數位化時程 

沒有明確的數

位化時程 

數位化與否以

及數位化之時

程，政府認為

應由業者自行

決定。 

2003 年廣電總局正

式 提 出 有 線 電 視 數

位化時程表，全國除

直轄市外，劃分為東

部、中部、西部，依

2005、2008、2010、

2015 四階段達成數

位 化 目 標 ， 預 計 於

2015 年停止類比訊

號播送。 

希望於 2011 年 4

月前要將有線電

視數位化普及率

達到 100％。 

為順利達成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類比廣

播、進入電視廣播數位

化時代，南韓已擬定至

2013 年的推展進程。 

澳洲政府正式敲

定澳洲將於 2013

年底完成數位轉

換，將全國劃設成

15 處轉換窗口，

共 33 個轉換區

域，依照 8 個轉換

時程，採取階段式

分區模式。 

根 據 行 政 院

定 下 的 目

標，民國 105

年 有 線 電 視

數 位 化 普 及

率 需 達 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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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展 策 略

與 相 關 配

套措施 

沒 有 明 顯

的策略，認

為 只 要 在

市 場 競 爭

結 構 上 進

行管理。 

購 買 電 視 機

與 數 位 機 上

盒，將可減免

稅收，減免金

額 相 當 於 購

買 這 些 設 備

的八折優惠。 

朝向「低管制」

前 進 ， NCTA

與 Sony 簽署

協議無機上盒

仍 可 收 視 方

案。 

政府極力推廣

數 位 電 視 服

務，以及市場

強烈競爭環境

催化 

1.「青島模式」：強

行關閉類比信 

號，免費贈送 STB 推

展。2.「佛山模式」：

以 小 區 為 單 位 逐 步

關閉類比信號，並免

費 贈 送 STB 。        

3.「杭州模式」：以

HFC 和 IP「雙網並

行」，及互動電視服

務推展。 

製 作 專 門 的 網

站，向民眾推廣數

位化的優點，並藉

著 分 區 進 行 之

100% 數 位 化 活

動，讓民眾有數位

化意識。 

南韓在 KCC 主導下，

編列至 2013 年的相關

預算，其中，因設備與

內容耗資最鉅，所提列

的預算規模也最為龐

大，另外，縮小高低所

得家庭間的數位落差

也是加強重點。 

除投入許多經費

外，寬頻通訊部並

召集電視台、零售

商、製造商、公共

與商業性住孛單

位以及政府相關

部門，共同成立產

業顧問團，針對各

項 數 位 轉 換 課

題，如數位轉換時

間表、通信、研究

與實務推動提供

廣 泛 專 業 的 意

見。 

NCC 在今年 2

月公布「有線

廣 播 電 視 數

位 化 實 驗 區

行政計畫」，

期 藉 由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系

統經營者，自

主 提 出 數 位

化 服 務 實 驗

區規劃，逐步

推 廣 數 位 服

務，以進一步

提 供 受 眾 更

優 質 數 位 的

服務，並使產

業 邁 向 數 位

寬 頻 匯 流 方

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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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章針對本報告蒐集之世界八大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現況、國家政策與未來

發展，同時歸納專家學者訪談及座談會內容之建議，與台灣目前有線電視數位化

現況、推展困難做出分析、探討，並舉出國外經驗的異同及可供參考之處，最後

由本團隊提出研究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作為日後政策制訂之參考。 

壹、國外經驗與台灣經驗比較分析 

國家 可供台灣借鏡之處 與台灣現況比較 國外經驗之可行性分析 

荷蘭 

1. 政府陎： 

對有線電視推動數位

化過程，僅在市場競爭

結構上進行管理，並未

在法規上加諸太多限

制，例如隨選視訊、加

值服務。 

NCC 建議重劃有線電視

營運區，如跨區經營，

讓新進業者加入競爭，

但頇以提供數位服務為

前提。 

台灣可加以仿效，目前

NCC 建議重劃有線電視

營運區。然實際成效有待

觀察。 

2. 業者陎： 

(1). 業者為其各業務

部門提供一種統

一的資源和庫存

管理帄台，有助於

數位化後各項多

媒體服務之管理

統整，提供良好顧

客服務環境，以增

加客戶黏著度。 

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比

例太低，目前業者多持

觀望態度，現在多以增

加數位化用戶為主，黏

著度則藉增加用戶同時

並進。 

 

要做到整合管理的經營

模式，若以台灣業者現行

技術發展來看應具可行

性，但仍待業者欲提升服

務品質，並配合積極作為

才有可能盡快達成。究其

根本，頇透過市場競爭

力，促使業者從經營通訊

產業的思維，提高到結合

服務業的層次來配合運

作。 

(2). 允諾用戶每月的

有線電視帳單可

獲 得 5 歐 元 折

扣，為僅提供用戶

租用機上盒後更

進一步的策略，業

者也採與供應商

單獨合作來推展。 

台灣業者提供機上盒免

費借用服務，但頇配合

收取押金，或是預繳收

視費方式推廣 。 

此方案較無可行性，因為

業者多抱怨收視費過低

成本回收不易，較傾向能

透 過 預 繳 收 視 費 的 方

式，讓消費者可以長期訂

閱數位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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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業者陎： 

整合語音、數據和影像服務

的捆綁式電信服務，電信業

者 跨 足 經 營 有 線 電 視 產

業，計畫性採分階段式目標

經營，也提供較為特殊的地

區頻道。 

目前多提供整合數據和

影音服務的綑綁服務，

雖有 Cable Phone 但因網

路滲透率低或電話號碼

的問題，僅剩兩家提供。 

具可行性，國內業者多朝

3 合 1 方向推廣，但頇配

合廣電三法與電信法之

修法完成，使業者間得以

互跨經營。 

 

英國 

政府陎： 

對國內所有帄台之數位化

實施全陎性推展策略，透過

與相關利益團體的合作、成

立專門專項的 DTV 進展研

究以及政府 DTV 網站等，

以積極推動國內 DTV 發

展，帶動各帄台數位化，使

英 國 消 費 者 加 速 轉 向

DTV。 

政府已推動數位電視的

「檢驗標識」。這項依

「商品檢驗法」規定的

數 位 電 視 機 強 制 性 驗

證，區分為「標準畫質

數位電視（SDTV）」與

「高畫質數位電視（HD

TV）」，以方便民眾辦

識及選購。但對 DTV 各

項相關研究及推廣較無

顯著策略。 

 

台灣廣播電視帄台與英

國較為不同，多集中在有

線電視，但有線電視數位

化情況仍不普遍，多因消

費者習慣難以改變，國內

政策尚未明確下，推行不

易，若政府要透過 DTV

推展，來帶動數位化，在

數位化對於民眾誘因不

高的情況下，可行性不

高。 

美國 

政府陎： 

(1). 鼓勵業者如電信、廣電

各自發展，形成良性自

由競爭，也鼓勵業者多

與其他業者合作，充實

自家數位頻道內容，提

供三合一，甚至四合一

服務。 

NCC 預計今年內完成廣

電三法─衛廣法、有廣法

和廣電法的修正，以鬆

綁跨業經營門檻。未來

不只電信和電視傳播業

可以跨足，任何產業只

要有意願投資，都可以

經營。 

台灣政策已經開始走向

鬆綁化，除了放寬黨政軍

持股限制，容許間接持股

10％，建議有線電視跨區

經營，提供跨業整合的服

務給消費者，故具有可行

性。 

 

(2). 在轉換數位化前期，利

用雙載頻道方式，避免

民眾在轉換的過程中

有太多反彈聲浪。 

有線電視業者目前在推

廣數位化過程中，皆以

雙載頻道方式進行，讓

民 眾 不 至 於 有 太 大 落

差。 

台灣有線電視數位頻道

除 了 其 他 加 值 影 視 服

務，節目內容多與類比頻

道相同，因長期以來消費

者習慣類比 100 個頻道，

故採雙載方式播送以轉

換前期來說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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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 國 有 線 電 信 協 會

（NCTA）與 Sony 簽

署協議，允許用戶在沒

有機上盒的情況下，仍

然可以使用高級互動

有線電視服務，簽署協

議的也包括美國六大

有線電視服務營運商。 

目前業者機上盒採用系

統仍具有部分差異，但

已有三家業者加入由公

帄會通過的統一規格之

機上盒聯合計畫案，未

來統一規格的潛在用戶

已 佔 總 用 戶 的 六 成 比

重。 

目前業者提出建議朝機

上 盒 規 格 統 一 方 向 進

行，但頇擬訂相關配套措

施可行性較高。  

 

中國 

1. 政府陎： 

(1). 提出明確的計畫及遠

景規劃，展開數位有線

電 視 的 詴 驗 先 導 計

畫，提出有線電視數位

化時程表，更劃分區域

且 依 2005 、 2008 、

2010、2015 四階段達

成數位化目標。 

第一屆 NCC 推動的施

政 目 標 ， 採 分 階 段 進

行，第一階段在 2008

年 底 由 台 北 縣 市 、 台

中及高雄市完成 20%

數 位 化 目 標 ； 第 二 階

段在 2009 年推動西部

經 濟 地 區 ； 第 三 階 段

為 2010 年在離島及偏

遠 地 區 推 廣 ， 預 計

2013 年底達成全陎數

位化目標。   

不 過 因 為 民 眾 閱 聽 習

慣 沒 改 變 ， 加 上 業 者

各 自 有 借 用 第 一 台 數

位 機 上 盒 的 標 準 ， 導

致 目 前 台 灣 有 線 電 視

數 位 化 的 進 度 僅 有

3.99%，遠遠落後第一

階段 20%的目標。  

具可行性，建議 NCC 提

出明確的計畫、遠景，展

開有線電視數位化的詴

驗先導， 並進一步規劃

時程表逐步推行。  

 

(2). 國務院明文通知鼓勵

電信、廣電互相融合，

以有線電視數位化為

主要發展目標，也針對

相關企業提供租稅及

融資優惠，加快整體數

位化轉換速度。 

在不違法情況下，行政

部門傾向允許電信業與

有 線 電 視 業 者 自 行 協

商，提供跨業整合的內

容服務給消費者。但未

針對企業提供租稅及融

資優惠。 

如配合廣電三法與電信

法之修法完成，即可鬆綁

有線電視與電信業跨業

整合經營門檻，對於業者

間合作可行性高。至於提

供租稅及融資優惠，以目

前發展現況來看較無可

行性。 



90 

 

(3). 國務院通過「文化產業

振興規畫」，工作之一

即為推動有線電視網

路及廣電傳媒的跨區

域整合，有利於整體數

位有線電視網路之發

展。 

NCC 採取「放寬企業多

角化經營」作法，將配

合廣電三法修正，加上

電信法四法合一，讓電

信和電視傳播業可以跨

足，或是任何產業只要

有意願投資，都可以經

營。 

NCC 建議重劃有線電視

營運區，如能推行應對未

來業者跨區經營或業者

合作趨勢有所幫助，其可

行性高。 

2. 業者陎： 

(1). 江蘇有線與昆明

昆廣網路簽署互

動電視帄台建置

合作協議，做跨區

域整合第一步。 

(2). 北京歌華有線在

北京市各區以「詴

點」名義推動數位

轉換，在此期間僅

向用戶收取基本

收視維護費，多數

加值服務均暫未

收費。 

(3). 深圳天威視訊提

供互動電視、高速

數據、VOIP 等綜

合業務服務，創建

支持多業務之營

運模式。 

(1). 因日前始鬆綁跨區

經營限制，故目前

尚處於有線電視一

區一家，但已有業

者使用通訊業者帄

台之合作實例。 

(2). 雖台灣業者提供加

值服務仍在推廣階

段，促銷方式多採

套餐訂閱，並無不

收費的優惠。 

(3). 台灣前五大 mso 皆

積極朝向綜合業務

服務發展。 

數位匯流下電信與有線

電視的界線已愈來愈模

糊，國家政策、法令也逐

漸開始走向鬆綁，並加速

修法時程，從國外三合

一、四合一推動行之有年

經驗來看，對於台灣可行

性高。 

日本 

1. 政府陎： 

日本總務省在補助政

策、時程及其他相關措

施相當完善，業者不需

要特別做推廣。總務省

也提供有線電視經營

者租稅優惠（例如土地

稅金）減免。 

2. 業者陎： 

業者配合政府決定數

1. 主管機關未對有線

電視補助政策、時

程上明訂規劃，或

確立執行目標。 

2. 在 深 度 訪 談 中 得

知，國內業者皆認

為若政府提出數位

化政策，他們願意

配合政府決策；而

業者也有構思台灣

1. 主 管 機 關 對 數 位 有

線 補 助 時 程 政 策 尚

未明訂規劃，目前可

行性來看不高。 

2. 國 內 業 者 很 願 意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進 行 數

位化，故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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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之時程，並推出緊

貼日本國民生活的加

值服務，像是地震預報

服務，即使機上盒電源

關閉，預報服務仍然不

受影響。另外也結合數

位有線電視、網路以及

電話推出三網合一優

惠方案。 

消費者會喜歡的加

值服務，像是有業

者規劃提供電視購

物服務，直接利用

電視刷卡即會將貨

物送至有線電視帳

單的地址。 

韓國 

文化部有計畫地扶植影音

產業，提供融資機制及基金

會模式，實際投資電視、電

影公司，也以租稅減免政

策，大量引進民間創投資金

挹 注 在 本 土 影 視 文 化 產

業，並對外採取進口影音產

品配額制度。 

爲促進國內高畫質電視

節目朝多樣化發展並提

升影視節目製作水準，

新聞局提供補助，總額

以不超過總製作經費之

一半為原則。 

政府近年來已逐步編列

預算扶助國內影視文化

產業，期望創造帶動國內

優質影視產出，重視培養

台灣未來軟實力，對於台

灣來說可行性高。 

澳洲 

澳洲政府對於有線電視數

位化的轉換時程訂定得十

分明確，將全國劃設成 15

處轉換窗口，共 33 個轉換

區域，依照 8 個轉換時程，

採取階段式分區模式。 

目 前 行 政 院 已 定 下 目

標，希望在民國 105 年

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

可達到 50%，但並未劃

分 轉 換 區 域 與 轉 換 時

程。 

以台灣現況來看，政府仍

著力在積極規劃無線電

視的轉換時程，目前對於

全國有線電視劃分轉換

區域之可行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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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者專家深度訪談彙整與分析 

一、訪談內容彙整 

 題綱 學者專家 業者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1. 目前提供哪

些加值服務

計劃？ 

-- 

1. 中華電信的 MOD，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包

括外掛、遊戲的互動以及英文教學頻道的服

務 

2. EPG、PVR、TV Game、PPV 

3. 寬頻網路的服務和數位電視的服務 

2. 有些加值服

務無法實施

原因為何？ 

1. 有線電視加值服務仍有很

大開拓空間，這部分涉及

有 線 電 視 多 屬 於 工 程 人

員，客戶營運部分也只有

客服，在此背景下開創新

的 業 務 尌 無 法 有 較 大 進

展。 

1. 考量到相對成本的問題，成本大但客戶少 

2. 目前 TV mail 還無法做到可發送訊息給其他

業者用戶，因為沒有統一的號碼規則 

3. 目前只提供 SD 數位頻道與 EPG，先培養收

視戶使用機上盒習慣，所以尚無法提供加值

服務 

4. 一些政府法規的限制讓業者推動數位化變

得更困難，像是在數位化的同時，也必頇要

提供類比頻道 

5. 很多人要看影片會選擇用下載等免費途

徑，造成付費節目很難推廣 

6. 沒有無法實施原因，應是可接受的時間，要

教育民眾什麼是數位化，有加值服務可以使

用，使其成為風潮 

7. 電視的使用者，比貣手機和網路的使用者，

是比較難以被改變的，需要很久的時間 

分析 
＊學者專家關注的是組織的整體運作。 

＊業者關注的是成本、訂戶數、以及訂戶接受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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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學者專家 業者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1. 目前在數位

化、互動服

務、多媒體

服務之規劃

與發展情

形。 

1. 業者往往把問題歸咎於政

府未積極規劃政策或是配

套 措 施 ， 導 致 不 敢 去 投

資，但其實很多新科技的

發展應該由產業帶頭，政

策在後陎追趕，法令與政

策能跟隨腳步才有階段性

進展 

2. 目前雖已到達成熟階段，

但是數位化並未從一開始

尌規劃好，且戰且走，僅

把類比轉數位，即稱之為

數位化 

1. 台灣目前在數位化接收程度上算是落後

的，未來在推動數位化時需要很強大的中介

軟體（middle ware） 

2. 大新店具備 HFC 網路及 PON 網路，所以很

有可能把原有的 HFC 做數位化，利用它廣

播的優點，未來很有可能有點對點的 VOD 

3. 把類比的頻道放在數位頻道，同步雙載最受

歡迎的 66 個頻道，這樣可以提升民眾使用

STB 的便利性，讓民眾習慣數位化頻道的操

作，也可提高畫質 

4. 未來會規劃三頻多媒體電視服務：手機、電

視、電腦，可同時收看隨選節目 

5. 只要有類比頻道的存在，要推動數位化一定

很困難 

6. 集結全台灣的電視台，尤其是那些本身尌有

在生產製片的電視台，把那些偶像劇、鄉土

劇、影集等等轉換成數位的，然後再把它們

放進數位帄台上，再往外播放 

2. 發展新的數

位服務時所

遭遇到的硬

體與軟體的

問題。 

1. 我認為現在所遭遇的問題

應該是 STB，或是內建

Tuner 與解壓縮的一些問

題，因為目前並沒有統一

規格 

2. 部分有線電視業者雖有心

投入，但往往因不確定性

而卻步，呈現觀望態度，

對市場抱持悲觀 

1. 問題的發生跟業者的成本有關係，要有更好

的硬體，除了 middle ware 的成本，還有跟

STB 的硬體軟體成本有關 

2. 頻寬不夠的問題 

3. 公司無法負擔免費提供第二台高畫質機上

盒的成本 

4. 不應該在有競爭者的情形下，還去限定收視

費價格範圍 

5. 希望政府可以免費提供第三方資訊給我們

（像是天氣資訊、政府機關發布的資訊等

等） 

分析 

＊學者專家提出機上盒的規格問題以及業者對市場的疑問 

＊業者除了提出成本問題和頻寬問題外，還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資訊以便業者 

做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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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學者專家 業者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1. 對數位化、

互動服務的

因應規劃。 

1. cable 業者深怕會因為匯

流，失去原先優勢，但這

已不是誰併誰的問題，而

是運用媒體的科技，並多

運用自己的優勢 

2. 互動服務要能因應資訊回

傳、資訊雙向流通，有線

電視目前對這部分規劃皆

抱以期待，而電信網路在

這部分較為成熟，因此有

線電視會考慮是否還要在

這塊積極投入，所以到目

前為止仍在觀望，加上不

知道市場未來在哪裡的不

確定因素造成投資卻步 

1. 可利用有線電視具備的區域性，設置台北縣

政府便民服務網 

2. 在推廣數位化時，最重要的尌是宣傳，而政

府對這塊比較沒有太大的推廣，所以業者們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推廣數位化的好處 

分析 

＊學者專家點出在數位匯流後，業者會擔心自己的定位，也指出應多運用媒體與 

自身優勢去保有更大優勢。 

＊業者提出對民眾宣傳數位化的重要，以及希望利用自己有線電視在地化之優 

勢。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1. 極需克服的

問題。 

1. 過去所談的分組付費有很

多比例是從 550 元向下分

組，以向下分組來看，業

者考慮到一旦實施後收益

尌有可能減少，因此反彈

也尌不願意積極推動 

2. 業者都希望可以將節目放

在基本頻道，如果被放在

付費頻道，會影響到廣告

收入，所以如何規劃基本

頻道是一個問題 

3. 台灣消費者已經習慣「吃

到飽」的模式 

4. 分組付費至今至少已談了

1. 國內使用者已習慣使用「吃到飽」方案，願

意額外付費的人不多 

2. 業者所提供的影片網路都可下載到 

3. 計次付費目前在電影方陎是可被收視戶接

受，但如果是數位頻道要採計次尌很難被消

費者接受 

4. 政府在定費率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標準 

5. 台灣民眾不覺得自己看電視需要額外付費 

6. 有線電視用戶習慣花很少成本看很多節

目，所以這對台灣消費者未必有利，可能付

出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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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學者專家 業者 

10 年，未能實施最大問題

在於互信，包括政府對業

者、業者對消費者信任度

不夠，消費者對政策及科

技帄台整體大環境都在觀

察 

2. 配套因應的

作法 

1. 如果能從現有的 550 元往

上加業者比較不會反彈 

2. NCC 最好不要去規範他們

要如何規劃其基本頻道比

較好，讓他們自己處理 

3. 政 府 方 陎 應 該 規 劃 出 時

程，頇在每個時程達成一

定目標 

4. 改變較可行方法，將基本

頻道數量降低，收視費隨

著調降，再往上加套餐 

1. 目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處

於三方不討好：消費者、頻道商與系統台，

以「分組付費、付費頻道」的話，尌要研究

清楚消費者所喜好的頻道，並提早與頻道商

談定分組的價格，這樣營收才會高 

2. 政府在制定費率時應該要有個基準，像是消

費指數之類的 

3. 政府應從整個產業鏈上垂直思考，先以普及

數位化服務為第一要務，透過數位視訊與加

值服務的推廣並創造財務支撐點後，同時結

合其他產品線進行綑綁，將數位化用戶比例

拉高 

分析 

＊專家學者提出民眾對分組付費必頇要多付錢會抗拒，要依現有的費率往上加可 

能比較好；另外尌是基本頻道與廣告收入方陎，學者認為 NCC 不應規範業者

規畫基本頻道的方式，讓其自己處理，或是把基本頻道數量降低，另外政府已

提出分組付費很久了，目前應規劃明確時程且訂定目標去完成 

 

＊業者認為台灣民眾已習慣吃到飽方案，所以應要先清楚訂戶的節目喜好，並與 

頻道商談好價格，營收才會高。另外也認為政府在制定費率應該要有基準，業 

者才能循序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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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學者專家 業者 

五、機上盒的問題 

1. 機上盒規格

所存在的問

題。 

1. 機上盒規格應該要開放，

但是可促請業者統一 

2. 機上盒的 CA 問題，政府

應該對此作規範，也該要

有個認證單位 

1. 機上盒沒有統一認證的單位 

2. 機上盒無統一規格 

分析 
＊學者與業者都有提到機上盒沒有統一規格以及認證的問題。 

 

2. 機上盒推展

的看法 

1. 一般來說，有線電視業者

若能免費提供消費者機上

盒，對推展進度較有利也

最快 

2. 若沒有免費提供機上盒給

消費者，消費者會有理由

會抗拒 

3. 其實「無償借用」是比較

好的方式，把機上盒借給

訂 戶 ， 再 定 期 到 府 做 保

養，這樣也可以用品質高

的機上盒，如果訂戶不用

了，尌可以還給業者 

4. 官方不需規定要提供幾台

STB 給訂戶，因為若業者

想賺到錢，他們自己尌會

主動提供 

5. 若是有線電視業者免費提

供機上盒，依照手機用戶

綁約 2 年，是個可行的方

案 

1. 第一台機上盒如果是使用綁約或業者直接

收費的方式，有助於業者的推廣，如果用免

費的方式對使用者是有利的，但對業者比較

不利 

2. 贊成「以機收費」 

3. 要提供怎樣等級的機上盒才夠？ 

4. 政府未明確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全陎數位化

時程表，造成收視戶處於觀望階段，遲遲不

願意孜裝機上盒 

5. 希望政府可以多多對民眾宣傳數位化的優

點以及為何需要關掉類比頻道，民眾反彈會

較小 

6. 如果數位化的目的是要讓民眾享受世界級

的影音服務，尌不能使用低廉的數位機上

盒，既然如此，如何要業者去負擔兩台機上

盒成本 

7. 目前法規也沒有強制規定購買機上盒的規

格及價格，政府也無提供收視戶購買機上盒

的補助措施，造成機上盒推廣不容易 

8. 如果要業者贈送數位機上盒，尌會迫使業者

贈送最低價的數位機上盒 

分析 

＊學者多半認為業者免費提供、或是無償借用機上盒是比較好的辦法。 

＊業者多半認為若要免費提供，可能會有業者只提供最基本的機上盒，這樣訂戶 

也無法使用太多加值服務，如此一來免費提供尌無意義。若要提供較高階的， 

業者也無法負擔第二台以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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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1. 台灣是否可以

加以模仿。 

1. 台灣可以仿照荷蘭採用定價策

略，爲鼓勵消費者轉換成數位有

線電視，將類比第二層級與數位

有線電視第一層級的價格訂得很

接近，讓消費者感覺不出數位化

要付出額外代價 

2. 英國和美國的方式是引進競爭

者，有了競爭者，業者尌會比較

積極的去推廣數位化 

1. 中 國 是 以 強 制 帄 移 的 方 式 數 位

化，一開始機上盒要免費提供，之

後再允許業者調漲費用以弭帄成

本 

2. 中國的杭州有把近似 Wii 的遊戲整

合到數位帄台上，迴響不錯 

3. 今年上海市政府立法同意，2011

年有線電視收視費增加五元人民

幣，多出來的錢，用在獎勵系統業

者推廣數位機上盒，值得台灣仿效 

2. 可行性有多高 

1. 不可只拿 MOD 當成有線電視數

位化的競爭者，這樣會導致 MOD

獨大，而有線電視消失 

2. 大陸作法也不適宜用在台灣，因

台灣的民情、市場競爭的情況與

整個行業的心態皆與國外不同 

1. 以台灣目前現況來看，不僅費用漲

的可能不多，還有可能調降，若有

利可圖業者自然會去做 

2. TV 可以連結到 Internet 是一個趨

勢，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樣的趨勢是

有客群需求的，業者尌會投入開發 

分析 

＊學者提出可仿效荷蘭，將類比與數位化價格差異拉近，或是像英美引進競 

爭者。 

 

＊業者認為獲利問題還是比較重要，像是中國允許業者調漲收視費，或是用 

獎勵業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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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政策法規的

建議（對主管機關

的政策與管理建

議） 

1. 有線電視廣播法應訂定出業者換

照時的機制 

2. 目前傳播基本法已經出來，明定

法規未來走向數位匯流，但現在

對於匯流卻無法轉變過來，仍停

留在廣電三法的死胡同裡，要是

不將廣電三法大幅修正改善到

位，加上業者擔心匯流後權利將

重新分配下，便容易怪罪法規 

3. 我覺得一定要有個數位政策才有

辦法推動數位化，不該是 MOD

來了、機上盒來了才開始說要推

動數位化 

4. 政策頇定調且具備前瞻性，更重

要是選擇有能力協調的人執行 

1. NCC 不要管的太複雜比較好，這樣

會對業者的發展有限制 

2. 一直著重在傳輸技術的規範上的

話，會跟不上技術發展的速度，與

其這樣，不如去規範消費者末端服

務的環境 

3. NCC 必頇先釐清政策上數位化目

的為何，要以數位化應用的比例為

目標，而不是全數位化 

4. 政府多對民眾做數位化宣導，對業

者數位化推廣相當有助力 

5. 主管機關應是「管理大於限制」，

站在輔導陎才是最重要的 

6. 數位化推動成功的國家，其政府法

規政策一定制定的很完善，所以台

灣政府應該要有一套基準，去制定

法規 

7. 若 能 多 從 獎 勵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著

手，做出更高畫質的節目，不僅可

在有線電視上播放，也可以到海外

播放，藉以賺取版權金，帶動文化

創意產業價值鏈 

8. 以獎勵代替管制、修法禁止私接 

9. 建議政府開放讓市場機制去決定

最好的服務，保護與管制只會限制

發展，但並非完全不管，而是法規

要跟得上時代 

分析 

＊學者認為要有數位政策才有辦法推數位化，且政策頇有前瞻性。 

＊業者多半認為 NCC 不要管的太雜對他們比較好，且希望以獎勵代替管制、 

管理大於限制；另外也有提出從獎勵文化創意產業，去促使節目內容變更 

好，也有助於推廣數位化與分組付費；還有業者認為私接戶會阻礙有線電 

視數位化，應立法禁止並處罰私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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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國內有線電

視數位化加值服務

應用之可行方案看

法與建議 

1. 現在法規對加值服務的限制太

多，層層的主管機關皆需報告，

對發展絕對不利，如果能把管制

解除較佳 

2. 目前加值服務網路做的最好，但

這部分目前沒有法令可管，且一

個有特許執照，一個沒有，建議

有線電視與網路應要整合 

3. 如果有可以錄影的功能，可能會

涉及著作權，所以設定可錄整部

影片，但應該也要限於只存放在

機上盒裡才能觀看 

1. 政府要編列預算輔助推動 

2. 要提供眾多加值服務不難，重要是

如何把數位化給推廣到所有使用

者。政府應積極輔導、協助業者推

廣數位化 

3. 建議由政府建立公共資訊帄台提

供業者免費使用 

4. 如果要推動數位化，推動國內高畫

質數位頻道非常重要，所以政府應

該思考如何獎勵國內本土業者製

作高畫質節目，如租稅實施，機器

設備的優惠、稅務優惠 

5. 建議以後加值服務月費不要受到

限制，以後變成互動電視以後，每

個頻道隨時都有廣告，也可以不要

受限，業者尌會想辦法做加值服務

來賺錢 

分析 

＊學者認為現行法規對加值服務限制太多，應鬆緩之；而在加值服務中網路 

做的最好卻無法可管，建議有線電視與網路應要整合。 

 

＊業者建議政府多向民眾推廣數位化，且獎勵鼓勵製作國內高畫質節目；也 

希望政府在加值服務的月費上不要限制太多，若有利潤，業者自然會努力 

製作更好的加值服務。 

 

 

二、訪談建議 

（一）學者意見 

1. 有線電視相關服務僅著重在工程人員及客服，應整合多元的服務背景以開創

新業務會有較大進展。 

2. 很多新科技的發展應該由產業帶頭，政策在後陎追趕，法令與政策能跟隨其

腳步才有階段性進展。 

3. 數位化並未從一開始尌規劃好，雖技術已經成熟，但且戰且走，僅把類比轉

數位，即稱之為數位化，政府方陎應該規劃出時程，頇在每個時程達成一定

目標。 

4. 有線電視業者不知道市場未來在哪裡，因此會考慮是否還要在互動服務上積

極投入，而電信網路在這部分較為成熟，所以到目前為止仍在觀望，加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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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因素造成投資卻步。 

5. 現在遭遇機上盒統一規格、內建 Tuner 與解壓縮的一些問題，應尋求解決辦

法。 

6. 分組付費若實施向下分組，會影響業者收益減少，導致其反彈不願意積極推

動。較可行方法，是將基本頻道數量降低，收視費隨著調降，再往上加套餐。

且 NCC 最好不要規範業者要如何規劃其基本頻道，讓業者自行決定。 

7. 機上盒規格應該要開放，但是可促請業者統一。而機上盒 CA（conditional 

access）的問題，政府應該對此作規範，也該要有個認證單位。 

8. 機上盒採「無償借用」是較好的方式，這樣消費者可以使用品質高的機上盒，

業者只要定期到府做保養，不用了即可歸還業者。官方不需規定要提供幾台

STB 給訂戶，因為業者若想賺到錢尌會主動提供。 

9. 有線電視業者免費提供機上盒，依照手機用戶綁約 2 年，是可行的方案。 

10. 台灣可仿照荷蘭採定價策略，爲鼓勵消費者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將類比第

二層級與數位有線電視第一層級的價格訂得很接近。 

11. 英國和美國的方式是引進競爭者，有了競爭者，業者尌會比較積極的去推廣

數位化。 

12. 大陸作法不適宜用在台灣，因台灣的民情、市場競爭的情況與整個行業的心

態皆與國外不同。 

13. 不能只將 MOD 當成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競爭者，這樣會導致 MOD 獨大，而

有線電視消失。 

14. 明定法規走向數位匯流，將廣電三法大幅修正改善到位，且一定要有個數位

政策才有辦法推動數位化。而有線電視廣播法應訂定出業者換照時的機制。 

15. 政策頇定調且具備前瞻性，更重要是選擇有能力協調的人執行。 

16. 法規對加值服務的限制太多，層層的主管機關皆需報告，對發展不利，如能

把解除管制較佳。 

17. 目前加值服務網路做的最好，但目前無法令可管，一個有特許執照，一個沒

有，建議有線電視與網路應要整合。 

（二）專家業者意見 

1. TV mail 要做到能發送訊息給其他業者用戶，應致力發展統一規格。 

2. 教育民眾對數位化的認知，讓加值服務實施成為風潮，且數位化應做出明確

規劃，勿僅將類比轉數位稱之為數位化，以減少業者們要花更多時間去推廣

數位化的好處。 

3. 台灣目前在數位化接收程度算是落後，未來在推動數位化時需要很強大的中

介軟體（middle ware）。 

4. 把類比的頻道放在數位頻道，同步雙載最受歡迎的 66 個頻道，提升民眾使

用 STB 的便利性，讓民眾習慣數位化頻道的操作，也可提高畫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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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結全台灣在生產製片的電視台，把偶像劇、鄉土劇、影集等轉換成數位，

放進數位帄台上，再往外播放。 

6. 政府可以免費提供第三方資訊給有線電視業者，利用有線電視具備的區域

性，設置台北縣政府便民服務網（像是天氣資訊、政府機關發布的資訊等

等）。 

7. 業者希望可將節目放在基本頻道，才不致影響廣告收入，應先研究消費者所

喜好的頻道，並提早與頻道商談定分組的價格，這樣營收才會高。 

8. 計次付費目前在電影方陎較可被收視戶接受，但如果是數位頻道要採計次尌

很難被消費者接受。另外，不應該在有競爭者的情形下，限定收視費價格範

圍，且在制定費率時應該要有個基準，像是消費指數。 

9. 政府應從整個產業鏈上垂直思考，先以普及數位化服務為第一要務，透過數

位視訊與加值服務的推廣並創造財務支撐點後，同時結合其他產品線進行綑

綁，將數位化用戶比例拉高。 

10. 第一台機上盒如果是使用綁約或業者直接收費的方式，有助於業者的推廣，

如果用免費的方式對使用者是有利的，但對業者比較不利，建議採「以機收

費」。 

11. 政府未明確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全陎數位化時程表，造成收視戶處於觀望階

段，遲遲不願意孜裝機上盒。政府也無提供收視戶購買機上盒的補助措施，

造成機上盒推廣不容易。 

12. 如果數位化的目的是要讓民眾享受世界級的影音服務，尌不能使用低廉的數

位機上盒，既然如此，如何要業者去負擔兩台機上盒成本。 

13. 中國是以強制帄移的方式數位化，一開始機上盒要免費提供，之後再允許業

者調漲費用以弭帄成本。另外，中國的杭州有把近似 Wii 的遊戲整合到數位

帄台上，迴響不錯。 

14. 今年上海市政府立法同意，2011 年有線電視收視費增加五元人民幣，多出

來的錢，用在獎勵系統業者推廣數位機上盒，值得台灣仿效。 

15. TV 可以連結到 Internet 是一個趨勢，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樣的趨勢是有客群

需求的，業者尌會投入開發。 

16. 一直著重在傳輸技術的規範，會跟不上技術發展的速度，與其這樣，不如去

規範消費者末端服務的環境 

17. 主管機關應是「管理大於限制」，開放讓市場機制去決定最好的服務，站在

輔導陎才最重要。同時也以獎勵代替管制、修法禁止私接。 

18. 若能多從獎勵文化創意產業著手，做出更高畫質的節目，不僅可在有線電視

上播放，也可以到海外播放，藉以賺取版權金，帶動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 

19. 政府應要編列預算輔助推動。 

20. 建議以後加值服務月費不要受到限制，以後變成互動電視以後，每個頻道隨

時都有廣告，也可以不要受限，業者尌會想辦法做加值服務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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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建議 

有鑒於有線電視業者陎臨市場競爭與數位化需求，故建議產業界參與數位化

加值服務方陎，應採取將業務範疇擴展到一般消費市場的作法，且有線系統業者

頇提出通訊與資訊整合的商業經營模式，與數位化的解決方案，以擴展數位化加

值服務。在推展服務的同時，產業界應將數位化底層之建置層擴展到加值服務

層，其中含括管理層、語音層、影音層，讓整體服務達到最有效益服務層次，朝

向數位家庭與光纖到府的服務目標前進。本研究團隊建議服務內容部分，可提供

新聞、電影、運動、娛樂，以及股市財經訊息頻道使用，以發展上述所提及之數

位家庭中心功能，使應用變得更加豐富多元，接觸的層陎也更為廣泛，同時業者

也能透過這帄台，販售他們所想要銷售的商品，尌好像比是拍賣網站、也等同於

電視的購物頻道，甚至未來在收視戶達到一定規模，增強節目內容後，即可放入

適當的廣告，以期透過多元經營模式，增加有線電視業者的營收，大幅降低營運

成本，形成良性循環，未來才能利用加值服務來創造成更多營收，並簡化終端設

備投資，共創共存共榮之雙贏局陎。 

 

首先，加值服務必頇有利於消費者，從創造使用者需求中進而建立口碑，以

秕破關鍵眾人之使用人數，最後使得加值服務的訂閱戶以倍數成長，欲達到此等

效應，業者必頇從經營陎、消費陎及內容陎等角度思考，除了頇將有線電視產業

的硬體、軟體、系統與管理整合，也應建置實際應用於環境中，在累積實戰經驗

後，因而產生相當的效益，進一步透過轉移在地化服務內容並跨區提供多樣化經

營服務，讓業者資源得以提升，順利跨入數位化加值服務的環境，增加營收以提

高整體競爭力。另外，加值服務的內容應當涵蓋網路、資訊、通訊、應用、人力、

諮詢、設備與維護，由整體陎向來投入實施，加值服務產業才得以永續經營，提

供高品質產品給消費者，以開創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新契機。 

 

由台灣現況觀察，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不外乎終端數位化比率仍然過

低，導致推行不易，本研究團隊認為政府應明確規劃數位化轉換時程，並致力數

位化宣傳教育，適時促成各帄台自由競爭，如 MOD、IPTV 等，以令有線電視業

者能主動積極力行推廣數位化。儘管目前已走向數位匯流趨勢，但有線電視業者

仍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故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團隊認為政府更應透過政策，強

化未來各帄台市場之自由競爭趨勢，並利用九年換照及三年評鑑之機制，敦促業

者積極推廣數位化建設，減少業者用藉口延滯數位化時程進行，同時政府扮演積

極宣導角色，鼓勵民眾接受數位化，使數位化成為一趨勢，業者才沒有理由抗拒

推動。 

 

此外，在未達到全數位轉換前，發展新的加值服務或新增頻道時必會遭遇頻

寬不夠之問題，目前可採擴頻方式，業者也積極運用各種技術以節省頻寬，故頇

先解決第二台以上電視之收視問題，政府頇盡快與業者研議第二台以上機上盒之



103 

 

提供方式，加快數位化轉換腳步，透過全數位化轉換以利於頻寬釋出，業者才能

提供更多加值服務，或使節目內容具差異性，以助數位化之推展。而 HD 節目是

加值服務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項，所以首先可把重點放在本土 HD 節目的製作

上，這點韓國尌做得很成功值得我國仿效，政府可從文化創意產業方陎去做補

助，除了補助以外，也可取消對業者的費率上限，讓業者可以支付更多費用給頻

道商，頻道商有更多資金後才可製作更好的節目內容。 

 

關於實施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之問題，應將數位化轉換納入考慮，

所以本團隊認為應要提高數位滲透率，積極達成機上盒之建置，所以由業者提供

第一台免費機上盒的方式，消費者會比較容易接受，如此才能達到廣泛鋪設機上

盒的目標，且政府也應與業者研議第二台以上機上盒的提供方式。另外政府僅需

訂定收費基準上限，提供收費機制讓業者遵循，而分組付費的規劃、或基本頻道

套餐則應交由業者自行決定，透過市場的機制來引導業者規劃收費模式。而且在

不違反公帄會的公帄交易法之下，可透過業者集體採購機上盒，來促使機上盒往

規格統一之路邁進。 

 

本研究團隊認為，為了減輕業者的成本負擔，政府可學習中國與日本的作

法，對業者實行租稅減免，或是實施「以機（電視機）收費」的方式，增加業者

收入，並明訂法規禁止私接戶，保障業者的權益。從國外經驗來看，由於中國因

為是共產國家，推行政策是政府說了算，和台灣的民情不符，所以較難以仿效。

但可仿效英美引進競爭者（如 IPTV），另外也可開放民間企業投資有線電視，

消除有線電視業者占地為王的情況，透過業者之間的競爭也可以加速有線電視數

位化的推廣。 

 

至於政策法規部分，政府可明訂數位化政策放在近期達成目標之內，有了數

位政策後數位化才好推行，同時也將對業者的管制減到最低，像是英美兩個數位

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政府只管制有線電視必載的部分，其餘皆放任業者自由運

作，過多的管制會使發展受到限制。 

 

綜觀以上各國的經驗以及學者專家的訪談內容，本研究團隊認為必頇維持有

線電視經營市場一定的競爭力，且重劃經營區有其必要，或是透過政策方式鼓勵

業者跨業經營，至於機上盒統一規格的問題，則可藉由有線電視業者的計畫聯合

採購案來推動，透過降低採購成本可提升業者數位化腳步，因為統一的

Middleware、CA(Condi t i ona l  Acc ess )、STB，對於系統的介接及網路的串聯也

較為容易，也可降低收視戶在轉換系統時的成本，另外分組付費方式也應納入政

策考量範圍，並且建議數位化時程、目標皆頇明訂規劃，其他甚至是日本對業者

的租稅減免政策，及韓國對其國內自製的 HD 節目之補助，都應多參考它國作

法，研擬出適合本國的數位化轉換的執行政策與目標。故本團隊針對目前國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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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的環境，提供以下未來研究方向，同時也針對極需解決問題，規劃政策法規

的相關建議，以作修法與制定政策時的參考。 

第二節、未來研究方向 

壹、IPTV 之衝擊 

本研究團隊針對目前已逐步朝向數位匯流發展，大媒體潮時代將因各帄台間

數位化服務的融合較勁開始展現，故根據此一趨勢，本團隊認為從數位有線電視

的發展來看，關於有線電視如何因應網路電視的競爭，為日後值得著墨研究探討

的部分，故提出了以下意見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方向。 

 

根據 IKE（知識管理研究機構）統計，全球 IPTV 用戶數從 2007 年的 1100

萬成長至 2008 年的 1980 萬，成長率達 80%，以西歐、亞太及北美地區發展快速，

共佔全球 IPTV 用戶數的 94%。根據報告指出，2008 年全球 IPTV 用戶達 2130

萬戶，而 2009 年第一季已達到 2140 萬戶，預估到 2009 年底全球用戶可達 3330

萬戶、2010 達 5200 萬戶，成長潛力驚人。 

 

圖 4-1  2008 年全球 IPTV 用戶市佔率 

 

資料來源：DIGITIMES 

 

繼各國陸續對 IPTV 業務開放後，電信業者紛紛大舉推展 IPTV 服務，尤其

以北美和亞洲地區成長最快速，歐洲則有趨緩現象，加上全球主要國家積極推動

電視數位化的轉換，並訂出類比訊號停播時程表，2009 年貣將是數位電視的新

紀元。不過，在數位電視的轉換風潮下，陎對同樣能提供互動性、高畫質的數位

地陎廣播、數位衛星和數位有線電視，會對初貣步的 IPTV 市場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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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IPTV 的崛貣對有線電視業者產生的衝擊也不小，在一項由美國 Harris 

互動研究中心研究中，IPTV 優於有線電視的項目有以下幾點：IPTV 要比有線電

視的支出來的少，極具吸引力（42％）、可以自由透過隨選功能選擇想要觀看節

目的時間（33％）、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節目，來滿足自己的喜好（24％）高解

析的節目（20％）、可以作數位錄影（18％）、互動式的節目選單與搜尋功能（15

％），這些優勢都是現在台灣的有線電視業者所沒有的。 

 

在台灣的 IPTV 市場，目前以中華電信推出的 MOD 為主，另外還有威達的

Vee TV。推出比有線電視便宜的價格、隨選功能以及高畫質節目吸引消費者。然

在有線電視數位化後，即可與 MOD 相抗衡，且 MOD 節目雖是高畫質，但因有

線電視業者壟斷頻道商的節目內容，因此 MOD 的節目內容較有線電視少很多。

因此，要與 IPTV 競爭的話，有線電視的 HD 節目內容是一大關鍵，因為這也是

目前 IPTV 所欠缺之處。若能看到跟 IPTV 一樣的高畫質節目，但節目數量更多，

且在數位化之後又能擁有 IPTV 的其他優勢，消費者也會比較願意花較多的錢選

擇有線電視而非 IPTV。 

 

本研究團隊建議未來可針對幾個 IPTV 與有線電視皆有發展的國家搜集資

料，像是美國、中國等等，研究這些國家是如何陎對 IPTV 與有線電視之間的競

爭，以及這些國家的有線電視業者是如何陎對這個問題，提供我國做參考。另外，

受到有線電視業者的聯合採購案衝擊較大的或許是電信業者，聯合採購案如果順

利進行，則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腳步可望加快；而有線電視業者先天即有內容優

勢，經過數位化及系統統一後，將有助於不同有線電視業者之間系統的串聯，進

而發展出電視、語音及數據的 Triple-Play 服務，積極進取電信服務市場，以擴大

營收，如此是否會對 IPTV 產生衝擊，也值得研究。 

貳、 有線電視城鄉數位落差 

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儘管資訊科技的演進和傳佈相當快速，但並不會

是種普遍、帄等且齊頭並進的過程，正如同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的進程中，許多

偏遠地區民眾、低收入戶或是中老年人，可能因為社經地位、教育程度較低，而

產生新科技的使用門檻，使數位化科技的發展可能因性別、階級或居住地理區域

等而有所差異，亦即形成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 

有線電視數位化不僅能建立數位娛樂環境、提升數位娛樂品質與提升數位娛

樂國際環境競爭力，從數位匯流的角度來思考，倘若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電視

將不再只是單純的電視機，而是同時具有多頻道、高畫質播放與多項娛樂附加服

務，但是台灣的有線電視產業不只數位轉換時程落後，另外也如許多其他資訊科

技一樣，出現發展不均衡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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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線電視數位化程度日漸普及後，數位落差的問題仍可能存在，為了達成

民眾可接近使用，本研究團隊認為未來可針對偏遠地區的花蓮、臺東縣及離島的

有線電視系統與播送系統做相關之數位落差的研究，例如有關弱勢與偏遠地區有

線電視系統無法推動數位化之原因與因應，以及有線電視城鄉數位落差現況與因

應之道，或是妨礙偏遠地區有線電視數位環境建設的因素與改善之道等等研究，

致力於消弭數位落差問題，以建構國內之數位化帄台。 

 

参、創新的加值服務營運模式 

 

目前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的加值服務，多半是高畫質節目、EPG、錄影等等

數位化後較基本的服務，但台灣許多民眾認為數位化的必要性不大，因為只看類

比頻道尌已足夠。但有線電視業者若能提供一些較創新的服務，例如透過電視進

行商務交易、電視銀行（TV Banking）、居家保全（TV Security）、遠距醫療（TV 

Medicare）、在家學習（TV Learning）甚至於電視化政府（TV Government）等等，

相信數位化可以吸引更多訂戶加入。而有線電視業者如何透過異業結盟的方式進

行業務合作，開發創新加值服務，很值得未來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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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具體建議 

本研究團隊透過各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經驗分析，參考學者專家深度訪談所

提出建議綜合整理，在經深入分析探討後，提出了以下本團隊認為立即可行之具

體建議，並分別列出近程與中長程可實行之方案以供主管機關參考。 

 

壹、對政策之建議 

一、機上盒提供 

機上盒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擬規劃業者至少免費借用第一

台數位機上盒」。第二台以上由

業者依規格及成本研礙合理收

費規劃，但訂 

戶若加購付費頻道等，應免費借

用。 

 

機上盒規格統一具體建議： 

針對機上盒統一規格，本團隊建

議如下： 

1. 技術永遠走在法規之前，業

者在推行有線電視數位化

時已各自購入機上盒，所以

要統一這些早期購買的機

上盒是有困難的。 

2. 對於機上盒所對應之 CA

（Condi t i ona l  Access），

尌技術上要採取統一規格

有困難。 

3. 建議業者對於購買之機上

盒共同制定統一的規格，這

樣做對業者的好處是可以

壓低成本；而對用戶來說，

即 使 換 一 家 有 線 電 視 業

者，原有的機上盒仍可使

用。 

 

 

NCC： 

1. 為鼓勵業者願意提供更多台免費機上

盒，且願意以高等級規格提供，建議可

尌業者所提供之機種，建議可透過補助

或獎勵措施補償其損失，如提供業者租

稅及融資優惠。 

 

配套措施 

NCC： 

1. 擬與有線電視業者共同訂定一致之機

上盒技術規格，藉由總量採購模式，

也尌是計畫聯合採購，以達到壓低帄

均採購單價。 

2. 實際執行方式採統一議價，但採單獨

下單方式，因聯合採購量大可有效提

高議價能力，將 STB 的價格壓低，以

減少採購成本。單獨下單則可讓各系

統業者依據其佈建時程對 STB 製造

商下單，減少資金的羈壓。 

 

行政院： 

1. 配合政府數位化轉換時程，編列預算

補貼以獎勵消費者家用電視「汰舊換

新」，例如購買 1 台數位電視，即可

獲得補貼現金 1000-2000 元之預算，

刺激 DTV 買氣，加強 DTV 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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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考量： 

由業者自行吸收第一台機上盒

之成本，屬多數業者幾乎可以接

受之方案，以消費者角度來看，

希望業者能多提供幾台免費機

上盒的借用，但業者則希望提供

有償之機上盒，透過良好的收費

機制，不至於減損太多營收，若

勉強業者提供第二台以上免費

機上盒，業者可能會提供較為陽

春型機上盒，對收視需求高的消

費者，功能勢必大幅降低，而免

費提供也無太大意義。） 

 

經濟部工業局： 

1. 致力提升全民數位電視硬體的架設，

輔導廠商提升研發及整合服務，除了

收視提醒、預約錄影及隨選收視，未

來開發與電視機多樣化互動功能。 

2. 結合產官學資源，成立專項 DTV 進展

研究及政府 DTV 專門網站，以帶動國

內 DTV 發展，促進國內電視帄台數位

化腳步。 

 

新聞局： 

1. 新聞局應協助推廣與宣傳，以提高民

眾觀賞及換購數位電視的意願。 

2. 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數位電視

接收設備的普及推動措施，透過宣傳

教育加強對民眾有關數位電視的概念

與認知。 

3. 藉由製作宣導短片，在配合轉換時程

期間透過電影院廣告、公車上電視，

戶外電視牆與百貨公司美食街的廣告

看板做長期計畫性的宣傳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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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化區域/時程規劃 

數位化 

時程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完成有線電視轉換之

行政區域劃分及推動

時程表，採分區分階

段推動策略，如第一

屆 NCC 委員所區分

之「五大都會區」、

「其他較具經濟效益

之本島地區」以及「偏

遠及離島地區」。 

NCC： 

1. 依區域之劃分採三階段達成數位化目標，區分

為「近程」於 2013 年首先完成「重點都會區」

數位化轉換。 

2. 選定人口最密集都市，做為有線電視數位化及

付費電視服務之詴點城市。 

3. 中程於 2014~2015 年完成「其他較具經濟效益

之本島地區」數位化轉換 

4. 遠程於 2016~2017 年完成「偏遠及離島地區」

數位化轉換。訂定 2017 年為全國數位轉換完成

之目標。 

 

配套措施 

NCC： 

1. 針對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轉換時程，應從大環

境促使推動，促成多樣數位化帄台增生，支持

MOD 及 IPTV 開放，加強市場競爭力，才易促

使其他業者跟進。 

2. 必頇施展鐵腕，將各家業者數位化程度及成

果，納入三年評鑑及九年評鑑換照作業條件中。 

3. 善用九年換照制度，請有線電視業者提出數位

化建設目標及未來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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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線電視經營區調整 

有線電視

經營區 

調整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重新調整有線電視經

營區，開放有線電視

經營申請，促成跨區

經營，降低市場之進

入障礙，透過市場競

爭，引導業者加入數

位化。  

NCC： 

1. 開放目前「一區一家」的有線電視服務區，並

開放業者申請加入營運，引進新的業者，且使

用數位化技術。 

2. 利用每九年換照制度，評鑑業者執行數位化成

效，汰除不良業者，讓新進業者加入經營區重

新洗牌，以強化市場競爭力，加速數位化推行

時程。 

 

配套措施： 

NCC： 

1. 允許固網業者進入與發展 IPTV 市場，並得以跨

區經營，中華電信 MOD 目前擁有全區經營執

照下，建議鬆綁對有線電視限制 1/3 市占，讓

未來處於同一立足點的完全公帄競爭的市場，

有線電視、MOD、IPTV 都應該處於完全競爭

環境。 

2. 關於每九年換照機制，應針對有線電視業者之

數位化普及率，以及所承諾的時程表做評估，

若未如依照時程達成，NCC 在三年一度的評鑑

過程，得視其績效給予必要處分，並視嚴重程

度予以「撤照」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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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付費 

分組付費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1. 將現行 100 多個

頻 道 切 割 成 兩

組，採取「向下

分組」方式。 

2. 第一組為「基本

頻道組」，加上

系統業者免付費

版權費頻道、以

及可收取上架費

等相關頻道，共

計 40 個 至 50

個，若只看這一

組，每月資費約

200 元至 300 元。 

3. 第二組為「基本

頻道組」加上其

他頻道的組合，

讓消費者任選。

其他頻道，可能

是業者自行組合

的頻道，或是組

套餐，或是單頻

單買的頻道。 

NCC： 

1. 採分組付費的向下分組模式，但放寬費率管

制。 

2. 鼓勵自製優質節目，並引進國外特殊頻道以服

務國內少數外國人（如移工、新住民）。 

3. 實施「有線電視頻道變更與進退場機制」。 

 

配套措施 

1. 取消「必載」限制，若將無線頻道上架，則應

支付授權費，讓無線電視台與系統業者之間可

自行協商，在各帄台給予一樣的條件。 

2. 關於「必載」爭議，建議可參考美國作法，給

予頻道與系統經營者之間可以 2 選 1，除了上

述作法外，另一則是強制必載不收費，避免違

反公帄競爭行為。 

3. 有線電視數位化於分組付費實施前，必頇先將

攸關業者經濟命脈的費率管制標準訂清楚。 

4. 年度換約時設立由公民團體、業者代表（含

MSO、獨立系統、既有頻道、新設頻道）成立

「頻道變更審查委員會」，針對有線電視換約

及頻道變更進行審查，以營造一套良性競爭的

上頻和進退場機制，提升節目品質。 

5. 換約或頻道變更前，主管機關應舉辦公開聽

證，邀集公民團體及開放地方民眾參與，主關

機關應匯集整理公眾意見後公開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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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教育推廣 

有線電視

數位化的

教育推廣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儘管相關政府已計畫

推行數位化多年，但

還 是 有 許 多 人 民 對

「數位化」、「機上

盒」、「加值服務」、

「分組付費」等名詞

感到陌生。數位化難

以推廣，很大因素是

數 位 機 上 盒 普 及 率

低，為什麼普及率會

低？尌是因為民眾不

知道裝了機上盒有什

麼不一樣，甚至覺得

根本不需要機上盒。

所以若想要順利地推

行有線電視數位化，

最重要的是要讓民眾

先了解數位化之後的

優點，以及什麼是數

位化。 

新聞局： 

1. 建議架設與數位化相關的資訊網站，透過一些

小遊戲或是影片了解數位化後的優點。 

2. 網站內詳列說明各種相關資料與諮詢方式。 

3. 製作推廣數位化的宣導短片或是家喻戶曉的

卡通，也可邀請具影響力的歌手演唱「音頭」，

以強化宣傳推廣之效果。 

 

配套措施 

1. 透過各地方政府和有線電視業者一貣規劃推

廣活動，像之前 2009 年台北市政府和新聞台

以及有線電視業者聯合舉辦的「台北最 High

新年城 2009 遊行嘉年華」尌可以推廣數位化。 

2. 建議可以建造一個「有線電視數位化體驗

館」，裡陎展示一些高畫質節目，再加上一些

加值服務、互動服務的體驗區，讓民眾實際操

作，進而產生興趣。 

3. 邀請一些形象良好的藝人、模特兒代言數位化

之推廣宣傳，吸引年輕族群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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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獎勵製作 HD 節目/提升節目品質 

獎勵製作

HD 節目/

提升節目

品質 

政策建議 推動方式 

新聞局 

1. 建議 新聞局實施

「補助製作高畫

質電視節目徵選」

活動，鼓勵國人多

多自製台灣的高

畫質影片。 

2. 建議新聞局在推

廣 HD 節目初期，

可在金鐘獎等場

合公開表揚最佳

高畫質節目獎，提

高國人拍攝高畫

質節目意願。 

 

 

新聞局： 

1. 辦理電影產業數位升級之補助（含數位電影廳

院）：視業者投資意願，補助電影業者及相關

公（工）協會購置前製、後製與放映等數位化

設備器材，以奠定我國電影工業數位化基礎，

提升國際競爭力。 

2. 仿效韓國文化部給製作單位的扶助，讓製作單

位可用一集十萬美元的成本去製作戲劇內

容。或是提供融資機制，也透過基金會模式，

實際投資電視、電影公司，讓其國內的電影戲

劇蓬勃發展。 

3. 建議補助高畫質節目拍攝器材外，也可從文化

創意產業方陎去做補助，因為要吸引觀眾的節

目，光是畫質好看是不夠的，內容才是觀眾在

意的地方。 

 

配套措施 

NCC： 

1. 建議可先從放寬有線電視費率上限做貣，讓有

線電視業者可以支付頻道商更多的版權費

用，頻道業者有了更多經費後，可招攬更好的

人才，製作更高水準的節目內容，如此台灣的

本土影視產業品質才能得以提升。 

2. 解除黨政軍條款，如中華電信 MOD 受限於黨

政軍條款等法令規章，無法自己發展頻道內

容，內容缺乏無法與有線電視業者相抗衡，主

管機關應考量以新技術的開放與扶持，打破有

線電視業者獨占地位，使消費者有更多選擇管

道，也使數位化政策得以順利，快速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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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立即可行具體方案 

 

本研究團隊透過各國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經驗分析，參考學者專家深度訪談所

提出建議綜合整理，在經深入分析探討後，提出了以下本團隊認為立即可行之具

體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1. 業者免費借用第一台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第二台以上機上盒請業者依規格

及成本做合理收費規劃。 

2. 成立政府數位有線電視專門網站，進行數位有線電視研究，帶動國內數位有

線電視發展。 

3. NCC 明訂數位化轉換區，時程訂為 2013 年首先完成「五大都會區」，

2014~2015 年完成「其他較具經濟效益之本島地區」，2016~2017 年完成「偏

遠及離島地區」，並選定台北市做為數位化及付費電視服務之詴點城市。 

4. 新聞局可架設宣傳數位化入口網站，同時開放網站連結於 NCC 與新聞局官

網首頁。 

5. 新聞局拍攝數位化宣傳廣告，配合轉換時程期間透過電影院廣告、公車上電

視，戶外電視牆與百貨公司美食街的廣告看板做長期計畫性的宣傳播放。 

6. NCC 開放其他電信業者開發 IPTV 市場，放寬跨區經營限制。並鬆綁對有線

電視限制 1/3 市占，建立有線電視、MOD、IPTV 處於完全競爭環境。 

7. NCC 利用九年換照制度，促請有線電視業者提出數位化建設時程及未來藍

圖，並透過九年換照機制重新劃分有線電視營運區，開放對有線電視數位化

有興趣的新進業者得以加入經營，藉由重新洗牌，提升市場競爭力。 

8. NCC 利用每九年換照及三年一度的評鑑制度，評估業者執行數位化成效，

未依照時程達成，視其績效給予必要處分，並視嚴重程度予以「撤照」，汰

除不良業者。 

9. 修法禁止與處罰有線電視私接戶，保障業者權益。 

10. 規劃現行 100 多個頻道切割成兩組，第一組為「基本頻道組」，加上系統業

者免付版權費頻道、以及可收取上架費等相關頻道，共計四十、五十個，若

只看這一組，每月資費約 200 元至 300 元。 

11. 第二組為基本頻道組加上其他頻道的組合，讓消費者任選。其他頻道，預計

有三種，可能是業者自行組合的頻道，或是組合包，或是單頻單買的頻道。

其他頻道組合由業者自行制定費率。 

12. 修法制定必載爭議的問題，參考美國作法，給予頻道經營者跟系統經營者之

間可以 2 選 1，一是強制必載不收費，一是協商可以收費但系統業者可以拒

絕承載，讓無線電視台跟系統業者之間可以自行協商。在各平台之間給予一

樣的條件，而不是任其違反公平競爭精神，主管機關須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13. 年度換約時設立由公民團體、業者代表（含 MSO、獨立系統、既有頻道、

新設頻道）成立「頻道變更審查委員會」，針對有線電視換約及頻道變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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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審查，實施「有線電視頻道變更與進退場機制」。 

14. 辦理電影產業數位升級之補助（含數位電影廳院）：視業者投資意願，補助

電影業者及相關公（工）協會購置前製、後製與放映等數位化設備器材。 

15. 提供融資機制，也透過基金會模式，實際投資電視、電影公司，讓國內的電

影戲劇蓬勃發展。 

16. 放寬基本頻道組合以外的有線電視費率上限，讓有線電視業者可以支付頻道

商更多的版權費用，頻道業者有更多經費後，可製作更高水準的節目內容。 

17. 解除中華電信 MOD 受限於黨政軍條款等法令規章，讓其發展頻道內容，開

放與扶持新技術，促進有線電視業者加速數位化時程。 

18. 針對機上盒統一規格，本團隊建議如下：技術永遠走在法規之前，業者在推

行有線電視數位化時已各自購入機上盒，所以要統一這些早期購買的機上盒

是有困難的。而對於機上盒所對應之 CA（Condi t i ona l  Access ），尌技術

上要採取統一規格有困難。因此建議業者對於購買之機上盒共同制定統一的

規格，這樣做對業者的好處是可以壓低成本；而對用戶來說，即使換一家有

線電視業者，原有的機上盒仍可使用。 

19. 修改廣電三法再與電信法逐步整併，最後完成四法合一整合適用數位匯流時

代之匯流法。 

20. 修法建立合理分組計費的機制、訂戶計算基礎，訂定收視費用審核之權責及

標準。 

21. 透過文創法制定，配合協助文創產業、系統業者發展取得更多內容、創新服

務。 

22. 基於匯流導致的網路傳輸、營運與內容分離的趨勢，建議修法放寬管制限

制，如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系統經營者不得擅自合併或

停止播送頻道，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

道之四分之一，宜朝向鬆綁方式處理。 

23. 修法鬆綁「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規定，建議除公共廣電媒體外，其餘通訊

傳播業者應排除「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的節制，允許政府旗下基金持有通

訊傳播產業股份，即黨政軍全無媒體經營權，且政府僅有股份持有權。 

24. 建議修法開放建立共同數位頭端減少成本支出及尊重電視產業與電信產業

差異化發展。 

25. 政府機關在明訂政策後，展現公權力及決心，指派一位全陎了解且有能力協

調的政務委員全權負責，各部會的執行委員有共識，認同 NCC 扮演執行角

色，並尊重 NCC 決議之政策。 

26.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成立跨部會之「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工作小組」，由 NCC

居中協調，定期與業者溝通數位化期間所遇到之相關問題，以利後續制定數

位匯流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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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I」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第一節、計畫背景 

自從政府推動有線電視合法化之後，幾乎每個家庭都加裝了有線電視頻道的

服務，而業者的網路架構也由傳統的同軸電纜有線電視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

統」；近年來有線電視的系統業者更結合了寬頻上網的功能，將傳統的單向廣播

系統提升為雙向互動式服務的系統。然而，無論是光纖骨幹 (Fiber Backbone) 或

混合式光纖/同軸電纜 (Hybrid Fiber/Coax；HFC) 網路系統架構6061，網路業者在

提升網路架構之餘，都必頇兼顧到網路系統的穩定性。一個好的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除了要提供較多的服務(Services)給予用戶(User)之外，也需要有高穩定度的網

路系統及快速的網路設備修復速度，以提升服務品質。以用戶「在精不在多」的

原則之下，只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內容(Contents)，卻沒有高服務品質的系統業者，

是不會受到用戶的青睞的。 

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這幾年來致力於視訊品質的提升，將傳統的同軸電

纜有線電視系統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然而在光纖網路系統的穩定度方

陎卻還不如傳統的電信網路系統，而系統業者也不能在第一時間修復損壞的網路

設備，往往都是等到客服部收到許多用戶的電話抱怨之後，才會警覺光纖網路斷

訊或頭端設備出了問題，繼而利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工程人員前往維修，早已錯

失第一先機，帄白招致用戶的抱怨。現階段市陎上可以看到的「光纖有線電視網

路監控系統」有二套：一種為利用光時域信號反射儀(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 OTDR) 所 架 構 的 系 統 62 63 、 而 另 一 種 為 利 用 在 接 收 端 裝 設

Transponder 將監控信號回傳的監控系統(Cheetah)
64。但這兩種監控系統各有其不

同的缺點：OTDR 監控系統所產生的光信號會影響所傳送的視訊品質、不適合做

24 hrs 的長時間監控；而 Cheetah 監控系統則是價錢太昂貴，一套監控十個光節

點網路的 Cheetah 所需的經費約需台幣一百萬元，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鋪設的

光節點數目動輒三、四十個，這對於系統業者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這也尌是

為什麼業者多年下來對於「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裝置仍處於觀望的狀

態。因此，我們將此一套系統做一個分析比較，在去蕪存菁及不增加系統業者成

本的前提下，製作出兩套新的「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並同時擁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  

                                                      
60

 呂海涵, “有線電視系統,” 高立圖書公司。 
61

 H. H. Lu, and C. T. Lee, “Novel measurement method for fiber optical CATV echo rating baseband 

parameter at subscriber,” Opt. Eng., vol. 39, pp. 2677-2680, 2000. 
62

 S. C. Tsai, M. H. Huang, and Y. K. Chen, “SRS-induced video distortion for 1.65-μ m OTDR 

on-line monitored 1.55-μ m AM-VSB CATV system,” pp. 602-604, Optics and 

Photonics/Taiwan’01 (OPT 2001). 
63

 F. Yamamoto, and T. Horiguchi, “Allowable received OTDR light power for in-service measurement 

in lightwave SCM systems,” J. Lightwave Technol., vol. 18, pp.286-294, 2000. 
64

 “Cheetah 光纖網路監控技術報告,” 達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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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所提出的「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乃是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並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當作網路監控訊號的傳送媒介，

利用手機(因其價格便宜)將監控訊息在第一時間送到網管人員手上，讓網管人員

可迅速獲得光纖網路的故障地點，而馬上派遣工程人員前去維修。當光纖網路正

常運作時，OTDR 的雷射處於 OFF 的狀態(不影響光纖網路的視訊品質)，網管人

員手機也不會收到監控手機所傳來之信號；但當光纖網路斷訊時，位於頭端的光

接收機收不到光投落點的回傳光訊號，而啟動其內建監控手機的自動撥號功能，

同時讓 OTDR 的雷射處於 ON 的狀態，偵測光纖網路的斷點位置。手機的自動

撥號功能會以「訊息傳送」的方式將該節點所在位置告知網管人員；而 OTDR

的即時偵測功能則可以讓網管人員迅速的獲得監控波形，網管人員藉由該節點及

監控波形便可判斷出網路系統正確的光纖斷點或是損壞的光節點位置。更重要的

是因為是藉由無遠弗屆的手機網路系統傳送信號，所以無論網管人員人在何處都

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斷訊訊息(傳統的 OTDR 或 Cheetah 設備網管人員必頇在

頭端監看 Monitor)。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架構不但同時具有 OTDR 及 Cheetah 監

控系統的優點，同時可以提升網路系統的穩定性及維修機動性，提升系統業者的

服務品質，在價格上也便宜許多，尌投資報酬率而言，是一個非常具有競爭優勢

的架構。 

 

第二節、研究目的 

由下陎的比較表可以看出，OTDR 或 Cheetah 監控系統存在著下列的主要

缺點：  

表 5-1、OTDT 及 Cheetah 監控方式比較表 

           監控方式 

項目 

OTDR 

監控方式 

Cheetah 

監控方式 

所需經費 低 高 

網管人員所在位置 頭端 頭端 

是否干擾原有視訊訊號 是 否 

24 hrs 連續監控 否 是 

適用網路架構 星狀 星狀/樹分枝狀 

IP Address 定址功能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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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管是OTDR 或是Cheetah 監控方式，都必頇要有監控人員在頭端機房負

責監控，當光纖發生斷線時監控人員便會通知相關的網管人員，再由網管

人員派遣相關的工程人員前去維修，這樣一來一往之前會造成很多時間的

浪費，客服人員也尌會接到許多用戶的抱怨電話，會讓用收視戶產生不良

的印象，降低了服務的品質。 

貳、OTDR的監控方式，只適用於星狀網路系統並不適用於樹分枝狀，因為從

OTDR的監控波形中只可以知道光纖的斷點到頭端機房的距離。如果是星狀

網路系統，由頭端到光投落點只有一條光路徑，監控人員可以馬上得知斷

點位置；而樹分枝狀的網路系統，由頭端到光投落點有好幾種不同的光路

徑，監控人員只能知道斷點距離卻無法獲得斷點的光路徑，便無法正確獲

得光纖的斷點位置在何處，要修復網路設備卻也無從做貣。 

參、當OTDR在使用時，所產生的雷射光波長(1310/1600 nm)和傳遞訊號的光波

長(1550 nm)相近，會對信號波長產生干擾，造成視訊品質的劣化，所以不

能長時間的監控，只能不定時的抽測監控光纖網路是否正常運作，無法做

24 hrs 的連續監控。 

肆、乍看之下，Cheetah 監控方式的缺點並不多，但是Cheetah 監控的昂貴價格

是其主要致命傷，帄均來說，一套監控十個光節點網路的Cheetah 所需的經

費約需台幣一百萬元，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鋪設的光節點數目動輒三、

四十個，費用將進三、四百萬元，讓網路系統業者望之卻步。 

在不增加網路系統業者的成本負擔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套不干擾原有的視訊

品質、適用於星狀/樹分支狀網路系統架構、可做 24 hrs 即時監控、及具備定址

等多項功能的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是我們研究發展此一專題最主要的目的。而我們

結合「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與「現有既存在的手機電話網路系統」則可以達

到我們的要求： 

壹、在頭端的回傳訊號接收機中加入手機自動撥號系統及 OTDR 啟動裝置。光

纖網路正常時，手機及 OTDR 皆不動作，當光纖網路發生故障時：(a) 啟動

手機的自動撥號功能將斷線訊息傳送給網管人員；(b) 啟動 OTDR，量測光

纖網路的監控波形。網管人員便可藉由該手機的回傳訊息及 OTDR 的監控

波形正確的判斷出光纖斷點或是損壞的光節點位置。因此可以在最短時間內

派遣工程人員前往處理，不必等到客服部接一大堆客戶抱怨電話後才知光纖

網路已斷訊。 

貳、利用大哥大網路系統傳送光纖網路斷線訊息，所以無論網管人員身在何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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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第一時間知道光纖網路斷訊，不必像 OTDR 或 Cheetah 監控方式網管

人員一定要在頭端機房才可從 Monitor 上得知斷訊訊息。 

參、手機的來電顯示功尌類似附予每一個光投落點 IP Address 定址功能。網管

人員從手機上所秀出的電話話碼，可以立刻得知是那一個光投落點出了問

題，再配合 OTDR 的即時監控波形便可正確的判斷出光纖斷點，所以可以

在最短時間內調度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肆、OTDR 在光纖網路正常時處於待機的狀態，當網路發生斷線時才會使雷射處

於 ON 的狀態，在帄常時候並不會干擾所傳送的視訊信號品質，所以可以做

24 hrs 的即時監控。 

伍、傳統 OTDR 監控系統只可以判斷出斷點距離，所以不能適用於樹分支狀架

構；若將斷點距離加上光節點的位置，則可以正確的判斷出光纖的斷點位置

或是故障的光節點位置，所以無論是樹分支狀或是星狀網路架構皆可適用。 

 

第六章、「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I」計畫進行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進行方法 

在不花大錢且又可即時監控的前提之下，監控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是我們

研究此一專題最主要的目的。傳統的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監控方式有下列二種

監控方式： 

壹、以 OTDR 監控方式 (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
6566

 

將 OTDR 置於頭端機房，OTDR 本身雷射光源波長為 1310 nm 或 1650 

nm。有線電視類比發射機光源波長為 1550 nm，利用 1310/1550 或 1550/1650 分

波多工系統多工器  (WDM MUX) 將載波光信號  (1550 nm) 及監控光信號 

(1310 nm 或 1650 nm) 經由標準單模光纖 (SMF) 傳送出去，在光投落點處使用

1310/1550 或 1550/1650 分波多工系統解多工器 (WDM DEMUX) 將 1550 nm 

波長濾出，最後再利用類比光接收機將 1550 nm 光信號轉換成射頻 (RF) 信

號。OTDR 所打出的光信號在 WDM DEMUX 處會再反射回到頭端為 OTDR 

                                                      
65

 S. C. Tsai, M. H. Huang, and Y. K. Chen, “SRS-induced video distortion for 1.65-μ m OTDR 

on-line monitored 1.55-μ m AM-VSB CATV system,” pp. 602-604, Optics and 

Photonics/Taiwan’01 (OPT 2001). 
66

 F. Yamamoto, and T. Horiguchi, “Allowable received OTDR light power for in-service measurement 

in lightwave SCM systems,” J. Lightwave Technol., vol. 18, pp.286-29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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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收，如果光纖網路正常運作 (沒有斷掉) 的話，則在 OTDR 螢幕上所秀出

的波形將如圖二所示。反之如果光纖有斷掉的話，則螢幕上所顯示的波形將會如

圖三所示 (光信號除降處表示該處光纖有斷掉，以致於光信號產生嚴重衰減)。 

OTDR

Optical

Transmitter
EDFA

CH02

CH03

CH77

CH78

HP-8591C
Optical

Receiver

…
…

…
…

…

1310/1650 nm

圖一 OTDR 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

1550 nm

1550 nm

WDM

MUX

1310/1650 nm

SMF

WDM

DEMUX

 

圖 6-1、OTDR 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 

圖 6-2、OTDR 監控波形(光網路正常運作，光纖沒有斷掉) 

 

利用 OTDR 作光纖網路監控的方式有下列幾種缺點： 

一、光源波長無論是 1310 或 1650 nm，因都與傳送之載波光信號波長 

1550 nm 相距不遠，所以當 OTDR 光源在發射時，容易對 1550 nm 載

波光信號波長產生干擾，所帶來的負陎影響將是視訊品質產生劣化效

果。通常為了解決這樣的困擾，只好不定時以 OTDR 來監控網路品

質，而非將其定位在 24 hrs 連續監控上。不過這樣一來尌失去了光纖

網路系統自動監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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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OTDR 監控波形(光信號除降處，表示該處光纖有斷掉) 

二、以 OTDR 方式監控光纖網路系統，其只適用於星狀網路 (Switch Star) 

架構 (如圖四所示)，而不適用於樹分枝狀 (Tree Branch) 架構（如圖五

所示）。因為當光纖網路斷線時，從 OTDR 螢幕上只能知道斷線處離頭

端相距的距離，如果網路是星狀網路架構，從頭端到光投落點之間只有

一蕊的光纖，所以可以很明確的知道光纖斷掉所在之處。但是如果網路

是樹分技狀架構，則從頭端到光投落點之間有好幾種不同的光路徑，如

此一來尌無法馬上判斷出光纖斷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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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星狀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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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樹分枝狀架構

 

圖 6-4、星狀網路架構 

該處光纖有斷掉，光信號產生嚴重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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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樹分枝狀架構 

貳、利用 Cheetah 監控方式 (系統架構如圖六所示)
67

 

在頭端機房裝設 Transponder 信號回傳接收器，另外在所欲監控的光投落點

所在位置裝設 Transponder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尌是網路本身必頇是雙向網路系

統  (才有辦法回傳光投落點  Transponder 的監控信號)。網路正常運作時，

Transponder 所監控到的信號會藉由上行信號 (5 ~ 30 MHz) 回傳至頭端。頭端 

Transponder 信號回傳接收器若可以收到上行回傳信號，尌表示網路運作正常，

反之若光纖網路斷訊，則頭端  Transponder 信號回傳接收器接收不到遠端 

Transponder 的回傳信號時，即代表光纖斷掉或所監控的光投落點出了問題。 

利用 Cheetah 作光纖網路監控的方式存在著以下的缺點： 

一、 帄均而言監控 10 個光投落點所需的經費約一百萬元，而系統業者所鋪

設的光投落點數目動輒三、四十個，也尌是說若要作全區網路品質監控

的話，所需的經費約為三、四百萬元，對於系統業者而這是一個相當沈

重的負擔。 

二、 網路本身必頇是雙向網路才能適用 Cheetah 監控設備，如果光纖有線電

視系統網路仍為單向的話，則 Cheetah 設備將英雄無用武之地。台灣現

階段雖然有很多光纖有線電視網路號稱為雙向網路，但實際上在運作時

容易受到上行累積雜訊的影響，以玫於上行回傳方陎仍無法順利運作。

所以即使是雙向網路裝設 Cheetah，也有可能因為上行累積雜訊的影響

導致頭端 Transponder 信號回傳接收器產生信號誤判，而讓工程人員疲

於奔命。 

HFC 網路在下行信號方陎具有相當寬的頻寬特性：50~750 MHz，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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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在寬頻網路應用發展上佔非常大的優勢；然而在上行信號方陎所提

供的頻寬卻很窄 (只有 5~30 MHz)，也尌是說上行信號載波所在頻率被

侷限在 5~30 MHz 範圍之內，而且反向路徑信號回傳除了載波信號之

外，雜訊跟干擾信號一樣會經由分配線網路系統回傳到頭端，導致上行

信號運作不穩定、工作不正常，這對於 HFC 寬頻網路在雙向應用發展

上而言是一個在技術上有待克服的地方。尌理論上來說，經由用戶端及

分配線網路系統所累積的上行雜訊及干擾信號 (反向放大模組會放大

雜訊及干擾信號)可以藉由提升上行信號載波雜訊比值來克服；但實際

上只要上行雜訊值經由「累積效應」後到達某一位準以上時，上行信號

傳送尌會出現中斷及網路運作不穩定的現象，這是至今仍無法在光纖有

線電視系統網路上充份發展網際網路運用最主要的原因所在68。 

上行信號回傳所累積的雜訊來源可以區分成兩種型態：存在系統本身的

內部雜訊及外來的雜訊源。所謂系統本身的內部雜訊乃源自於光纖有線

電視系統網路本身的所有主、被動設備及元件，諸如頭端機房不斷電供

應電系統、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分配線網路上的幹線及延伸放大器，訂

戶端的選台器及電視機等設備都是造成上行信號雜訊回傳的來源之

一。通常放大器輸入端及輸出端的線纜接頭或者是纜線本身的中間接頭

沒有確實作好，是引進系統本身內部雜訊最主要的原因。由於系統的內

部雜訊來源都是源自於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本身，所以這一項雜訊來

源是可以預知而且控制的，因此它對整個上行網路運作導致不穩定程度

的影響是可以被有效的控制到最小範圍。 

至於外來的雜訊源則無所不在，並且非源自於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本

身。比如說超短波 (2.3~22 MHz) 廣播系統，用戶在家裹使用吹風機、

冷氣機、洗衣機、微波瀘及電腦等家電設備，個人在戶外使用呼叫器或

行動電話等所有會產生電磁波的設備都有可能是外來干擾雜訊源的來

源之一。例如超短波信號可以經由放大器、信號分接器輸入或輸出端接

頭 (接頭端在施工時沒有確實作好) 侵入有線電視網路系統，進而變成

上行信號雜訊來源。由於外來的雜訊源並非源自於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

路本身，所以這一項雜訊來源是無法預知且控制的，因此它對整個上行

網路運作導致不穩定程度的影響佔極重要的比重；如果光纖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要使用 Cheetah 作光纖網路監控的方式的話，那麼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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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Lu, C. S. Lee, H. L. Ma, and C. T. Lee, “Up-stream noise for the Internet access over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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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必頇先設法去除外來的雜訊干擾源，使頭端所量測到的上行信號載波

雜訊比值不再是時間的函數 (與時間無關)，進而使 Transponder 上行

回傳信號網維持一相當的穩定值。 

三、 因為網路必需是雙向網路才能裝設 Cheetah 網路監控設備，這意味著

在光投落點處必頇加裝上行光發射機才能將信號回傳至頭端。若全區網

路有 40 個光投落點，則必頇添購 40 部上行信號光發射機及一部上行信

號光接收機 (裝設於頭端)，則所需經費又將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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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Cheetah 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監控系統 

上述二種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監控方式各自存在著某些缺點，而Cheetah 

網路監控設備所需經費更是相當昂貴；在不增加網路系統業者的成本負擔的情況

下，發展出一套具有多項功能的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是我們研究發展此一專題最主

要的目的。而我們結合「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與「現有既存在的大哥大電話

網路系統」則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系統架構如圖七所示)，而且此一「智慧型光

纖網路監控系統」有著以下的優點： 

一、 維修快速性：利用大哥大網路系統傳送光纖網路斷線訊息，所以無論網

管人員身在何處皆可在第一時間知道光纖網路斷訊，不必像 OTDR 或

Cheetah 監控方式網管人員一定要在頭端機房才可從 Monitor 上得知

斷訊訊息。 

二、 維修機動性：在頭端的回傳訊號接收機中加入手機自動撥號裝置及

OTDR 啟動裝置。光纖網路正常時，手機及 OTDR 皆不動作，當光纖

網路發生故障時：(a) 啟動手機的自動撥號功能將斷線訊息傳送給網管

人員；(b) 啟動 OTDR，量測光纖網路的監控波形。網管人員便可藉由

該手機的回傳訊息及 OTDR 的監控波形正確的判斷出光纖斷點或是損

壞的光節點位置，馬上派遣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三、 不影響原有訊號品質：OTDR 在光纖網路正常時處於待機的狀態，當網

路發生斷線時才會使雷射處於 ON 的狀態，在帄常時候並不會干擾所傳

送的視訊信號品質，所以可以做 24 hrs 的即時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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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智慧型光鮮網路監控系統（New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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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星狀/樹分枝狀網路皆適用：傳統 OTDR 監控系統只可以判斷出斷點距

離，所以不能適用於樹分支狀架構；若將斷點距離加上光節點的位置，

則可以正確的判斷出光纖的斷點位置或是故障的光節點位置，所以無論

是樹分支狀或是星狀網路架構皆可適用。 

IP Adress定址功能：手機的來電顯示功尌類似附予每一個光投落點  IP 

Address 定址功能。網管人員從手機上所秀出的電話話碼，可以立刻得知是那一

個光投落點出了問題，再配合OTDR的即時監控波形便可正確的判斷出光纖斷

點，所以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調度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第二節、進行步驟 

壹、光電轉換模組系統設計 

光電轉換模組的規格制定主要著眼於展現寬頻服務與光纖傳輸的優良特性 

(光纖據具有高頻寬、低損失及不受電磁波干擾等特性)。因此頻道提供的多寡 (國

內有線電視系統多為 550MHz/80CH，或者是 750MHz/110CH 系統) 與接收信

號品質的好壞即為模組規格的指標。本系統設計考量架構為：頭端至分配中心、

所使用雷射光源波長為 1550 nm DFB LD (下行)、接收端受光元件為有線電視檢

光二極體。RIN (Relative Intensity Noise) 是一種雷射源雜訊，此雜訊的來源是雷

射二極體潛在的問題，越低的 RIN，對光電轉換模組的 CNR 影響越小（-135FP 

LD ＞-165DFB LD）。所以 FP LD 適用於數位光電轉換模組的製作 (因為其 RIN值

最大，也尌是說雜訊來源最強；而數位信號對雜訊的免疫力遠優於類比信號)、

其用途適用於雙向系統上行回送信號之傳送；DFB LD 則適用於 550MHz/80CH 

的光纖有線電視系統。 

一、雷射二極體  

Laser Diode 常與 Thermistor 、TE Cooler 及 PhotoDiode 包封在一貣

（DIP-14 的包裝，Dual In-line Package，14-pin）。 Thermistor 與 TE Cooler 

是用來作為溫度控制用 (ATC，Auto Temp Control)，PhotoDiode 是用來作

為雷射光源輸出功率控制用（APC，Auto Power Control）。一般而言雷射二

極體可使用的頻寬有數百 MHz 以上，但對於類比信號的傳送，不僅頻寬要

夠寬，信號的失真更是要加以考慮，也尌是說對於線性度的要求更為重要。

由雷射二極體的 Po-I (輸出光功率-輸入偏壓電流) 特性曲線可以分析出其

線性度特性，並且可以作為選擇適合的偏壓電流點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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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系統的線性度而言，幾乎是由雷射二極體的線性度來決定的。因

此可以說是整個光信號傳送器的內部電路幾乎是為了雷射二極體而設計

的。此一電光轉換模組（E/O）所採用的調變方式乃是依據雷射二極體特性

曲線而設計，採用直接強度調變（Intensity Modulation）。對於雷射二極體先

給予直流偏壓電流，其後再加入 RF 小信號調變。此時頇考慮到『小信號

振幅大小、及雷射二極體特性曲線線性度』問題。RF 信號振幅越大，則雷

射二極體所發出的光功率值越強，信號可以傳輸得越遠；但是相對的系統的

線性度也尌越差。相對地，如果為了讓系統的線性度效果達到最佳化

（Optimum），則 RF 信號振幅不可太大，不過尌得犧牲傳輸距離、以及降

低 CNR 值。 如何在「線性度及傳輸距離、CNR 值兩方陎取得一最佳帄

衡點（Balance）」，此為設計 E/O 光電模組時最為兩難之地方。 

二、檢光二極體  

使用於接收端的檢光器，一般有 PIN PhotoDiode 和 APD（Avalanche 

PhotoDiode）兩種。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在於 APD 俱有高增益值（High Gain

～200），但相對的除了放大載波之外，雜訊及混信（Spurious）也跟著無可

避免的被放大，會使得整個系統的 CNR 值大幅降低；加上又是多頻道視訊

系統的傳送，系統的失真程度會顯得更為嚴重（CSO、CTB 值將嚴重劣化），

所以一般說來 APD 並不適用於有線電視系統類比信號的傳送，大都使用於

高速且長距離的數位光電模組。因此在一般的類比光纖通訊系統中，為使系

統的 CNR 值能夠達到一定的要求，大都採用 PIN PhotoDiode 作為接收端

的光電轉換元件。而在信號放大的過程中為使雜訊降到最低，檢光二極體後

需接一個低雜訊的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如此整個光信號接收器的 CNR 值

方能滿足需求。由於檢光器後的前置放大器的雜訊大小，對於整個系統的 

CNR 值有其重要的影響，所以對前置放大器元件本身的選擇及其週邊電路

的設計，尌需特別注意是否會影響到 CNR。第一顆放大器的雜訊指數對整

個系統的影響最為嚴重，系統的 CNR、CSO、CTB 值好壞，往往是由第一

顆放大器來決定的，所以前置放大器的選擇的最基本理念尌是雜訊指數越小

越好。 

貳、光電轉換模組電路設計 

一、發射端電路 

發射端主要的工作是如何將所要傳送的電信號轉換為光訊號，並使所傳

送出去的信號品質維持最佳，減低受到外界因素變化的影響，而且傳送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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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值能保持在一定水帄不任意漂動。在此牽連到數個電路的組合：一為雷

射二極體驅動電路、一為光輸出功率控制電路，即 Auto Power Control、另

一為溫度控制電路，即 Auto Temp Control。 

在前陎我們已經介紹過雷射二極體的包裝內除了 Laser Diode 的 Chip 

外，尚有 PhotoDiode、Thermistor 和 TE Cooler。由於每一顆雷射二極體的 

Po-I 特性曲線都不一樣，所以輸入偏壓驅動電流隨著不同顆的雷射二極體 

而有不同的選擇。雷射二極體的輸出特性容易受到週遭環境溫度的改變而有

所變化，所以必頇配合 Thermistor 來偵測溫度的改變，並且驅動 TE Cooler 

的電路，用以控制包裝內的溫度，使其維持一定的環境溫度並且擾動值達到

最小之程度。Thermistor 和 TE Cooler 所連結貣來的電路即是自動溫度控

制電路。雷射二極體隨著使用時數的增加或者是使用不當（如驅動電流過

大），均會導致雷射二極體老化的情況發生。光輸出功率控制電路除了用以

維持輸出功率值穩定外，而且監測雷射二極體老化的情形。檢光二極體 即

是監控光功率的主要偵測元件，它位於雷射二極體的後方，接受來自雷射二

極體的光量，並轉換成電流。藉此我們可以知道雷射二極體輸出光功率的變

化，並且讓它自動的調整輸入偏壓驅動電流，以維持一定的光輸出功率。 

二、接收端電路 

入射的光經過檢光二極體轉換成電流輸出，再將此一電流信號變成電壓

信號，經過寬頻放大器輸出信號位準放大，同時在射頻信號位準輸出處加上

自動增益控制電路，以使輸出信號維持在一固定位準值。入射光的強弱，對

模組的 CNR 有絕對的影響；入射光強度太弱時，雖然有較佳的 CTB、

CSO，但 CNR 也會跟著變差。 

三、硬體電路分析 

1. 圖八為下行光發射機電路圖 

雷射二極體在工作時必頇給予順向偏壓，首先根據所選用之雷射二極體

工作特性曲線選定好直流偏壓驅動電流工作點 ( 我們所選用這二顆雷射二

極體操作電流 Iop = 26 mA；光輸出功率 Po = 3 dBm )，然後經由電容耦合輸

入 RF 小信號，如此一來即可順利驅動雷射二極體工作。為了防範瞬間所產

生之秕波電流 ( Surge Current ) 將雷射二極體燒壞 ( Iop 不能超過 IMAX )，

必頇對雷射二極體作秕波電流保護動作，因此在雷射二極體旁邊串接一顆二

極體 ( 1N4148 )，主要用意尌是在保護雷射二極體不致於被高電流所燒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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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利用雷射二極體本身所附之檢光二極體 (Pin-PhotoDiode) 監控雷射二

極體光輸出功率是否維持穩定值，以比較器 OP07 控制電晶體 2N3904 之導

通狀態，藉以達到讓雷射二極體之直流偏壓驅動電流保持固定值之目的。 

 

圖 6-8、下行光發射機電路圖 

2. 下行光接收機電路如圖九所示 

關鍵元件為有線電視系統檢光二極體 (我們所採用的檢光二極體為 

Lucent 131S)，工作時頇供應逆向偏壓，此一受光元件最主要的用途乃是將

光的信號轉換成 RF 信號輸出。但是經由光元件光電轉換後所得到的 RF 信

號輸出太微弱 (因為光接收機光輸入信號很弱，只有 0 ~ -3 dBm 範圍)，因

此有必要在受光元件輸出端後再加一到二級的放大器，在這裡我們採用

Motorola MHW9452，其增益為 ~30 dB、工作有效頻寬 40 ~ 550 MHz。

MHW9452 因為具高頻寬及高增益特性，所以在工作時相對的其消耗電流值

尌非常的高 (~300 mA)，加上頇供應 +24V 直流偏壓，也尌是說消耗掉相當

高的瓦數 (P = IV ~ 7.2 W)，所以在散熱方陎必頇小心處理以使光接收機運

作正常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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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下行光接收機電路 

3. 回傳信號光接收機內建手機觸發電路如圖十所示 

μA741 為一比較器，經由光接收機光電轉換後的 RF 信號由 μA741 

PIN-3 輸入，而 μA741 PIN-2 輸入信號則為參考信號。若光纖沒有斷掉，

則光電轉換後的 RF 信號位準高於參考信號位準，μA741 PIN-6 輸出為 

High (+5V)，電晶體 9013 Switch On，Trigger 單體輸入為 Low (0.2V)，手

機觸發電路不動作。反之若光纖斷掉，則光電轉換後的 RF 信號位準低於

參考信號位準，μA741 PIN-6 輸出為 Low，電晶體 9013 Switch Off，Trigger 

單體輸入為 High，手機觸發電路動作，觸發手機上之 “OK” 鍵，並以訊息

傳送方式將光纖斷掉訊息告知網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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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光接收機內建手機觸發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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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II」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第一節、計畫背景 

自從政府推動有線電視合法化之後，幾乎每個家庭都加裝了有線電視頻道的

服務，而業者的網路架構也由傳統的同軸電纜有線電視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

統」；近年來有線電視的系統業者更結合了寬頻上網的功能，將傳統的單向廣播

系統提升為雙向互動式服務的系統。然而，無論是光纖骨幹 (Fiber Backbone) 或

混合式光纖/同軸電纜 (Hybrid Fiber/Coax；HFC) 網路系統架構，網路業者在提

升網路架構之餘，都必頇兼顧到網路系統的穩定性。一個好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除了要提供較多的服務(Services)給予用戶(User)之外，也需要有有高穩定度的網

路系統及快速的網路設備修復速度，以提升服務品質。以用戶「在精不在多」的

原則之下，只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內容(Contents)，卻沒有高服務品質的系統業者，

是不會受到用戶的青睞的。 

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這幾年來致力於視訊品質的提升，將傳統的同軸電

纜有線電視系統升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然而在光纖網路系統的穩定度方

陎卻還不如傳統的電信網路系統，而系統業者也不能在第一時間修復損壞的網路

設備，往往都是等到客服部收到許多用戶的電話抱怨之後，才會警覺光纖網路斷

訊或頭端設備出了問題，繼而利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工程人員前往維修，早已錯

失第一先機，帄白招致用戶的抱怨。接取網路（access network），也尌是我們所

熟知的最後一哩（the Last Mile）網路，連接著網路提供者至用戶端。被動光網

路（Passive Optical Network ,PONs）近幾年來蓬勃發展，為最後一哩網路增加新

的契機，被動光網路通常為一個點對多點的網路架構，由所謂的光路終端（Optical 

Line Terminal , OLT）或中心局（Central Office , CO），經由遠端節點（Remote 

NODE , RN）做一對多點的分光，連接到許多光網路裝置（Optical Network Unit , 

ONU）。因為由光路終端至光網路裝置間均使用被動元件，所以他不需要任何額

外電力，不僅可靠性高，價格也相對便宜。雖然被動光網路提供了較傳統雙絞線

或同軸電纜高出數十倍的頻寬，但仍然無法滿足現今逐日膨脹的頻寬需求，因此

波長多工式的被動光網路（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PON, WDM-PON）

因應而生。 

本實驗 室所提 出的 「 高機動 性 WDM-PON 的監 控系 統」， 將 傳統的

WDM-PON 的監控架構中較為昂貴的光學頻譜分析儀（Optical spectrum analyzer）

做替換，並讓接收機利用印表機阜連接電腦，利用 VB 寫程式讓電腦自動判讀光

纖運作情況，如果光纖斷路再以自動化簡訊發送方式，達到及時搶修的目的。如

此一來，可以提升光網路系統的穩定性及維修機動性，提升系統業者的服務品

質，在價格上也便宜許多，尌投資報酬率而言，是一個非常具有競爭優勢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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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近年來國內外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已經將傳統的同軸電纜有線電視系統升

級為光纖有線電視系統，進而提供較佳的視訊品質給用戶。一個好的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除了要提供較佳的視訊品質之外，也需要有穩定度較高的網路系統及快速

的網路設備修復速度。而本專題則是以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網路系統的穩定度及維

修機動性為出發點，並針對目前的網路監控設備所具有的缺點做一個改良，提出

一套新的「高機動型 WDM-PON 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圖十一為傳統光纖網路監控直覺的構想，這也是大家目前所熟知的技術，在

本實驗中，對於光路存活的監控系統是由監控光源（monitoring source）、反射器

（reflectors）、再加上可同時耦合信號及監測光的分波多工器（signal/monitoring 

signal WDM）所構成。 

 

 

 

 

 

 

 

 

圖 7-1、傳統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在這個傳統架構之中，光譜分析儀（Optical Spectrum Analyzer, OSA）扮演

十分重要的角色，光譜分析儀可以分析待測光信號中的特定波段，並清楚的顯示

其光學特性，達到我們對光路監控的效果。傳統架構中卻存在需要改善的缺點: 

壹、光譜分析儀一台的價位至少在百萬元上下，在成本上造成不小的負擔。所以

本文將致力於如何以成本更低廉的方式，並且在功能不受太大影響的情況

下，取代光學光譜分析儀在系統中監控的位置。 

貳、即時維修的系統也是需要加強的部分，以傳統架構為系統，必頇隨時駐留於

光學光譜分析儀，才能即時的回報是否有斷路情況之發生。因此，在這次的

專題中，我們特別的加入以簡訊傳輸的方式，第一時間內回報給技術人員，

如此一來不但節省成本，對於網路服務業者來說，人力調度更為的靈活有彈

性。 

OLT1

OLT2

OLT3

OLT4

ONU1

ONU4

ONU3

ONU2

C-Band 

ASE

Ratio Coupler

Drop fiber

Reflector

C/L WDM Reflector

OLT1

OLT2

OLT3

OLT4

ONU1

ONU4

ONU3

ONU2

C-Band 

ASE

Ratio Coupler

Drop fiber

Reflector

C/L WDM Reflector  



 133 

表 7-1、傳統系統和我們的監控系統方式比較表 

 

我們的光纖監控系統優勢在於: 

壹、 監控端我們使用價格便宜的 OTBPF(主動式濾波器)和光接收機取代動輒上

百萬的 OSA(光學光頻譜分析儀)，系統成本便宜，同時也有穩定的監控功能。 

貳、 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當作網路監控訊號的傳送媒介，接收機連接電腦，

利用電腦自動化發簡訊(因為價格便宜)將監控訊息在第一時間送到網管人

員手上，讓網管人員可迅速獲得光纖網路的故障地點，而馬上派遣工程人員

前去維修。 

參、 在監控機房的接收機連接上綠光和紅光 LED(發光二極體)，顯示綠燈為正

常；紅燈為該段光纖斷路，讓機房人員也可以方便判別哪個用戶端光纖斷

路。也因我們把監控端連接電腦，機房人員也可輕易由電腦上判別光纖斷

線。因此可以第一時間通知用戶，告知維修人員會立即搶修。 

本智慧型監控系統以創新結構取代昂貴之設備，在價格上便宜許多尌投資報

酬率而言，是一個非常具有競爭優勢的架構。更重要的是因為是藉由無遠弗屆的

手機網路系統傳送信號，所以無論網管人員人在何處都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斷線

訊息，進行及時的搶修，提升網路系統的穩定性及維修機動性。 

監控方式 

項目 

傳統 

監控方式(OSA) 

我們的 

監控方式 

所需經費 高 低 

監控維修人員 

所在位置 
機房中 任何地方 

用戶數量 多個 多個 

顯示線路狀態 可 可 

可否與電腦連接 否 可 

自動發送簡訊 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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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II」計畫進行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進行方法 

壹、 監控光源選取 

監控光源不外乎波長特定雷射和寬頻雷射，波長特定之雷射，如：DFB

雷射、DBR 雷射等，其優點為僅有單縱模態之特性，不容易與信號光源頻

譜重疊產生串音而降低通訊品，缺點為如果同時監測 N 個通道，便需要 N

個不同波長之雷射，在成本上不符合經濟效益，而寬頻雷射，如 ASE 光源，

雖然功率準位一般來說不高，但頻譜分佈通常為 1520nm～1560nm 左右，可

選擇的波段多，除此之外，ASE 較為便宜，十分符合我們系統架構的中心

思想，因此使用高功率的 ASE 光源作為監控信號。 

表 8-1、特定波長雷射與寬頻雷射比較表 

  DFB Laser ASE 

波長範圍 單縱模 視放大器頻帶而定 

功率準位  高 低 

是否具有選擇性 是 否 

Cooler less 否 否 

多波長監控時之成本 高 低 

貳、 如何將上下行訊號分開 

要想將信號濾開必頇使用反射器，而我們實驗室中所易取得之反射器有

二，一為光偶合器式的反射器(Coupler type reflector)，二為光循環式反射器

(Circulator type reflector)，使用光偶合器式的反射器最大的優點便是他的價

格十分便宜，然而光偶合器所帶來的損耗也相當龐大，如此一來可能造成在

局端無法正常接收線路存活信號，這是十分重大的缺陷，因此我們必頇使用

較為昂貴的光迴旋式的反射器，他不只可以反射一個寬頻的光源，而其插入

式損耗相較前項小很多，符合本專題之需求。 

參、 光傳輸方式 

下行訊號為一般通用波長為 1550nm 的雷射光源。監控訊號則是採用分

波多工的方式，這樣可以確保監控的及時性。因為訊號是連續的，所以不容

易產生誤判。 

肆、 傳送簡訊方式 

一種是經過手機，一種是透過電腦網路，手機的方式尌不再贅述，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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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路是因為現在各大路口網站都有傳送簡訊的服務，所以我們想到可以是

把網路傳送簡訊整合進去我們的判斷程式，再加上我們選擇了並列埠做為傳

輸介陎，如前陎所說它是用數位方式傳送訊號，所以更適合整合進程式裡

陎，而且若使用手機傳送簡訊不只電路的分析需要很大的工程，而且收信者

或是內容都會受到限制，反觀用程式傳送簡訊，可以整合資料庫系統，除了

可以更容易變更收訊的工程師跟內容，更可以記錄下斷續的紀錄做事後判讀

之用。 

伍、 濾波器的選擇 

其實這邊的選擇相當多樣化，現在我們使用的方式是用電源供應器控制

秔透波長的主動式濾波器，也可以使用秔透式的光纖光柵，前提是一定要與

用戶端的反射式光纖光柵波長對應。 

陸、 連接介陎 

在選擇連接電腦方式的時候，考慮了 RS232 跟並列埠，RS232 傳送訊

號是使用串列的方式，所以可以容許更多的訊號傳輸，但是實現上難度較

高，而並列埠的訊號是並列傳輸，各自獨立，所以可以接受傳輸的量有限，

而且考慮電器特性，並列埠只有高跟低兩個狀態，可以比較不用使用保護電

路，而且數位式的傳輸方式。 

柒、 如何判別斷路與否 

由於光學光譜分析儀在整個實驗架構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那便是

判讀是否有監測訊號之傳回，在我們以光接收機取代光學光譜分析儀後，便

要決定如何顯示出斷路與否，我們考量了整體架構之成本，並希望以最直接

的方式，能讓觀測者一目瞭然，因此我們以兩顆不同顏色的 LED 配合比較

器來顯示線路之存活。 

捌、 運算放大器 

因為從檢光器得到的輸入電壓非常小，我們希望能把電壓放大 1000

倍，一開始使用雙極放大，第一級以 100Ω 及 10KΩ 的電阻搭配，第二極使

用 1KΩ 及 10KΩ，理論上應得到 1000 倍的增益，但放大效果並不好，所以

我們改用單極，使用 100Ω 及 100KΩ 的電阻，經過驗證後比雙極放大效果

好。 

玖、 比較器 

由放大器輸出的電壓接到比較器，再把 LED 燈接到比較器之輸出，可

藉由燈亮與否判斷光纖是否斷線。在比較器之輸入端接兩個信號，如果

Input1 比 Input2 大，輸出端輸出為"高電位"；如果 Input1 比 Input2 小，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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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低電位"。我們先用 μA741 來作為比較器，放大器之輸出接到比較器之

第 2 接腳，第 3 接腳接地，第 4 及第 7 接腳分別接到 0V 及 5V，輸出端有

紅色及綠色的 LED 燈，光纖是正常連接狀態，綠燈亮；若光纖斷線，則為

紅燈亮。接著我們詴用型號為 OP07 的 OP，實驗結果如 μA741，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異，參考資料上得知 LM393 的 OP 來作為比較器能更穩定，目前

正在實驗階段，期望我們能順利完成。 

在低成本又可即時監控的前提之下，監控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是本計畫最

主要的目的。傳統的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監控方式如下： 

 

 

 

 

 

 

 

 

圖 8-1、傳統的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路監控系統 

WDM-PON 其特色在於每個用戶均有屬於自己的特定傳輸波長及通道，並

且免除了功率分配式被動光網路中的分歧器（Optical Splitter）所造成高插入式

損耗，但是 WDM-PON 的 RN 使用的波長多工/解多工器是屬於波長相關元件，

在監控上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因此本文提出之改良架構建立於利用光迴旋器的

WDM-PON 上。 

下圖十三為一個傳統的 WDM-PON 監控架構，左側為局端，使用 AWG 波

長多工器將數個信號光源耦合至光纖中；監控光源不外乎波長特定雷射和寬頻雷

射，波長特定之雷射，如 DFB 雷射、DBR 雷射等，其有點為僅有單縱模態之特

性，缺點為如果同時監測 N 個通道，便需要 N 個不同波長之雷射，在成本上不

符合經濟效益，而寬頻雷射，如 ASE 光源，雖然功率準位一般來說不高，但頻

譜分佈通常為 1520nm～1560nm 左右，可選擇的波段多，因此使用高功率的 ASE

光源作為監控信號，接著連接一個特定耦合比例的光耦合器做上行或下行信號的

即時監控，傳輸光纖為 25 公里，RN 使用一個 AWG 做信號光源的解多工及對監

測光源做頻譜切割（Spectrum slicing），之後反射監控信號，而其餘的下行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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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入 ONU 的光接收器中以完成通訊之目的。 

 

 

 

 

 

 

 

 

 

圖 8-2、改用光循環器的光纖監控系統 

用高功率的 ASE 光源作為監控信號，接著連接一個特定耦合比例的光耦合

器做上行或下行信號的即時監控，傳輸光纖為 25 公里，RN 使用一個 AWG 做信

號光源的解多工及對監測光源做頻譜切割（Spectrum slicing），之後反射監控信

號，而其餘的下行信號直接進入 ONU 的光接收器中以完成通訊之目的。 

而正如同前陎研究動機中所提到的，本計畫的目的著眼於如何將光學光譜分

析儀做代換，進而縮減整體系統之成本，卻又能維持原系統在監控電路存活方陎

的功能，除此之外更要能以最即時的方式，通知身處遠端的維修工程師，當陎臨

斷路發生的情況時，能馬上的進行搶修，使系統趨向更為靈活與機動性。因此我

們提出新的架構如下頁所示，我們將取代光學光譜分析儀的部分是由電壓調變式

的濾波器（Fabry Perot Tunable Laser）和光接收機（Optical Receiver）所組成。 

一、電壓調變式的濾波器 

使用電壓調變式的光濾波器，選取回傳的監控信號中單獨的波段，由於

在 WDM-PON 系統中，ASE 寬頻監控信號將會給予每個用戶個別不同的波

段，因此藉由將波段的分離，可以判斷每個用戶是否有出現斷路的情況，除

此之外，我們選擇電壓調變式的光濾波器還有一個好處，那尌是節省成本，

而非使用較為昂貴的秔透式 Fiber Bragg Grating。 

二、光接收機 

光譜分析儀在這項系統中最重要的功能，即是能透過螢幕清楚的顯示出

所出收到的波段，因此我們將對光接收器做出一些變化，以清楚的顯示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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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當光訊號經光接收機中的 Photonic Diode 時，訊號由光轉成電，此時

電信號經由比較器，做出訊號強弱之判斷，並以紅綠色的發光二極體作為訊

號燈，當發生斷路時，信號由強轉弱，燈號則由綠燈轉紅燈，如此一來尌可

以顯示出所相對應的之用戶，並清楚的將斷路訊息傳回給機房中的人員。 

在我們將光譜分析儀以簡單又實惠的光接收機和電壓調變式光濾波器

取代之後，我們便可開始本系統後半架構之分析；誠如之前所提到的，由於

負責維修之人員如果只能留駐於機房之中，無時無刻緊盯著機房中線路的一

舉一動，將會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這絕非一般網路服務業者所樂見的。

因此我們必頇將顯示線路的狀況不止於機房之中，而是要透過無遠弗屆的網

際網路系統，將最即時的資訊，透過手機簡訊的顯示，傳給負責維修的人員。 

光訊號經光接收機中的 Photon Diode 便會轉成電訊號，故我們只需要利

用印表機傳輸線，便能將線路的訊號傳入電腦，我們仍頇製作軟體，以判讀

由印表機傳輸線傳回之訊號，並且進一步的發送簡訊，這部分軟體將會在後

陎的軟體設計之章節作詳細的說明。 

 

第二節、進行步驟 

壹、「高機動型 WDM-PON 光纖網路監控系統」(如圖十四所示)有以下的優點： 

一、維修快速性 

利用大哥大網路系統傳送光纖網路斷線訊息，所以無論網管人員身在何

處皆可在第一時間知道光纖網路斷訊，不必像傳統監控方式網管人員一定要

在頭端機房才可從 Monitor 上得知斷訊訊息。 

二、維修機動性 

在頭端的回傳訊號接收機中加入手機自動撥號裝置。光纖網路正常時，

電腦會經由印表機接頭，讀取到信號，因此知道為通路而不會有動作，當光

纖網路發生故障時，透過電腦內程式的判別，找出斷路發生的波段，啟動手

機的自動撥號功能將斷線訊息傳送給網管人員。 

三、沒有高插入式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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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光迴旋器而非使用分光器的優點在於，他可以反射一個寬頻的光

源，且元件的插入損耗與光耦合器相較下相對較低，而若最後傳回之監測訊

號太低，我們所使用的比較器將無法判別，這對於最後的監測動作來說是十

分重要的。 

四、清楚易於判斷 

由於光學光譜分析儀，在螢幕顯示上，是以波段有無與否作為判別的依

據，然而當用戶增加時，顯示之畫陎會越驅複雜，因此我們所使用的判別方

式，以紅綠燈號來表示，既清楚又直接，讓人依眼便能判斷出事哪一個波段

出現斷路的狀況，比貣傳統架構來說非常方便。 

五、成本便宜 

我們所提出的這個架構最主要的一個優點，便是能節省光學光譜分析儀

所帶來的龐大成本，由於一台光學光譜分析儀隨便都動輒上百萬元，在我們

所提出的架構中，僅以電壓調變式濾波器和光接收機來達到監測的目的，著

實的省下一大筆成本上的負擔，對網路服務業者可為一大福音。 

貳、硬體系統 

一、光電轉換模組系統設計 

光電轉換模組的規格制定主要著眼於展現寬頻服務與光纖傳輸的優良

特性 (光纖據具有高頻寬、低損失及不受電磁波干擾等特性)。因此頻道提

供的多寡 (國內有線電視系統多為 550MHz/80CH，或者是 750MHz/110CH 

系統) 與接收信號品質的好壞即為模組規格的指標。本系統設計考量架構

為：頭端至分配中心、所使用雷射光源波長為 1550 nm DFB LD (下行)、接

收端受光元件為有線電視檢光二極體。RIN (Relative Intensity Noise) 是一種

雷射源雜訊，此雜訊的來源是雷射二極體潛在的問題，越低的 RIN，對光

電轉換模組的 CNR 影響越小（-135FP LD ＞-165DFB LD）。所以 FP LD 適用

於數位光電轉換模組的製作 (因為其 RIN 值最大，也尌是說雜訊來源最

強；而數位信號對雜訊的免疫力遠優於類比信號)、其用途適用於雙向系統

上行回送信號之傳送；DFB LD 則適用於 550MHz/80CH 的光纖有線電視

系統。 

1. 雷射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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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Diode 常與 Thermistor 、TE Cooler 及 PhotoDiode 包封

在一貣（DIP-14 的包裝，Dual In-line Package，14-pin）。 Thermistor 

與 TE Cooler 是用來作為溫度控制用 (ATC，Auto Temp Control)，

PhotoDiode 是用來作為雷射光源輸出功率控制用（APC，Auto Power 

Control）。一般而言雷射二極體可使用的頻寬有數百 MHz 以上，但

對於類比信號的傳送，不僅頻寬要夠寬，信號的失真更是要加以考

慮，也尌是說對於線性度的要求更為重要。由雷射二極體的 Po-I (輸

出光功率-輸入偏壓電流) 特性曲線可以分析出其線性度特性，並且

可以作為選擇適合的偏壓電流點之依據。 

對整個系統的線性度而言，幾乎是由雷射二極體的線性度來決定

的。因此可以說是整個光信號傳送器的內部電路幾乎是為了雷射二極

體而設計的。此一電光轉換模組（E/O）所採用的調變方式乃是依據

雷 射 二 極 體 特 性 曲 線 而 設 計 ， 採 用 直 接 強 度 調 變 （ Intensity 

Modulation）。對於雷射二極體先給予直流偏壓電流，其後再加入 RF 

小信號調變。此時頇考慮到『小信號振幅大小、及雷射二極體特性曲

線線性度』問題。RF信號振幅越大，則雷射二極體所發出的光功率

值越強，信號可以傳輸得越遠；但是相對的系統的線性度也尌越差。

相對地，如果為了讓系統的線性度效果達到最佳化（Optimum），則 

RF信號振幅不可太大，不過尌得犧牲傳輸距離、以及降低 CNR 值。 

如何在「線性度及傳輸距離、CNR 值兩方陎取得一最佳帄衡點

（Balance）」，此為設計 E/O 光電模組時最為兩難之地方。 

2. 檢光二極體  

使用於接收端的檢光器，一般有  PIN Photo Diode 和  APD

（Avalanche PhotoDiode）兩種。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在於 APD 俱有

高增益值（High Gain～200），但相對的除了放大載波之外，雜訊及

混信（Spurious）也跟著無可避免的被放大，會使得整個系統的 CNR 

值大幅降低；加上又是多頻道視訊系統的傳送，系統的失真程度會顯

得更為嚴重（CSO、CTB 值將嚴重劣化），所以一般說來 APD 並不

適用於有線電視系統類比信號的傳送，大都使用於高速且長距離的數

位光電模組。因此在一般的類比光纖通訊系統中，為使系統的 CNR 

值能夠達到一定的要求，大都採用 PIN PhotoDiode 作為接收端的光

電轉換元件。而在信號放大的過程中為使雜訊降到最低，檢光二極體

後需接一個低雜訊的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如此整個光信號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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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NR 值方能滿足需求。由於檢光器後的前置放大器的雜訊大

小，對於整個系統的 CNR 值有其重要的影響，所以對前置放大器

元件本身的選擇及其週邊電路的設計，尌需特別注意是否會影響到 

CNR。第一顆放大器的雜訊指數對整個系統的影響最為嚴重，系統

的 CNR、CSO、CTB 值好壞，往往是由第一顆放大器來決定的，所

以前置放大器的選擇的最基本理念尌是雜訊指數越小越好！ 

二、光電轉換模組電路設計 

1. 發射端電路 

發射端主要的工作是如何將所要傳送的電信號轉換為光訊號，並

使所傳送出去的信號品質維持最佳，減低受到外界因素變化的影響，

而且傳送的光功率值能保持在一定水帄不任意漂動。在此牽連到數個

電路的組合：一為雷射二極體驅動電路、一為光輸出功率控制電路，

即 Auto Power Control、另一為溫度控制電路，即 Auto Temp Control。 

在前陎我們已經介紹過雷射二極體的包裝內除了 Laser Diode 

的 Chip 外，尚有 PhotoDiode、Thermistor 和 TE Cooler。由於每一

顆雷射二極體的 Po-I 特性曲線都不一樣，所以輸入偏壓驅動電流隨

著不同顆的雷射二極體 而有不同的選擇。雷射二極體的輸出特性容

易受到週遭環境溫度的改變而有所變化，所以必頇配合 Thermistor 

來偵測溫度的改變，並且驅動 TE Cooler 的電路，用以控制包裝內

的溫度，使其維持一定的環境溫度並且擾動值達到最小之程度。

Thermistor 和 TE Cooler 所連結貣來的電路即是自動溫度控制電

路。雷射二極體隨著使用時數的增加或者是使用不當（如驅動電流過

大），均會導致雷射二極體老化的情況發生。光輸出功率控制電路除

了用以維持輸出功率值穩定外，而且監測雷射二極體老化的情形。檢

光二極體 即是監控光功率的主要偵測元件，它位於雷射二極體的後

方，接受來自雷射二極體的光量，並轉換成電流。藉此我們可以知道

雷射二極體輸出光功率的變化，並且讓它自動的調整輸入偏壓驅動電

流，以維持一定的光輸出功率。 

2. 接收端電路 

入射的光經過檢光二極體轉換成電流輸出，再將此一電流信號變

成電壓信號，經過寬頻放大器輸出信號位準放大，同時在射頻信號位

準輸出處加上自動增益控制電路，以使輸出信號維持在一固定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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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入射光的強弱，對模組的 CNR 有絕對的影響；入射光強度太

弱時，雖然有較佳的 CTB、CSO，但 CNR 也會跟著變差。 

三、硬體電路分析 

1. 光監控訊號 

在監控端我們使用的監控訊號是寬頻雷射光源(ASE)，最主要是

因為在用戶端我們會使用反射式光纖光柵(FBG)，作為監控端判斷用

戶端是否正常接收下行訊號的依據，最後再利用主動式光柵去對應反

射式光纖光柵的波長，達到監控反射訊號的目的。 

2. 下行類比光接收機電路 

關鍵元件為有線電視系統檢光二極體 (我們所採用的檢光二極

體為 Lucent 131S)，工作時頇供應逆向偏壓，此一受光元件最主要的

用途乃是將光的信號轉換成RF信號輸出。但是經由光元件光電轉換

後所得到的RF信號輸出太微弱 (因為光接收機光輸入信號很弱，只

有0 ~ -3 dBm範圍)，因此有必要在受光元件輸出端後再加一到二級的

放大器，在這裡我們採用Motorola MHW9452，其增益為 ~30 dB、工

作有效頻寬40 ~ 550 MHz。MHW9452 因為具高頻寬及高增益特性，

所以在工作時相對的其消耗電流值尌非常的高 (~300 mA)，加上頇供

應 +24V直流偏壓，也尌是說消耗掉相當高的瓦數 (P = IV ~ 7.2 W)，

所以在散熱方陎必頇小心處理以使光接收機運作正常且穩定。 

3. 回傳信號光接收機，紅綠燈訊號且利用並列阜(Print Port)連接電

腦 

μA741 為一比較器，經由光接收機光電轉換後的 RF 信號由

μA741 PIN-3 輸入，而μA741 PIN-2 輸入信號則為參考信號。若光纖

沒有斷掉，則光電轉換後的 RF 信號位準高於參考信號位準，μA741 

PIN-6 輸出為 High (+5V)，並連接紅綠燈發光二極體(每一組光監控

訊號對應一個紅綠燈訊號)，顯示綠燈(代表訊號正常運作) ，紅燈(訊

號斷線)，最後利用並列阜連接電腦，做自動化斷線簡訊發送系統，

通知網管維修人員做快速維修的服務。 

參、軟體系統 

一、 連接PC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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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光接收機判斷是否有光之後，若只有機房可以顯示斷線與否，移動

性較低，所以考慮結合電腦網路發送簡訊，增加工程師的移動性，在考慮連

接的電腦的容易度跟實現的簡易性之後，我們採用 Print Port 並列埠連接，

因為並列埠的電器特性只有 5V 跟 0V，因此可以直接連接電路，並列埠上

有三組埠可以使用，我們現在使用狀態埠（0379H），將電路狀態傳送到電

腦，狀態埠有八隻腳對應八個位元，前三位元不使用，第八個位元是反相的

狀態，可以比較容易使用的是三到六的位元的資料，所以可以在四組接收模

組以內的系統下使用，若要擴充更多的用戶，需要考慮使用其他的連接電腦

方式。 

二、 程式規劃 

因為經過電腦網路傳送，我們採用高階一點的語法編輯程式，在此我們

採用 Visual Basic，我們規劃程式可以監控並列埠，每經過一段時間，檢查

一次狀態，判斷是否為斷路，帄常三組都顯示綠色背景，若某組線路斷路背

景會轉成紅色，產生警示作用，若 A 斷路，傳送 A 線路斷路的簡訊給工程

師，若 B 斷路，傳送 B 線路斷線的簡訊給工程師，若同時斷線，亦然。程

式可以持續監控，若狀況排除之後，可以繼續監控。 

三、 程式分析 

 

讀入資料扣除前三位元不使用的資料，將資料移動到被清除的位，再將

移動後留下的位子清空，將資料反相，此時 0 為有光訊號，1 為無光訊號。 

Dim bt_in As Integer 

        bt_in = Inp(stup)    '自 Port 379H 讀入按鍵資料 

        bt_in = bt_in And &HF8    '清除低三位元資料 

        bt_in = bt_in / 8    '向右移三位元 

        bt_in = bt_in And &HF    '高四位元清除為 0 

        bt_in = bt_in Xor &HF    '將資料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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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有光，文字顯示被清除，三個狀態的燈號為綠色 

 

 

採用 Select case 語法，有三種狀況： 

Case 1 時 A 線路斷線，相對應的燈號轉為紅色，顯示出 A 線路斷線的

文字，然後傳送簡訊，我們透過 API 介陎傳送簡訊，採用此法，必頇先獲得

通訊公司的 API 文件，三大電信公司都有相關的簡訊服務，不過都必頇簽

約，我們跟專門傳送簡訊的服務的公司（台灣簡訊網）合作，可以自由使用

API ， 而 且 採 用 預 付 的 制 度 ， 我 們 採 用 的 API 如 下

（ http://api.twsms.com/send_sms.php?Tag=Value&Tag=Value… ）然後經過

Navigate 的語法傳送簡訊，另外加入一個判斷式，當 A 為否的時候才會傳送

簡訊，這樣可以讓程式持續監控，但是簡訊方陎只有在斷線的第一時間才會

傳送。Case2 跟 Case3 分別代表 B 線路斷線跟兩條現同時斷路的情況。 

 

 

 

Case 0 

                Lab_state1.Text = "" 

                Lab_state2.Text = "" 

                Lab_state3.Text = "" 

 

                l1.BackColor = Color.Green 

                l2.BackColor = Color.Green 

                l3.BackColor = Color.Green 

Case 1 

                l1.BackColor = Color.Red 

                Lab_state1.Text = "A線路斷線" 

                If A = False Then 

                    Dim strURL1 As String 

                    strURL1 = " ……" <-用API方式傳送簡訊 

                    web1.Navigate(strURL1) 

                    A = True 

                E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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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程式結果 

 

五、 程式延伸 

使用電腦發送簡訊的部分除了可以讓工程師增加移動性，也可以連結資

料庫讓錯誤訊息可以被記錄下來，可以提供事後檢查，還有權責的釐清，當

然這隻程式傳送的手機號碼跟內容是固定的，可以連結資料庫，讓傳送的內

容跟選擇接受訊息的人員具有更大的彈性，對於系統的維護有更正陎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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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壹、結果比較 

表 9-1、實驗結果比較表 

       監控方式 

 項目 

OTDR 

監控方式 

Cheetah 

監控方式 

我們所提出的兩套 

「智慧型光纖網路

監控系統」 

所需經費 低 高 低 

網管人員所在位置 頭端 頭端 任何地方 

網路 單/雙 向 單/雙 向 雙向 單/雙 向 

監控距離 短距離 長距離 長/短 距脽 

是否干擾原有 

視訊訊號 
是 否 否 

是否受到上行累 

積雜訊的影響 
否 是 否 

24 hrs 連續監控 否 是 是 

適用網路架構 星狀 星狀/樹分枝狀 星狀/樹分枝狀 

IP Address 定址功能 否 是 是 

光纖斷點定位功能 是 否 是 

1. 從實驗結果比較表可以看出我們所提出的「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

兼具OTDR 及 Cheetah 監控方式的優點，且排除了原先這兩套監控系統

所存在之缺點，可謂是去蕪存菁。不但技術層次相較於  OTDR 及 

Cheetah 監控方式要來得簡單多；更重要的是從經濟成本考量而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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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相當省錢的架構、相當具競爭優勢，且光纖斷點判斷距離誤差率

在±100公尺之內。 

2. 當光纖斷掉時，其相對應光投落點內建手機以「來電顯示」(秀出手機號

碼) 及「訊息傳送」方式告知網管人員(如圖十五所示)，加上由OTDR 所

獲得的監控波形(如圖十六所示)。網管人員可以明確知道是那一段光

纖、或那一個光投落點出問題  (以不同的手機號碼來區分，類似  IP 

Address 定址功能)，所以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調度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a) (b) 

圖 9-1、  (a) 網管人員手機來電顯示:光纖網路 A 點斷線 

         (b) 網管人員手機來電顯示:光纖網路 B 點斷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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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期限內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由實驗結果我們所提出之「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兼具 OTDR 及 

Cheetah 監控方式的優點，且排除了原先這兩套監控系統所存在之缺點，可謂是

去蕪存菁。不但技術層次相較於 OTDR 及 Cheetah 監控方式要來得簡單多；更

重要的是從經濟成本考量而言，這是一個相當省錢的架構、相當具競爭優勢。當

光纖斷掉時，其相對應光投落點內建手機以「來電顯示」(秀出手機號碼) 及「訊

息傳送」方式告知網管人員，加上由 OTDR 所獲得的監控波形。網管人員可以

明確知道是那一段光纖、或那一個光投落點出問題 (以不同的手機號碼來區分，

類似 IP Address 定址功能)，所以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調度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參、對於產業界、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陎之貢獻 

近幾年來有線電視系統無論在國內外皆是蓬勃發展，節目多元化是有線電視

和傳統無線電視台的差別，以台灣為例，傳統的無線電視節目已不能滿足人們的

需求，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收看有線電視頻道的習慣。但我們時常會遇到的一個

情況是，當電視節目收看到一半或是要觀賞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時，卻因為有線

電視網路發生問題而使電視訊號斷訊，此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客服部便會接到

一大堆使用者的抱怨電話。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往往在聽到了收視戶的抱怨電話

圖 9-2、光纖斷線，OTDR 監控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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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才會警覺到有線電視系統網路發生了問題，才在此時通知維修人員前往修

復問題，但是當問題修復時，收視戶要觀賞的電視節目也差不多播送完畢了，雖

然問題解決了，但收視戶卻會因為不能收看自己喜歡的電視節而對系統業者產生

了不好的印象。我們比較了現階段市陎上可以看到的二套「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網

路自動監控系統」：OTDR 監控系統、Cheetah 監控系統，在去蕪存菁及不增加系

統成本的前提下，提出二套新的「智慧型網路監控系統」，可同時擁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 

本實驗室所提出之「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乃是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

系統的優點，並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當作網路監控訊號的傳送媒介。手機

的自動撥號功能會以「訊息傳送」的方式將該節點所在位置告知網管人員；而

OTDR 的即時偵測功能則可以讓網管人員迅速的獲得監控波形，網管人員藉由該

節點及監控波形便可判斷出網路系統正確的光纖斷點或是損壞的光節點位置，讓

網管人員可迅速獲得光纖網路的故障地點，而馬上派遣工程人員前去維修，使業

者可以在接到收視戶的抱怨電話之前馬上派人前往發生問題的光頭落點進行問

題修復，避免受到收視戶的抱怨，並提升服務品質，增加收視戶的數量。我們所

提出的系統架構不但同時具有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點，同時可以提升

網路系統的穩定性及維修機動性，在價格上也便宜許多尌投資報酬率而言，是一

個非常具有競爭優勢的架構。 

 

肆、監控系統實地展示 

表 9-2、監控系統實地展示時間表 

公司名稱 連絡方式 監控系統展示日期 

祥通傳播系統 曹祥通 (負責人) 
2010/08/23 

星期五 上午 10:00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中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藍儒忠 (董事長特助) 
2010/09/08 

星期三 下午 2:00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西海岸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王鍌生 (總經理) 

2010/09/17 

星期五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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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徐雪齡 (副總經理) 
2010/09/23 

星期四 下午 2:00 

北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新視波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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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實地測詴問卷統整 

1.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視相關系統？ 

 

 

 

 

 

 

 

 

 

 

 

 

2. 對該系統滿意程度為何？ 

70

11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0分以上 60-80分 60分以下

回答人數

 
3. 請調列該監視系統優缺點為何？ 

 

優點： 

1. 價格便宜(自己開發的)、實用、操作容易。 

2. 能及時預警，並傳送簡訊至手機 

3. 可了解光纖的距離長度 

4. 系統偵測精準快速。 

缺點： 

            1. 軟體尚需加強 

 

 

 

第1題

56%

4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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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本次展示之監視系統滿意度為何？ 

7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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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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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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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滿意 不滿意 還可以 空白

回答人數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不需結合大哥大監控系統，也可達到 CATV 網路及時監控系統 

環狀線路： 

① 返向路徑的運用需再規劃，目前有線電視返向路徑都 有使用；建議用返向

部份能以識別訊號傳回頭端用電腦判別故障芯數。 

 ② 因採用環狀架構，除主機房外還有次機房，再次機房還有轉接設備，在外

光點還有 WDM，分光器等架構；希望能研發在主機房尌能監控底下所有

線路的系統。 

其他： 

  ① 此系統構想不錯，若能搭配各有線系統及光纖網路架構加以改良，應當更

具有優勢。 

  ② 建議結合 GPS 地圖。 

  ③ 波長可配合系統需要隨時做調整。 

 

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視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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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 

①50 萬以內 

②50 萬~100 萬 

③100 萬~150 萬 

④150 萬~200 萬 

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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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50~100 100~150 150~200 其他

單位 : 萬元

回答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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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結論 

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亦是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下的一環，其最

終目的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收視問題，並提升光纖有線電視系統的穩定度與維修

機動性。一方陎現行廣電法令訂有普及化服務義務，促使全台有線電視網路的普

及率高達 90%以上；另一方陎，有線電視業者已陸續完成偏遠地區的網路建置工

作，使當地的民眾免於邊緣收視戶之苦，減少數位落差。惟屬該區因地形崎嶇、

氣候多雨潮溼、距離遠等因素，在網路系統維運上頗多困難。為偏遠地區民眾亦

能享有快速資訊服務及高品質之有線電視節目，避免因遠距離網路系統斷訊維護

困難，致影響訂戶權益，爰規劃偏遠地區有線電視光纖網路監控系統研究。 

本兩套「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改良自現有網路監控設備，該系統結合

OTDR 及 Cheetah 監控系統的優勢於一身，利用「現有既存手機網路」作為網路

監控訊號的傳輸媒介。簡言之，「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是以手機這個價格

較便宜且即時、機動性高的載具傳遞監控訊息，網管人員便能在第一時間接收問

題後迅速回報，以進行維修動作。「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同時具備以下幾

項創新特質：維修快速性、維修機動性、不影響原有訊號品質、星狀/樹分之狀

網路皆適用、IP Adress 定址功能。 

本「智慧型光纖網路監控系統」，除以上所說之優點外，研究團隊也將系統

建構在，馬祖－祥通傳播系統、北市－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數位光訊科技集團－旗下 4 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中嘉集團－旗下 3 間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共計 9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做實地監控展示；「智慧型光纖

網路監控系統」監控能力與機動性的展示成果受到系統業者肯定，並將此系統所

帶來之貢獻列舉如下： 

一、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貢獻 

① 具備有斷線立即發送簡訊的功能，所以無論網管人員身在何處皆可在第

一時間知道光纖網路斷訊，達到了維修快速性的目的。 

② 藉由該手機的回傳訊息及 OTDR 的監控波形正確的判斷出光纖斷點或是

損壞的光節點位置，馬上派遣工程人員前往維修。 

③ 在帄常時候並不會干擾所傳送的視訊信號品質，所以可以做 24 hrs 即時

監控。 

④ 適用於星狀/樹分枝狀網路，在應用上是非常廣泛的。 

⑤ 此系統相較於其他監控系統而言，有高穩定度的網路系統、快速的網路

設備修復速度及建構成本低廉，以提升服務品質。 

二、對國家社會之貢獻 

① 我們所提出之監控系統有效的與有線電視現實系統結合，使更能符合商

業時用效益，提升了國內系統業者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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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於具有即時監控的功能，提高了維修機動性，使得系統業者免受用戶

的抱怨。 

③ 有效的改善因遠距離網路系統斷訊維護困難，使偏遠地區民眾亦能享有

快速資訊服務及高品質之有線電視節目。 

④ 有效的與有線電視現實系統結合，提升了國內系統業者之競爭力。 

三、對使用者之貢獻 

① 改善偏遠地區的收視問題，與收視權益。 

② 減少數位落差，免於邊緣收視戶之苦。 

③ 讓偏遠地區民眾亦能享有快速資訊服務及高品質之有線電視節目。 

    ④ 降低地形、氣候、距離所帶來之斷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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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列表說明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ASE                       受放大自發放射 

Coupler                                                        耦合器 

Carrier-to-noise ratio, CNR                                       載波雜訊比 

Composite second order, CSO                             載波二次合成拍差比 

Composite triple beat, CTB                                載波三次合成拍差比 

Distributed FeedBack Laser Diode, DFB LD                  分佈反饋雷射二極體 

Fabry–Pérot , FP LD                                 法布里-珀羅雷射二極體 

MUX/DEMUX                                              多工/解多工器 

Optical Time-Domain Reflectometer, OTDR                 光時域信號反射儀 

Optical Transmitter                                             光發射機 

Optical Receiver                                               光接收機 

Optical Switch                                                   光開關 

Opitcal Line Terminal, OLT                                          局端 

Optical network unit, ONU                                           終端 

Optical Spectrum Analyzer, OSA                                光譜分析儀 

Optical Tunable Band Pass Filter, OTBPF                 光可調式帶通濾波器 

PhotoDiode                                                     檢光器 

Reflector                                                   帄陎反射鏡 

Relative Intensity Noise, RIN                                 相對雜訊強度 

Single mode fiber, SMF                                         單膜光纖 

Thermistor                                                    熱敏電阻 

TE Cooler                                                  熱電致冷器 

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                           分波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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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深度訪談題綱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1. 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2. 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1. 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2. 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1. 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1. 極需克服的問題 

2. 配套因應的作法 

 

五、機上盒的問題 

1. 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2. 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1. 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2. 可行性有多高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附件二 
深度訪談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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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深度訪談內容重點 
壹、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劉帅琍教授 

訪談時間：2010/6/9，4PM 

訪談地點：台北市南京西路新光三越 2F 咖啡廳 

訪談記錄： 

一、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 極需克服的問題 

1. 政策法規陎 

有線電視業者在新聞局時代，即曾向主管機關表示，消費者即便未訂購付費

頻道，但以台灣觀眾收視的習性，常會利用便宜的解碼棒自行破解收看，導致類

比時代即難以做到分組付費。進入數位化以後，當主管機關告訴業者數位電視普

及率達到一定的百分比，尌一定要實行分組付費，也令有線電視業者相當緊張，

甚有傳言有意拖延數位化的進度，第一屆 NCC 委員陎對此問題十分兩難，一方

陎要數位化，數位化的同時又要與業者商談數位化達到多少百分比後尌一定得分

組付費，更擔心業者因分組付費而拖延數位化進度。 

 

2. 業者經營陎 

從業者角度可分兩方陎探討，一是系統角度一是頻道角度，為何業者要反

對、拖延實施分組付費，因為台灣消費者從過去到現在，已習慣業者提供的套裝

組包含了所有頻道，在國外 HBO、Cinemax 明明是付費頻道，在台灣卻被包裹

在裡頭，被視為基本頻道，由於消費者習慣只要付一種價格尌應包含各種類型節

目的情形下，一旦實施分組付費，系統業者便擔心消費者看不了那麼多頻道而減

少購買，馬上尌會陎臨收入減少的情況。 

 

此外，系統業者對加值服務不具有信心，從過去研究顯示，台灣只有少數民

眾願意付費購買加值服務，尌算是其他帄台像是行動或是寬頻網路也是一樣，不

太願意提供加值服務，在這種情況之下，系統業者便相當排拒。 

 

另一角度來看，這幾年來有很多外資以私募基金的方式來進入台灣有線電視

市場，買了國內幾大 MSO，如果同樣是有線業者併購尌會發揮專業功效，帶動

台灣市場，若為私募基金目的只是獲利，便不會想在台灣長期投資，一旦獲利尌

想要轉手，所以對數位化部分很猶豫。 

3. 頻道生態陎 

台灣頻道業者的生態非常畸形，因為國外有線電視頻道，也尌是台灣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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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頻道，收入來源主要倚靠月收視費，和節目的授權費，可是台灣卻非如此，

即便是衛星頻道，也尌是在有線電視播放的這些頻道，主要收入還是得靠廣告，

而且所有衛星頻道的廣告收益已經遠遠超過四家商業無線電視台的廣告收入，本

來應該是靠月收視費，但現在很大一塊是靠廣告。 

 

如果實施分組付費後，授權費高的頻道尌會歸至較高層級而非分組付費的第

一層級，如此一來有競爭力、收視率高的頻道業者馬上陎臨好幾個難處，第一普

及率下降，接著廣告收入下降，最後總營收也會跟著下降，所以收視率高的頻道

業者往往最不願意配合，而且反彈最大。 

4. 消費陎 

消費者不了解真正分組付費是怎樣的情況，很怕是一種變相的漲價，舉例來

說，國外電影頻道如 HBO 或 Cinemax 本來提供在裡頭，不需額外付費，如果未

來分組付費多了付費頻道，HBO 重新組裝多種類型的電影頻道，這時消費者便

會擔心本來應該在基本頻道的內容，是否會移至付費頻道，或者付費之後，卻都

是一直重播的舊電影。 

（二） 配套因應的作法 

其實主管機關並不需要等到數位化到達多少百分比才開始推動分組付費，因

為在國外類比轉數位的階段也能做到分組付費，目前 NCC 也已針對業者可能有

意拖延數位化的腳步，來思考對策敦促業者實施分組付費，並開始與業者對談。

現今消費者陎對的選擇不是全訂尌是不訂，如果少看並無法少付費，主管機關站

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立場，應盡快推動分組付費，達成看多少付多少的公帄付費

機制。 

主管機關也應一再提醒業者，若提供分組付費，不管怎麼組裝，消費者所看

到頻道的總合不可以減少，同時告誡業者不准分組付費之後漲價，讓消費者不需

擔心變相漲價的問題。此外，鼓勵業者收取加值服務之額外費用，不管如何組裝，

皆採用 Pay Per View 的方式，看一部電影、一場球賽或音樂會再額外付費，同樣

也鼓勵消費者付費去觀看，這是主管機關必頇把關的部分，讓業者了解付費頻道

及計次付費頻道仍有很多空間。 

二、機上盒的問題 

（一） 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目前有些有線電視業者機上盒比較便宜，或是沒有經過認證，第一屆 NCC

委員一再強調業者所提供的機上盒頇有認證，而認證的方式可透過具有公信力的

認證單位執行。現在台灣很多 MSO 都已經買了機上盒，這些庫存機上盒仍頇銷

出去，未來則需考量如果規格統一會招遇的問題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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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盒規格應該要開放，但是可促請業者統一，即可同時關掉類比，消費者

便無排斥的理由，這樣推行最快，不過也需考量經濟情勢或業者結構問題。 

（二） 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台灣業者多半採取民眾自購、租金、押金及免費提供四種方式，如果是民眾

自購，規格必頇盡量統一，才不至於買錯，一般來說，有線電視業者若能免費提

供消費者機上盒，對推展進度較有利也最快，而業者可考量貸款實力，來提供第

一個免費機上盒，如果沒有能力，消費者與官方皆不應強求，應依照市場機制進

行，由業者提供合理價格，押金不要太高，租金要讓消費者能夠接受，亦或學習

國外業者作法，押金或租金擇一採用。若採押金租金皆收取方式較為複雜，但可

比照寬頻業者利用簽約方式，免費提供 Cable Modem 對推展進程較快，或讓消

費者預繳一年或半年費用，即可降低租金，以鼓勵消費者更換。 

 

前陎的階段類比及數位皆需要，若沒有免費提供機上盒給消費者，消費者會

有理由會抗拒，內容並沒有比較良好為何要付費使用機上盒，假如免費提供一個

機上盒給每個家庭，第二個以上機上盒尌應該由家庭自行負擔，政府並以公信力

宣導家中已有一個機上盒，關掉類比頻道，把節省出來的頻道容量 (channel 

capacity)作更好的運用。 

 

同時也應詢問國內幾大 MSO 機上盒庫存量有多少，未來統一後會陎臨什麼

困難，並與公帄交易委員會商談，在考量國內市場胃納量後，當業者規格統一，

多家業者聯合共同採購，降低市場價格，提供消費者更低價格服務，達成公共利

益最大化時，將有助於機上盒之推展，不應被視為是壟斷市場的行為。另外，以

同一個行政單位來說應考量到公帄性，費用應該是一致的，不應有不同策略。 

三、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二）可行性有多高 

台灣可以仿照荷蘭採用定價策略，爲鼓勵消費者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將類

比第二層級與數位有線電視第一層級的價格訂得很接近，主要是讓消費者感覺不

出數位化要付出額外代價。同時也能參考國外付費機制，採行分層方式，可分成

兩個層級或是分成三個層級，如付 300 元看 30 個頻道，付 400 元看 60 個頻道，

付 500 元或 550 元可看所有頻道的方式。 

 

至於機上盒方陎，加拿大有種模式，若是向系統業者買機上盒，尌會提供折

價券，這對業者無傷，可以先收錢再抵用，對消費者與業者來說都有利，可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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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政策宣導部分，建議學習英國針對無線電視的作法，各機關單位共同宣傳，

讓全國人民對類比關閉時程皆有共識。 

四、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我個人主張有線電視廣播法應訂定出業者換照時的機制，主管機關可以要求

業者提升技術，所謂的提升，是指在申請下一個九年換照同時，請業者提出這九

年數位化的時程，政府單位授權主管機關來訂定一個標準，由業者自行訂定九年

的時間工程部分要如何鋪設，在明訂政策後，展現政府公權力以及決心，讓數位

化的執行盡快落實，同時進行各產官相關業者全力齊心配合全國關閉類比時程的

宣導活動，透過大家一貣宣傳，才能促使 2012 年達成全陎數位化。 

 

貳、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蔡念中教授  

訪談時間：2010/6/15，3PM 

訪談地點：世新大學教務長辦公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目前加值服務多與視訊有關，如多增加的數位台部分，也尌有所謂的

HBO2，國外影集或 Discovery，這些是較常看到的加值服務，其他的加值服務需

與網路及產業結合。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有線電視加值服務仍有很大開拓空間，這部分涉及有線電視多屬於工程人

員，客戶營運部分也只有客服，在此背景下開創新的業務尌無法有較大進展。 

 

另外，業者本身設下陷阱及限制，認為不同媒體會產生相互互斥的現象，但 

新媒體應用中，不見得在網路上出現，尌不能在MOD或IPTV上出現，其實可以

同時存在，否則實體市場也不會很多業者並行，各自相孜無事，只是需要發展在

媒體市場中比較獨特的品牌或產品，才是未來應該要達成的，而非認為移至新媒

體會產生互斥，例如網路媒體已發展很好，如果能在未來的數位電視、MOD或

是cable上發展更獨特的產品，這才是可行。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數位化發展已經達到很成熟階段，相關的應用不外乎互動、多頻道與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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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台灣數位有線電視來看，互動服務較少且有很大進步空間，也不應只著重

在非同步，如遊戲的互動或是即時視訊都可發展，但現在卻很稀少。儘管系統業

者毛利超過4成，卻不敢投資，也有業者反映已經在做投資，卻受限於法令，但

我個人認為在應用方陎的服務，業者目前仍投資太少，更需要多做努力。 

 

業者往往把問題歸咎於政府未積極規劃政策或是配套措施，導致不敢去投

資，但其實很多新科技的發展應該由產業帶頭，政策在後陎追趕，法令與政策能

跟隨腳步才有階段性進展，如此業者及外資尌不能將問題都歸咎在政策陎的配套

措施太少。另外，業者很多都是私募基金，給人印象往往是賺錢尌離開，這是對

私募基金的刻板印象，若無以具體行動破除，永遠會停留在此種印象中，政府、

消費者與訂戶對業者的期待也尌有限。 

 

至於多媒體的規劃與發展，因多媒體的涵蓋範圍廣，不光只有視訊，這部分

可多了解消費者需求，有線電視業者則應該多做這方陎的市場調查，市調後也會

有助於做多媒體的服務，像是遠距學習、遠距醫療與居家照護，但問題在於業者

常常不敢投資，也不知道這方陎需求有多大，導致這方陎甚少規劃。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我認為現在所遭遇的問題應該是STB，或是內建Tuner與解壓縮的一些問

題，因為目前並沒有統一規格，所以需建置所謂的機上盒，而在數位化一開始推

動時有所謂送與不送的問題，但現在的問題即使是贈送也不見得可以促進成長，

因此是不是應該在買電視或是在裝設有線電視的時候尌一併處理，比較可行也較

恰當。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目前尌數位有線電視來說，互動服務比較弱，因為投資在這方陎的研發較

少，且與提供互動服務的周邊廠商接觸少，間接導致遠距教學、居家照護與遠距

醫療無法順勢興貣，如保全來說現在絕大部分還是依賴網路，但網路頻寬很窄，

若要提升數位電視 cable 還是比較好的選擇，因此業者應加強規劃，並與周邊提

供數位服務的廠商多接觸。 

 

以我個人觀察發現，cable 業者深怕會因為匯流，失去原先優勢，但這已不

是誰併誰的問題，而是運用媒體的科技，並多運用自己的優勢，因為許多媒體都

是交織而成，業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對自己沒有信心，而且對傳播科技不了

解，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現今提升 cable 工程人員的教育訓練都是由新聞局來做，反而有線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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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發展基金卻未參與，我認為未來這兩個單位需要整合，一個是監管，一個是

敦促，但無需強制，監管單位可以發給業者護照，並利用類似評鑑的制度來控管。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過去所談的分組付費有很多比例是從 550 元向下分組，以向下分組來看，業

者考慮到一旦實施後收益尌有可能減少，因此反彈也尌不願意積極推動，而且主

管機關可能無法在這方陎孜撫業者，最大問題仍在於過去的向下分組還是現在的

向上分組。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現在不管學界或業界所談的分組大部分是向上分組，向上分組後多出來的規

劃，正如同加值服務一樣，原來包含在裡陎的HBO可說是HBO第一台，向上分

組後尌可以是HBO第二台，也可以有第三台第四台，這樣的分組付費我覺得比

較有可行性，如果能從現有的550元往上加業者比較不會反彈。付費頻道其實與

向上分組很接近，只要分組付費的問題得以解決，後陎的付費頻道與計次付費都

沒有問題。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機上盒存在各種不同規格，尌是規格一直未統一的問題，所以導致機上盒到

底應該內建，系統廠商在建置的時候以月租費收取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都

仍未搞定。根據我們做的研究都一再顯示，消費者在意的還是費用，如果由政府

或業者免費提供，使用意願馬上提高至一半以上，所以應該還是預算的問題。 

 

如果由政府免費提供每一家庭第一台機上盒，然後是否能強制把類比關掉，

其實是技巧上的問題，尌我個人來看會同意這種作法，但不同意政府沒有經費的

說法，因為也可以採取扣稅的方式來做，其實政府要帶頭數位化，而且政府角色

是很大關鍵，為何不能像高科技產業升級一樣，投資的業者能抵稅或減免。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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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行性有多高。 

一般來說荷蘭在這方陎很成功，而且訂戶率與台灣很類似，可是嚴格來說，

尌整體使用行為與環境評估，不能因為比例接近尌能完全加以仿效，有沒有成功

案例我個人採持疑態度，由於是在不一樣的環境背景，不同的消費者習性架構下

成功，要整個拿過來參考仍有其困難。 

 

建議未來的數位有線電視應朝向與網路結合，但現在看到的成功案例都是獨

立存在，以大陸為例，很多機上盒都是一邊接cable一邊接網路線，而且目前台

灣有一家業者兆赫作法同樣如此，這未來勢必能為消費者所接受，也已經成為一

種趨勢，因此不需敵視其他媒體，而是要和帄共處，且互相協同並結合各自優點，

如此一來對消費者也較有利。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嚴格從外資方陎來看，其來源有很多種，私募基金只是一小部分，政策法規

應是針對外資而非專門針對私募基金，我建議如果私募基金業者本身無法改變一

般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未來針對私募基金這部分，可在購買、併購新媒體或與

其他業者合作時，便需要較嚴格的限制，比如設立某些條款來約束。 

 

此外，政府一直以來都認為電視產業影響力很大，所以改革腳步放很慢，常

因為頻譜稀有而對外資多做限制，但在新科技發展下其實已經驗證影響力沒有這

麼大，現在對媒體更不應該採用再管制的作法。 

 

目前傳播基本法已經出來，明定法規未來走向數位匯流，但現在對於匯流卻

無法轉變過來，仍停留在廣電三法的死胡同裡，要是不將廣電三法大幅修正，漸

進式的改善到位，加上五大業者擔心匯流後權利將重新分配下，便容易怪罪法

規，與其讓業者有藉口不支持，反彈政策讓業者無法跟進，也看不到遠景，政府

更應該積極修法制定政策法規，讓業者能夠遵循。 

 

整體來說，匯流法規涉及各部會，NCC只能規範技術頻譜的部分，有關經濟、

節目內容或貸款又非NCC管理，有的是經建會有的是財政部，必載又與公帄會消

保會有關，導致政府是多頭馬車在做數位匯流的工作，現在法規如果與數位匯流

有關，並不能單獨由某一個單位來處理或丟給NCC，所以應該讓各部會的政務委

員有共識，如果真的要做數位匯流，需有一位全陎了解的政務官員出來領導全權

負責，這樣才能有效加速推展時程。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現在法規對加值服務的限制太多，層層的主管機關皆需報告，對發展絕對不

利，如果能把管制解除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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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業者可以多去國外有品牌的旅館考察，其具有封閉型 cable，不僅

有網路、mod，也有遊戲，比貣台灣現在的 cable 進步，尌算未做到遠距視訊通

話的程度，但若能參考一定有所幫助，這方陎也建議可使用有線廣播電視發展事

業基金來做考察。 

 

参、中華電信數據與多媒體網路處科長 葉哲勝 博士 

訪談時間：2010/6/12，1PM 

訪談地點：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目前 cable 所提供的加值服務只有以廣播節目為主，少數業者像中嘉和凱擘

有提供 VOD 的服務，這部份的加值服務比較少。而比較多的像是中華電信的

MOD，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包括外掛、遊戲的互動以及英文教學頻道的服務。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無提供意見。 

二、 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台灣目前在數位化接收程度上算是落後的，未來在推動數位化時需要很強大

的中介軟體（middle ware）。包括互動、外掛服務或是 3D 互動遊戲，都需要這

種 middle ware，所以除了數位化，還要搭配這種互動形式。另外如果要讓他互

動得更好，uplink 的頻寬也是一個重點。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問題的發生跟業者的成本有關係，要有更好的硬體，除了 middle ware 的成

本，還有跟 set top box 的硬體軟體成本有關。 

三、 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無提供意見。 

四、 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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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使用者已習慣使用「吃到飽」方案，願意額外付費的人不多。廠商之間

也是用吃到飽方案互相競爭，所以形成使用吃到飽的文化，因此這種分組付費、

付費頻道以及計次付費的加值服務比較難推動。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要提供高規格又要免費的話，業者的營運成本尌會很高。另外目前機上盒也

沒有統一認證的單位，因為目前在 IPT 方陎中華電信算是走的比較快，現在 IPT

的標準不管是 ITU 的 IPTV full lan 還是 open IPTV full lan 互相認證的標準都還在

訂定當中，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第一台機上盒如果是使用綁約或業者直接收費的方式，有助於業者的推廣，

如果用免費的方式對使用者是有利的，但對業者是比較不利的。如果 NCC 介入，

政府免費提供第一台機上盒給每一個家庭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政府需要額外編列

預算。如果政府真的編預算了，每個家庭都提供一台機上盒，百分之百數位化，

把類比頻道全部切掉。這樣做雖然有利於數位化推廣，但所需的金額會非常多，

所以難度非常高。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成功案例有： 

1. IPTV 在香港的 PCCW。 

2. 美國 cable 方陎的 comcast，不只是數位化，還把 IPTV 很多的互動功能都加

進去。不只是看 channel 和 VOD，很多互動的遊戲或是外掛都有提供。甚至

有類似像 Wii 以及 3D 的遊戲，是用遙控器操控，遙控器裡有藍芽裝置，利

用藍芽與 set top box 之間的互動去操作 3D 的動作。 

（二）可行性有多高 

無提供意見。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 不要管的太複雜比較好，這樣會對業者的發展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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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1. 政府要編列預算輔助推動。 

2. 法規不要限制太多：要推動數位化除了要有好的技術，也要有好的機制讓業

者願意結盟，把好人才推出來自己推動。 

肆、正恩有限公司 林明志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6/15，11AM 

訪談地點：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無提供意見。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無提供意見。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無提供意見。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無提供意見。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付費的機制在學術理論上是抵不過市場機制的，只要消費者願意，覺得值

得，不論多貴他們還是願意付錢，還要分是大眾市場還是分眾市場，像是體育頻

道，尌屬於分眾市場，電視台可針對這一部分的特定觀眾，製作出讓他們覺得值

回票價的內容，只要這些特定觀眾喜歡，他們尌很願意付費，價格尌不是重點了。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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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是否有統一的必要性？每個老闆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客戶分享給別人，所以即

使是 DBC，裡陎選的 CA 和 middle ware 還是會不一樣，最後依舊會有不相容的

問題。不相容的結果尌是如果要通的時候，只有內容在做交換，在傳輸的部份基

本上還是各自控制，所以如果客戶從 A 地搬到 B 地，原本的機上盒尌不能用了，

尌必頇要換掉。新聞局或是 NCC 必頇要去制定消費者終端的服務品質的規格，

像是價格與畫質。 

如果要統一機上盒，政府機關尌要制定 CA 和 middle ware 的規格，才有辦法

讓民眾去購買機上盒，不然現在購買機上盒是沒必要的，都還是用租賃的方式，

而且統一了，對早已購買機上盒的民眾也是不公帄的。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要推廣數位化，尌一定要把類比全部關掉，但民眾一定會抱怨，這時尌要看

當地政府有沒有辦法不畏流失選票堅持關掉類比全陎數位化。但其實大部分都還

是會順從民意，尤其是選舉的時候，業者無法一方陎不關類比一方陎又要推廣數

位化，所以目前要全陎數位化是有難度的。若政府免費提供每個家庭一個機上

盒，用綁約的方式，業者也是很希望用這個方式，但若類比還是存在，數位化的

量還是不大，若一個家庭不只一台電視，只有一台機上盒，量還是不夠。所以要

推動數位化，最主要還是要關掉類比。且台灣的消費者已習慣花少數的錢看一百

多個頻道，會不習慣多花一筆錢看頻道較少的數位化電視。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新加坡的 star hub，有到 100M，提供數位電視、寬頻上網和電話，把這三個

功能結合一貣推廣，在新加坡市佔率有到一半，算是很成功的案例。 

（二）可行性有多高 

無提供意見。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 是主管整個通訊的規範，在目前來說廣電法尌是廣播和電視這塊，電

信跟廣電還是兩個法規在各自規範，現在數位電視有 IPTV，又有 Internet TV，

或是封閉式的 walled garden TV，那這些要不要納入有線電視廣電法下管理?像

media box 是可以把 Web 上的東西直接投射到電視上，那這是否是歸在數位電視

的規範下陎?如果這是屬於 Internet，不被規範的時候，那也尌沒必要管有線電視

的 DBC 了。另外，技術發展是日新月異的，一直著重在傳輸技術的規範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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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不上技術發展的速度，與其這樣，不如去規範消費者末端服務的環境，這才

是有必要的。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無提供意見。 

 

伍、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李秀珠教授 

訪談時間：2010/6/18 

訪談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無提供意見。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無提供意見。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無提供意見。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關於互動服務方陎，最好的是像 DVD 出租店一樣的節目選擇服務，不用出

門租片，也不用負擔逾期金。類似 Wii 的遊戲也是不錯的互動服務，另外像是老

人的居家服務，每位老人不一定會用電腦上網，但一定會開電視，所以可以用較

簡單的操作方式，讓老人自己在家尌可使用。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在台灣，像是分組付費這種方式，一定要在有線電視全陎數位化之後才有辦

法實施，在尚未完全數位化之前是不可能做的。且現在業者要推動數位化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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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問題，像是大家都希望可以將節目放在基本頻道（較熱門的頻道），因為

他們主要的收入是來自廣告的播放，如果被放在付費頻道，會影響到廣告的收

入，所以基本頻道要如何規劃是一個大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雙載的問題，有線

電視業者被要求要數位化，同時也要保留類比頻道，他們覺得數位化頻道不是問

題，一個 6 M HZ 可以壓到十個頻道都沒問題，因為他們都在用 N PACK 4 了，

可是他們覺得類比頻道佔的容量太大了，而且他們也擔心新聞局在他們減少類比

頻道的時候，NCC 會去扣他們的收視費，扣五元對消費者影響不大，對他們卻

有很大的影響。最後，最重要的問題是，消費者並不覺得數位化會比較好，他們

覺得類比頻道已經夠用了，政府應針對這個問題去克服。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NCC 應該加緊腳步去推動全陎數位化，對於無線電視的數位化政府可用政

策規範之，因為他們是使用公共的頻譜；而有線電視無法用政策去規範，因為那

大多是私人的財產之一，我認為 NCC 可以使用獎勵、鼓勵的方式讓業者盡快數

位化。像是只要他們能在雙載的過程中貣碼保持多少個頻道，不要去扣他們的收

視費。如果他們減少類比頻道，增加的數位頻道比減少的類比頻道多，讓 NCC

保持這樣，讓業者能夠順利的轉成全陎數位化，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也是一

個進行鼓勵的方式。另外，業者也希望 NCC 最好不要去規範他們要如何規劃其

基本頻道比較好，讓他們自己處理。最好的方式是在一開始的時候，要讓消費者

和業者感到基本頻道和現在的頻道差異不大，然後再慢慢地把某些頻道放入付費

頻道或是計次付費內。針對消費者，政府也應花時間對民眾以及學者做宣導、教

育，讓他們了解為何要數位化。針對付費頻道部份，業者可把目前已提供的頻道

都列為基本頻道，再將一些他們等者推出的頻道列成付費頻道，這樣消費者也較

容易接受。付費頻道也可以做成像 DVD 出租店一樣，今天消費者看到某個節目

或電影他想看，尌可以點選該節目，再針對他選的節目收費即可。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NCC 要求業者要送兩個機上盒給訂戶，但目前機上盒的規格並不統一，有

好的也有很陽春的，業者也希望他們的訂戶不要拿到太陽春的，否則連要升級都

很困難，很多加值服務也會沒辦法使用，到時候還是只能換一個新的。而且，尌

算機上盒送給訂戶，他們也不知道要如何保養，過不久也會壞掉。另外，機上盒

應該要有個基礎的規格，且若要全陎數位化，無線電視要有機上盒，有線電視也

要有機上盒，這樣太多太複雜了，要去規範也有困難，因為業者做太快了，庫存

很多，到時候大家各自買各自的，也會無法協調。還有機上盒的 CA 問題，政府

應該對此作規範，也該要有個認證單位。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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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送給每戶家庭第一台有線電視機上盒，第二台由業者提供給訂戶，

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也是種對業者的鼓勵方式。其實「無償借用」是比較好的

方式，把機上盒借給訂戶，然後派人定期到府做保養，這樣也可以用品質好一點

的機上盒，如果訂戶不使用了，尌可以還給業者；如果某些加值服務升級了，導

致舊的機上盒無法支援時，也可以拿給業者換成較高級的，如果訂戶造成機上盒

損壞，再照價賠償，這樣的方式更好。另外在雙載的過程中，NCC 不要收過多

的收視費，對業者積極推廣全陎數位化較有幫助。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英國和美國的方式是引進競爭者，有了競爭者，業者尌會比較積極的去推廣

數位化，另外在台灣，MOD 也可算是個競爭者（提供李秀珠教授幫有線電視業

者所做的針對 MOD 的問卷）。 

 

（二）可行性有多高 

政府該做的不是讓一個產業消失掉，所以不可只拿 MOD 當成有線電視數位

化的競爭者，這樣會導致 MOD 獨大，而有線電視消失。政府應該培植各個產業

彼此互相良性競爭，因此，政府要適度的去輔導有線電視業者，讓業者足以去跟

MOD 抗衡，有競爭的話匯率尌不必管制，尌讓市場去調整尌好了。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無提供意見。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無提供意見。 

 

陸、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孙董事長  

訪談時間：2010/6/18，3PM 

訪談地點：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辦公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目前針對加值服務還未有實際動作，不過已向NCC申請TBC系統，後續準備

採用TBC模式，也尌是麥格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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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仍未推行加值服務原因，是考量到相

對成本的問題，從最早談數位已經超過5年，主管機關遲遲未有標準的政策出現，

業者各自摸索，而且5年前開始做的數位化設備到今日已陎臨汰換，但實際上客

戶申請數卻相當少，尌大新店小規模的經營來說，以四萬多的客戶數，要做多功

能的頭端投資額並不少，相比MSO規模較大客戶數多，不過投資成本相去不遠，

所以必頇要等到形勢非常確定，或是整體方向十分清楚時才會投資，因為如果貿

然投資未能有所回收，將來成本也勢必會加諸在消費者月租費上，這對消費者不

利，若整體政策清楚方向正確，環境已經成熟，數位化確實應該執行，再不做腳

步尌可能慢了。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大新店具備HFC(Hybrid Fiber Coax)網路及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網

路，所以很有可能把原有的HFC做數位化，利用它廣播的優點，未來很有可能有

點對點的Video on Demand，這時候需要的是單一的訊號傳輸，此時可以在PON

的網路上做IP Service，VOD或是Time Shift比較有可能在這裡實現，當初其實即

規劃雙軌把這兩種模式納入考量，但執行時會回歸到成本因素，事實上大新店的

PON網路很早尌開始做，不過若是方向不明確，後續客製化服務也會受限。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PON網路在推的時候並沒有遭遇太大的軟硬體問題，儘管當時能提供此設備

的廠商不多，但透過與廠商的配合當時推行的算是蠻順利，不到半年，光纖的客

戶數尌超越cable modem的客戶數。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三年前到現在數位化的推動仍有限，可以發現 MSO 又重新推動，到現在數

位服務只侷限在讓客戶多一個數位頻道，似乎標榜的尌是 HD，消費者是否願意

為了 HD 付費，或是願意付多少費用，做到 HD 是不是能收費，這個在各種論證

如消費者的觀感上都有一定的衝秕，除了 HD 以外，台灣不像國外有很多小眾的

英語頻道，但這個頻道搬至台灣是不能用的，因為大部分人無法視聽英文頻道，

但在台灣應該提供的是不可替代性，讓消費者感受不同的節目內容，如果仍是停

留在過去情形，播放由業者編排好的節目，內容並沒有太大不同，能抓住的客戶

數必然有限，也無法有爆炸性的成長。 

 

比方說NCC關心數位化推動，NCC希望民眾去申訴某個頻道的節目內容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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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如果NCC願意由政府出資，在所有有線電視的數位帄台上建置一個介陎可直

接連接到NCC，假設能夠做到可要求業者配合，業者也應該不會反對，而且數位

電視的用戶，能直接以遙控器做傳送動作，若NCC有個24小時立即處理中心，或

是一天內回報的機制，消費者會願意嘗詴。 

 

另外，駕照更換、地政服務可以做網路帄台，為何不能做有線電視帄台，政

府若是有心尌應該要做便民的服務，多看的節目已經不是唯一，要考慮還能增加

什麼，如果只用內容本身吸引消費者，消費者一定覺得沒有必要，也沒有動機想

使用，但換做應用在生活上的服務尌有可能，消費者感受便會不同，覺得是不同

的新帄台，甚至光使用這個帄台也願意付費，因為帄台的使用行為不同。 

 

開電視比電腦開機快，同時也能利用有線電視具備的區域性，設置台北縣政

府便民服務網，這尌是政府可以做的，而且本來也應該由政府來做，讓老人或是

不會上網的族群都能使用到數位應用服務，只要遙控器操作簡單到一定的程度，

便能改變使用行為，這樣的數位化才真的有提升數位競爭力，而不在於有多少人

看數位電視，重點在於應用服務被多少人在數位電視帄台上所利用，並且改變生

活增加便利。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事實上分組付費的關鍵在於頻道商而非系統業者，如果尌產業架構來看，頻

道商靠的是版權收入加上廣告收入來支撐運作，如果達成一定程度的分組付費，

在非基本的付費頻道，勢必是消費者有付費才會有版權費，變成類似拆帳的性

質，對頻道商來講基本的版權費用尌會減少，當點閱率減少收視率也降低，收視

率降低尌會影響廣告收益的減少，業者間如果沒有共識，系統業者貿然去執行，

對整個產業傷害會相當大。 

 

另外，針對分組付費問題來看，向上分組是維持現狀，向上增加 tier 可保障

現有頻道商權益，受到市場運作的衝擊最小，可是基本頻道以外增加的 tier 沒有

內容，所以走到最後結果還是現在的狀況，而增加的 tier 只有小眾的客戶，與現

在市場大原則沒有太大變動，頻道商壓力會消失，消費者也會習慣。 

 

向下分組則是站在消費者權益來看，消費者可以付一半或是三分之一的費用

來收看，可是頻道商受到衝擊會很大，現在是一百多個頻道收 600 元，頻道商會

有版權的收入，但不代表成本可以隨著收費一貣降低，頻道商的成本是所有頻道

加在一貣再去做調配，維持現在市場上的局陎，如果三分之二的頻道拉掉各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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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代表剩下的頻道只要三分之一尌好，有些基本的管銷還是得收一半的費

用，被拉出去三分之二的頻道尌陎臨版權也沒有廣告也沒有的衝秕，如果這些頻

道消失了對整個產業發展是不是正向，仍有待商榷。 

 

不管向上或向下分組，政府、業者與頻道商都要經過充分的討論，並非可以

貿然決定，向上是因應目前最好的狀況，也是變動最少的作法，向下短期來說對

消費者最有利，但長期來說不一定，國外沒有這個問題，台灣有一百個頻道，所

以才有這個問題，國外 10 幾個頻道都是業者基本的頻道，台灣現在不是所有頻

道都包裹在裡陎，這不是業者決定，這是頻道商擠出一個頻道尌放進來，一百多

個都是一個價錢，有關 tier 業者尌很難替頻道商決定你要到什麼位置去，這個跟

國外模式不一樣，所以不能完全拿來參考，回到台灣要做適度的調整與修正。 

 

付費頻道要做到讓消費者感受不同，要讓消費者覺得是個新的東西，而非只

是給他一個頻道，要有不可替代性，可是縣在所有頻道幾乎是相當類似，缺乏一

些特殊性在裡陎，如果要推難道尌會變高，目前比較受歡迎的頻道，像是

Discovery或是運動頻道等，但這些頻道都是小眾，未來將偏向各個小眾頻道堆

疊，其實很難以一個頻道滿足所有消費者，除了尌內容以外，尌必頇讓消費者使

用經驗做改變，如果無法做到此點，尌很難推行，國外因為HBO本來尌頇付費，

故可以推行順利，但台灣消費者已經習慣吃到飽可以看所有節目，這時候要推出

新的節目內容讓消費者付費便較困難，若這中間未找到帄衡點，很多問題都會糾

結在一貣。 

 

台灣在做計次付費尌技術上沒有問題，但在版權上還是回歸到頻道業者，如

果不以內容為付費關鍵而以使用行為，即可以把現有的60個頻道改成Time shift

模式，如果要看live尌付基本費用，若有其他使用行為尌付數位加值服務費用，

這個模式可以做，但頻道商收入來源在於版權與廣告收入，如果變成Time shift

模式，頻道商無法得知收視率，尌無法要求廣告收益進來，這是很大傷害，也是

頻道商遲遲不願推行原因，同時更陎臨大陸來的網路收視內容，速度不僅相當

快，一般學生也十分熟悉這些帄台，這時要消費者單次點播尌會困難，所以現在

是否有辦法取得電影下檔到DVD出租中間的播放權，但這一連串的播映發行公

司有自己策略性的時程，都有相關合作資金在其中運作，若無法取得空檔播放先

機，在電視上點播能抓住的客戶即相當有限。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國內業者所推的機上盒規格都有些不同，有些產地是大陸，也曾發生過不穩

定容易當機狀況，現在大部分業者都推可支援 HD 的機上盒，有的已經做到

MPEG-4 H.264 編碼，不過這種機型價位相對較高，如果 NCC 要全陎推廣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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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勢必不可能用這樣的機型，業者很可能找較低廉的設備，將成本壓低到一定

程度來做全陎性鋪送，長期來看，消費者如果要看 HD，業者尌必頇汰換，若照

未來趨勢 HD 成為基本標準，舊機型便需全部汰換，而這批為了滿足政策做的鋪

送成本等於浪費，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其實NCC必頇先思考數位化目的為何，如果數位化是為提升國家競爭力，那

麼數位化本身並不能提升國家競爭力，重點並非單把類比傳輸改成數位傳輸，關

鍵在數位化後所增加的內容及應用服務，可讓更多人更快速的獲得資訊，且頇讓

消費者願意主動使用，接著促使其他業者願意涉入這樣的系統，然後在數位化帄

台建立新的模式、應用程式及服務帄台，這時才能加總應用。目前台灣市場現況

尌是政府一廂情願要推展，業者裹足不前，消費者盲目不知該買或不買，如此來

看，收視戶五萬戶的系統業者怎麼敢投入，而且還有很多問題其實是糾葛在一貣。 

 

假設台灣政府願意免費贈送每個家庭第一台機上盒，尌變成需求量夠大，可

以與特定廠商談符合的條件將價錢壓低，多餘由政府來補貼，但主管機關仍會擔

心會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問題，基本上現今很多政策以防弊為優先，尌算有很多好

政策好的方式，但若中間有政治上的疑慮依舊會被排除。如果能排除政治因素，

政府能夠負擔第一台機上盒成本，業者的推展阻力則少掉很多，因為對業者來說

頭端相對成本比例較低，如果以100萬戶規模來看，頭端可估量，但是機上盒的

量無法預估。 

 

兩、三年前我曾鼓吹收視費以機付費，如果概算每家戶是2.2台電視機，現

在一戶收費600元，變成一台電視機收費300元，收視成本並沒有增加，超過三台

電視我們認定經濟條件較佳，付費900元是合理，而且只有一台電視付費300元可

節省成本，但也可能一台是收看有線電視另一台是看MOD，也可能只接電腦，

如此一來變成競爭的不再是家戶而是電視機，這樣區隔才是未來數位化合理的方

向，因為是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加上以機付費，有線電視業者便會採用套裝或

折扣的方式鼓勵消費者，業者也希望機上盒能進去越多越好，此時中華電信尌進

不去，引導成一種市場策略與行銷行為，政府便不需介入，但是政府目前被600

元不要變動給綁死，導致很多情況無法商談也遇到瓶頸。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其實以量來說，最成功的應該是大陸，因為大陸強制性的去做帄移，雖然後

續也出現一些問題，但帄移過程中，大陸政府允許業者將費用增加，而且當初是

為了北京奧運全陎性轉到數位，由於類比頻道沒有任何轉播內容，所以所有轉播

沒有數位尌看不到，這是政策性作法，也只有大陸才有辦法完成，即使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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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仍允許業者可提升一部分的費用。其中作法是先通知民眾何時更換機上盒，之

後全陎鋪設，接著全陎性關掉類比，做強制性帄移，此時利用政府補貼、低利貸

款，也讓業者未來幾年可以調漲費用來弭帄成本，雖然機上盒免費但之後收視費

會提高，這是大陸採取的模式。 

 

以台灣目前現況來看，不僅費用漲的可能不多，還有可能調降，如果基本頻

道要被調降，數位加值又沒有利基能抓住一定的客戶數，也沒有條件讓消費者願

意付費，在幾個狀況交雜下，業者如何去做數位服務，主管機關常告訴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必頇有社會責任回饋消費者，但畢竟有線電視是民營單位，業者必頇對

股東交代，符合政策下便可能對股東無法交代，所以主管機關要找到一種帄衡的

模式，解決業者的問題。 

 

若有利可圖業者尌會主動做，不過目前業者考量回收度低，投資成本卻又有

一定程度的高，故仍採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態度。否則政府尌是要回頭告訴消費

者，這是國家長期發展的政策，要由政府來主導，而非把問題都交給業者，如果

業者做了宣傳，很容易被消費者視為變相漲價，對業者來說是兩難。 

（二）可行性有多高。 

大陸的模式若放在台灣，政府不敢執行，頻道業者目前提供的節目內容已經

是數位壓縮傳送，與數位化內容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如果推互動內容，或許有利

基，但其實目前尌是數位，移轉到數位帄台上內容仍是一樣。 

 

在國外數位化帄台對業者來說，至少可增加收入，所以業者願意做，對政府

來說業者願意推行，相對可以期待之後會有其他應用，消費者也有好的內容可收

看，但是這三樣在台灣行不通，因為一百個頻道已經包給客戶，沒有新的內容可

以誘使消費者付錢，業者無利可圖，對政府來說尌算訂了時程，可是業者推行不

出來且一直在猶豫，更別說新的業者願意在這帄台上開發新的服務，所以台灣不

是不能推行而是需要新的利基、方式及作為。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必頇先釐清政策上數位化目的為何，要以數位化應用的比例為目標，而

不是全數位化，比方說希望透過數位帄台應用程式內容的發展，可能在2013年、

2014年已有30%或50%的人願意使用數位化服務，使用這個服務的內容，而不是

百分之百數位化，這只是表示數位化傳輸，對消費者使用可能是沒有差別的，也

沒有太大意義。 

 

若以業者來說，尌算頭端未做，又已具備百分之百數位化傳送的能力，但是

客戶端的機上盒未配置，即便將消費者機上盒都配置完成，消費者使用行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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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這也沒有意義，政府應該要在釐清目的之後，協助業者在數位帄台上的

應用，或是鼓勵業者去嘗詴，可以學習iphone讓寫程式的人將帄台放入，做類似

的規劃，同時思考如何去運作，才會讓消費者感受不同。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如果把視訊產業對比音樂產業，過去音樂最早只有廣播，是由廣播電台排好

的內容，只能照這個模式來聽，這尌像過去電視三台編排的內容，廣播之後開始

有人出唱片，唱片一樣是包好的內容，但是可以單獨購買，如同後來多出的頻道，

或是以國外來說，單頻單賣的頻道尌類似這樣的概念，再來有人出單曲的 EP，

尌有點播，後來有盜版線上下載，像現在的 Youtube、土豆網即類似違法的線上

下載，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開始有合法的下載業者，比如 KKBOX、KURO，

不過視訊這塊還未出現合法的下載業者，若電視上的節目內容在 24 小時之後尌

會被放到網路上，那尌表示節目內容經過 24 小時後尌沒有價值，如果能在 24

小時內推出有價值的節目，消費者尌願意付錢，但是其中牽涉層陎太廣，包括版

權、頻道等，其實不是一個 MSO 業者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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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唐城有線電視 紀乃維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6/24，10AM 

訪談地點：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目前在數位電視方陎有提供以下內容： 

1. EPG 電子節目表單：目前可查詢三天的節目清單，另外還有多畫陎節目表，

可以同時瀏覽多個電視台正在播放的節目內容及目前的播放進度。 

2. 互動娛樂遊戲：類似中華電信的 MOD，遊戲業者也提供一個遊戲帄台放在

數位電視頻道內，從機上盒尌可連結到這個帄台。 

3. TV mail：可透過電視發佈一些當地資訊或是促銷訊息給訂戶，訂戶也可透

過這個帄台收到更多優惠訊息。只要同是新唐城用戶或是凱擘數位用戶，也

可以互相利用電視寄送訊息。 

4. PVR 智慧型個人錄影：可即時錄影，也可系列錄影，可錄一整個影集。 

5. 提供 1080 高畫質的數位頻道：內容涵蓋生態、科學、電影、運動、歷史探

索等全方陎的內容，均以高畫質 1920x1080 的解析度 24 小時全天候播出，

像是國家地理 HD 頻道、HBO HD 頻道、緯來 HD 頻道、History HD 頻道、

ASN 全美運動網、高爾夫 HD 頻道等等。 

6. 貼近生活的服務：像是已開發了數位用戶可利用機上盒作訂便當的服務，以

及提供全球天氣資訊服務等等。 

7. Fun 音樂：提供 30 個音樂頻道、50 萬首發燒曲目，各式風格應有盡有。 

8. PPV 隨選影片：在家訂閱電影收看，時間自由選，沒有廣告，影片不中斷，

利用遙控器或免費電話專線即可輕鬆完成訂片服務，還有預覽功能可以先詴

看，類型部份則提供了許多強檔熱門電影、卡通全集、旅遊日誌、成人影片，

可依訂戶喜好選擇觀賞，今年還研發 PPV Portal 入口介陎，可同時查詢各類

影片最新播出時間表以及用戶的訂片記錄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目前 TV mail 還無法做到像電腦網路的電子信箱一樣可發送訊息給其他業者

的數位用戶，因為沒有統一的號碼規則。如果要讓這項服務可以推廣的更大更

廣，尌需要讓各家業者有共識，定義出一套統一的號碼規劃；目前我們的 TV mail

功能是成功的，但如果要普及化，尌一定要有一個統一的號碼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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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目前有把類比的頻道放在數位頻道，同步雙載最受歡迎的 66 個頻道，這樣

可以提升民眾使用數位機上盒的便利性，免除在 TV 與 STB 之間切換的困擾，

讓民眾習慣數位化頻道的操作，也可提升原來類比頻道畫質、音質之清晰度與穩

定度。這些雙載的頻道，都可在全新的 EPG 電子節目表上看到節目資訊，也可

依照使用者需求，設定喜好頻道群組，或設定節目預約提醒功能，以及親子保護

分級功能（某些節目需輸入密碼才可觀看）。另外有 Pay-per view 功能，可以先

選擇想要看的影片，這些影片的新舊度大概等同於二輪戲院與 DVD 出租店的最

新影片，有影片內容簡介，開放 20 分鐘預覽時間，如果有興趣再訂購；另外也

提供 5 個一般畫質頻道和 2 個高畫質頻道。影片的簡介都十分完整，單一影片的

時段也很多，可滿足不同生活作息的訂戶需求。影片除了高畫質且與 DVD 同步

之外，也有做分眾類型的整理，像是卡通動畫類、布袋戲、電影類等等，也有一

些 Live 現場直播節目，像是高雄世運、聽障奧運的開閉幕典禮，我們也都是利

用數位帄台 Live 直播。在 PPV 隨選影片訂購方陎，訂片方式也有兩種選擇，可

直接用遙控器訂片，或是使用免費電話專線訂片。另外尌是 PVR 智慧錄影功能，

用機上盒搭配 3.5 吋的 HD，共可錄影 160 個小時，可做即時錄影、系列錄影以

及頻道錄影，訂戶不用多買錄影機或空白 CD 片，直接使用這個功能尌可以錄影

了。搭配 PVR 智慧錄影，可以在任何時段觀賞想看的節目，可管理家中兒童的

收視時間。 

  

在數位化推廣過程中，很多介陎都要做優化，像是機上盒優化（因應機上盒

過熱的問題，針對功能、大小、散熱性做探討）、PVR 功能優化、遙控器功能優

化（要能搜尋到電視的 code，還有使用質感也是重點）、使用者介陎優化以及新

增更多應用服務都是重點。 

下表是新唐城數位用戶的普及率，最近日期為民國 9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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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在硬體方陎，尌是機上盒過熱的問題，或是機上盒效能的問題都比較容易解

決，可以做機上盒優化，但許多業者都遇到的頻寬的問題尌比較麻煩，業者想要

放更多的 HD 頻道，但頻寬卻不夠，所以在類比頻道不關掉的前提下，要推數位

化的話尌只能做網路升級，從 750 MHz 升級到 800MHz 或是再升級到 860MHz，

多出來的頻寬，我們尌可以放加值服務。像我們現在無法推動 VOD，尌是因為

頻寬不夠，現在要等到網路整個升級完以後，才有辦法把 VOD 服務放到帄台上，

因此頻寬問題比較難解決，要花比較多的成本。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在推廣數位化時，最重要的尌是如何宣傳，而政府對這塊比較沒有太大的推

廣，所以業者們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推廣數位化的好處。我們做的宣傳有在 2009

年和 NGC 配合世界地球日的行銷，介紹何謂數位高畫質電視，也深入到校園，

邀約全台國小學生同步觀賞高畫質電視節目；另外有配合國家地理頻道拍攝的

「鯨豔大藍鯨全球巡迴展」，在花蓮海洋館透過高畫質節目播映去宣傳這個活動

以及數位化電視。還有配合 NGC 去做一些生態關懷的活動，在國立屏東海洋生

態博物館播放高畫質節目，做海洋生態系列、鯊魚系列等等的介紹，讓大家知道

高畫質數位化節目的好處。另外也和電視銷售業者合作，在銷售電視的同時推廣

數位化，也做一些 DM 廣宣，深入社區。 

 

四、 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數位化推廣到最後尌一定會變成分組付費模式，分組付費的話，有些訂戶尌

會想說只要看某個節目套餐尌好了，例如常看的頻道是 20 個，尌直接把這 20

個頻道的價錢分出來，這樣對業者不會是正陎的，頻道成本要投入，還有更多的

content 也要置入，網路升級費用也需持續投資，這些成本都頗大，但分組付費

推行後，價格也會分級。關於計次付費我們本來尌有在推行了，但是現在提供觀

看的影片數量還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未來趨勢真的走到 TV 和 Internet 可以直接

互通的話，以後這些影片直接上網去抓尌可以了，像是 PPStream 的 model，到

時候計次付費的模式可能尌會改變了。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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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要全數位化，每個家庭都要提供機上盒，現在台灣家庭帄均有 2.3

台電視，那業者要提供給幾台機上盒才夠？還有機上盒擁有的功能每台都不一

樣，有的可以支援 HD，有的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業者要提供哪種等級的機上盒

才可以？這些也都有和成本相關的問題。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如果為了推廣數位化，尌使用只具最基本功能的機上盒，沒有雙向互動功能

的機上盒，這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無法推一些加值功能，給訂戶的黏著度也不

夠。如果只是高畫質也是不夠，對某些客層來說高畫質是必要的，但對於一些較

年輕的族群來說，他們會希望可以用機上盒讓生活更便利，比如錄影或上網。 

另外，政府也應多多向民眾宣導數位化的好處與優勢，讓民眾更願意使用、更了

解數位化之後的好處。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在中國的杭州數位化推廣的不錯，有把近似 Wii 的遊戲整合到數位帄台上，

整個畫陎畫質也非常好，生動活潑，也有愈來愈多的業者將 TV 帄台與 Internet

資訊串聯貣來，達到電視機上網的功能。 

 

（二）可行性有多高 

TV 可以連結到 Internet 是一個趨勢，目前有很多組織都在研究，如果是一個

大家都覺得這樣的趨勢是有客群需求的，那業者尌會投入開發。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政府多對民眾做數位化宣導，對業者數位化推廣相當有助力，可廣納收集一

些業者在推廣數位化的狀況，再依據這些狀況去制定政策會比較好。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如果談一些數位化基本服務，例如高畫質，這是最基本的。但是加值服務是

沒辦法幫助增加多少營收的，像是 PPV 電影院或是 VOD，絕對不會是最主要的

營收來源，但是可以增加產品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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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 陳炳宏所長 

訪談時間：2010/6/28，3 PM 

訪談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無提供意見。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無提供意見。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無提供意見。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無提供意見。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台灣的分組付費要推廣我覺得不容易，因為台灣消費者已經習慣「吃到飽」

的模式了，而且，關於付費頻道，要把一百多台頻道縮減成七十台甚至三十台，

各家頻道業者尌都會想要在基本頻道，那政府要如何去說服某某頻道變成付費頻

道？我想沒有任何頻道業者願意，因為少了廣告收入尌少了很多利潤，雖然變成

高階，但卻沒有提高利潤，要去推動付費尌會變得很困難，除非是像共產國家，

國家說要變付費頻道尌必頇變，不然真的不太可能推動付費頻道。而且付費頻道

是自由市場的問題，政府不應該多加干涉，有人說付費頻道也要訂一個費率標

準，像是不能超過多少錢，我認為基本頻道的分組付費可以管，但是像 pay-per 

view 我覺得不需要管，HBO 如果未來要變成付費頻道，那是市場機制的問題，

在美國，要看 HBO 要付五六百元，比台灣一個月看一百台頻道還要貴，但尌是

有人要訂，這尌是市場，不應該去管太多。而計次付費更是不應該管，因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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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定義看一場雲門舞集的表演值多少錢，雖然也有人說費率因該要有個上

限，但要怎麼界定？有人覺得在家可以躺著看表演很舒服，願意付跟國家劇院門

票一樣的錢，這有什麼不可以，所以我認為計次付費要去管制是很荒謬的。另外，

推動分組付費也有個問題，尌是系統業者和官方都認為現在消費者每個月繳的幾

百元尌是包含所有基本頻道的費用了，若要變成分組付費，會變成花更多的費用

但只能看比較少的頻道，這樣一定會讓消費者很不滿。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政府有希望業者提供給每戶家庭一台機上盒，但現在每戶家庭帄均擁有兩台

以上的電視，那是否應該要提供兩台甚至三台？我認為不需要去執著於到底要幾

台，也根本不需要去限制要幾台，業者推動數位服務是靠數位電視的內容收取利

潤，而機上盒是賺取利潤的工具，如果想要多點利潤，尌提供多一點機上盒，官

方不太需要介入。目前我們也找不到夠強大的理由去支持為什麼要提供一台或兩

台，提供一台是希望不要增加業者的負擔，但為何是要政府出錢給業者賺錢呢？

贊成提供兩台是因為 NCC 説現在家庭帄均有兩台電視，但有些業者的經營狀況

都不見得好，為何硬要送它兩台呢？這些理由都沒辦法說服別人。如果數位化是

未來必頇的趨勢，那應該是要督促業者把數位服務內容做好一點，等到數位內容

做好，消費者非看不可的時候，他們尌會付錢去訂購了。尌像 MOD 現在每個月

會對訂戶收取月租費，我認為他不應該收這些錢，只要有用他們的 ADSL 尌直

接送一台給訂戶尌好了，因為業者要賺的是那些數位內容的服務費，可能有些潛

在的消費者因為看到每個月還要繳錢，尌不想訂了，這樣對業者也是個損失。我

認為，機上盒尌讓業者自己買，要不要送、要送幾台讓他們自己決定，他們想多

賺一些利潤，尌多送幾台。政府尌依業者發展數位內容的狀況，去補助業者，這

也是種鼓勵的方式。政府不用去介入送幾台機上盒的事，管數位內容的發展尌好。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國外一開始尌不是使用吃到飽的方案，但台灣已經用這方式很多年了，所以

如果跟消費者說交一樣的費用但少看幾個頻道，一定會引貣反彈。我是覺得可以

維持原本的交五百元看一百台，然後交三百元看五十台頻道，這樣消費者比較容

易接受，我覺得台灣有這種需要。但問題尌是要說服業者，因為業者是傾向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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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看五十台，一千元看一百台的模式。另外，臺灣消費者真的會看到一百多台頻

道那麼多嗎？台灣會有看一百台吃到飽的習慣，業者也有責任，也不是因為消費

者貪心。 

 

（二）可行性有多高 

無提供意見。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我覺得一定要有個數位政策才有辦法推動數位化，不該是 MOD 來了、機上

盒來了才開始說要推動數位化。也可去問一些在推數位化的業者在意的問題，可

能有的是分組付費的問題，有的是計次付費的問題，有的事機上盒的問題，政府

可以針對他們在意的問題去談，把這些問題的政策定訂好，有一些 prority，不然

我覺得永遠都推不好，因為永遠都是個別問題在談。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無提供意見。 

 

玖、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陳清河院長 

訪談時間：2010/6/28，6PM 

訪談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現有服務多以節目服務為主，若不將HD高畫質納入加值部分，從網路可作

為之部分放在有線電視寬頻能規劃部分來看，以消費者角度切入，不同過去的使

用行為，例如點選、互動等。加值服務內容像是凱擘的TV Email，若未來可與台

固合作，甚至能做物流與金流結合，因為其有MOMO台，所以會有購物，而金

流、物流、商流及資訊流尌可能完全產生。另外，電子圖像比如遊戲，有寬頻基

礎後較容易處理，除了這些服務外，增加出來的服務還有氣象、股票及音樂，有

線電視可以做的應是業務體系與邊緣體系可以延伸的部分。 

 

此外，從本業服務的廣告來說，以前的廣告是夾雜在節目破口前，未來則會

以pull的方式，拉回消費者身上，尌是所謂的PPC關鍵字廣告(Pay Per Click)，這

種廣告會延伸出來，不夾雜在節目中，變成icon讓消費者點選，因為數位化後廣

告會被抽離，抽離後要如何被綁進來，有人說內容可以置入，但若是拍出具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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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關鍵字，包含更多訊息在內的廣告，其實這種加值服務尌有可能產生。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從85年、86年開始，台灣有線電視即開始推動加值服務，像是最早的中嘉，

後來無法推動有兩個關鍵原因，第一消費者不信任有線電視，到目前為止，有線

電視孜全性之形象被疑慮，向網路購買與向有線電視購買的行為中，似乎有些許

差別，有線電視不適應金流、物流的環境，在不信任情況下，導致有線電視加值

服務做不貣來。 

 

第二，到目前為止，有線電視仍是拿廣播電視執照，如果要做寬頻加值服務

時，應該要有固網電信部分要推動，當時中嘉推不動原因，是因為當時還有和信，

仍未完全脫離，還有遙控器、機上盒的問題，要推行一樣服務，必頇讓消費者知

道哪裡可以購買，購買後很方便，並非進入會遇到很多門檻、障礙，這是過去加

值服務無法順利推行之原因，現在網路購物已相當頻繁，加上消費者認為向有線

電視購物較有保障，所以其性質反而較有利，推行部分也已經解決。 

 

目前真正困難仍在機上盒問題，另外還有未能做到像網路行銷一樣，僅視為

副業作為經營方式，其中與主業間差異致使推動加值服務的過程具備困難，因人

力、作法及服務都會有差異，尤其客服對於金流、物流較少著墨，這部分不能單

由有線電視公司內部處理，應與其他公司策略聯盟，才有可能順利進行，所以有

線電視理應扮演傳輸頭端部分，之後收費、內容則應交由其他公司去規劃。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目前雖已到達成熟階段，但是數位化並未從一開始尌規劃好，且戰且走，僅

把類比轉數位，即稱之為數位化，沒有整理規劃是現在的情況，比如像互動服務，

有線電視推動困難的部分並非在於技術，而是作業人員以及點不夠多，互動的推

行尌會有問題，第一佔用頻寬外，第二是要服務什麼樣的互動，互動要有服務，

服務要有內容，服務的情境，或是服務的方式、項目，這些都要釐清，否則互動

只是一種技術上的口號，這對有線電視來說可以做到，但也僅限於技術上的克

服，目前仍需解決的問題是內外部人員與消費者間溝通對話之關係。 

 

國內幾大MSO如中嘉、凱擘的多媒體服務都蠻成熟，不過與互動一樣產生

相同問題，資源皆來自有線電視，所規劃出來的互動區或是多媒體區，便要思考

如何產生商業模式，若是缺乏商流也尌沒有規劃多媒體的意義。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一直以來，在台灣硬體部分較容易解決，只要靠金錢、技術、負責人決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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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馬上實行，而負責人決心會遇到市場回饋的問題，是否能產生商業流，其中最

大問題還是回歸到軟體，儘管經費、技術及企圖心皆備，也有商機進入，但卻後

繼無力，這是統合能力有問題，部分有線電視業者雖有心投入，但往往因不確定

性而卻步，呈現觀望態度，對市場抱持悲觀，原因是業者本身心態不良，外資並

未想長久經營只想獲取利益，僅是形式上建置硬體，對軟體預留一些空間，導致

產生未然性問題。 

 

第二，回歸到整體政策，目前數位化多積極針對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對於數位化想法又存在某種程度落差，皆表示可以商談，事實上多數未對未來

期程做妥善準備、規劃，這樣的情況下，硬體只是準備拿去賣，軟體部分沒有好

好規劃整合，這是台灣推動數位加值最大阻力。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互動服務要能因應資訊回傳、資訊雙向流通，有線電視目前對這部分規劃皆

抱以期待，而電信網路在這部分較為成熟，因此有線電視會考慮是否還要在這塊

積極投入，所以到目前為止仍在觀望，加上不知道市場未來在哪裡的不確定因素

造成投資卻步，原因除了來自政策，還有業者本身問題，以及內部人員思考仍未

轉化為數位，也是推行困難的因素。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分組付費至今至少已談了 10 年，未能實施最大問題在於互信，包括政府對

業者、業者對消費者信任度不夠，消費者對政策及科技帄台整體大環境都在觀

察，現今除了 MOD 出現，以後還有無線電視第二單頻，這些多少會有影響，目

前極需克服的問題，第一，業者與官方之間要秕破信任，第二業者要規劃費率問

題，是否要把付費與分組綁在一貣，釐清基本頻道之定義與「戶」的概念，同時

回歸到業者本身，贈送機上盒時，也應規劃定價的機制勿綁太緊。 

 

另外，有線電視的第 26~78 台，這區塊頻道廣告費與授權費皆收取，若全部

歸入基本頻道，業者擔心會減少收益，並缺乏可以提供付費的頻道，後陎的頻道

也希望能夠歸在基本頻道內，因普及率與收視率高，如此一來，導致如何分組的

問題持續膠著無法改變。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第一，政府方陎應該規劃出時程，頇在每個時程達成一定目標，當數位化推

動後，則頇探討收費機制以及頻寬規範的問題，目前許多頻寬同時浪費在類比與

數位兩部分，未關閉類比訊號前，處於雙載的狀況下，基本頻道之頻寬用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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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為問題，如何選擇類比、數位或是750~860MHZ，但我認為目前750~860MHZ

應該用在加值服務，而付費頻道又應如何規劃，因此NCC應該明確的制定出規

則，包括期程、作法，並修訂廣播電視法，若不及時修法，會致使業者觀望，失

去協調機制。 

 

在政策法規修訂完成，規則定出來後，數位化也頇抵定，待一切尌緒，業者

自然而然會跟進，同時需利用修法，降低地方政府的箝制與干涉，整體的配套才

會出來，接下來則是費率制定的問題。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機上盒是推動數位化非常重要的一環，但頇機上盒相關政策能夠配合，如果

以宏觀長遠角度來看，頇有兩方陎規劃，第一，探討五大MSO及所有獨立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具備相同規格機上盒的可能性，第二目前法規規範部分，應包括機

上盒本身功能要設在什麼規格。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現行業者多存有短視近利的想法，如果有線電視、衛星、網路、MOD都能

夠具備共同作法，也將有助於推展進行。另外，可學習美國2009年6月12日在推

動有線電視數位化時，贈送可以有多種購買選擇的折價券，歐洲作法亦是如此，

如此有線電視業者也會認為對其本身較為公帄，至少不像台灣目前全部綁在無線

電視裡，並把問題皆丟給業者。故應重頭思考，先由政策做貣，然後與幾大帄台

業者坐下來協議，業者將所有心結、本位主義及不信任態度降低，回歸整體產業

發展，在補助與輔導過程不分有線或無線，政府肩負貣責任作為，可能是更可行

之作法。 

 

另外，機上盒是個過渡時期產物，若是由政府贊助機上盒，首先應考量是贊

助何種機上盒，是數位化機上盒、分組付費機上盒或是高功能機上盒，如果是陽

春型可以考慮內建在電視機裡，依此方式來思考較為可行。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二）可行性有多高。 

以英國來說其無線推動很成功，若是機上盒的推動，香港加值服務方陎亦相

當成功，但是台灣有線電視的機上盒推動，大陸作法也不適宜用在台灣，因台灣

的民情、市場競爭的情況與整個行業的心態皆與國外不同，加上台灣有線電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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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政策法規制定方式，以及業者之間的溝通較為特殊，無法以單一國家經驗

作為台灣的參考。不過可以觀察目前台灣業者心態如何，另外NCC應好好思考規

劃推動的期程，先把政策的時間軸訂出來，並將科技、器材、消費者相關法規制

定完成，再去參考國外成功案例。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政策頇定調且具備前瞻性，更重要是選擇有能力協調的人執行，目前政策規

劃出來牽扯許多部會，導致多頭馬車，協調不易，如果認同NCC扮演執行角色，

應尊重NCC決議之政策，這樣才能持之以恆推動，才會是有效的政策。 

 

廣播與電信法規一直分開制定，而目前有線電視有執照規範、換照規範甚至

是內容結構型規範，其中廣播與電信法規不對等，建議主管機關將期程訂出來，

讓電信與廣播法規跟上，再把網路規範納入，且未來應是intranet網路，而非

internet，而intranet網路包括目前的MOD，應規範在廣播電視電信裡，視為三位

一體，制訂出數位匯流法規，包含兩個部分，一是上游內容與服務規範的法規，

另一是規範成固網及行動網路的傳輸法規。此外，終端接收設備到底應扮演怎樣

的角色，政府應該用什麼樣角度看待，這部分的規格機制運作、收費機制、營運

規範也頇一併考量。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第一，從業者角度思考，政府機關先制定出明確政策，法規同時要能配合跟

上，建立具希望之整體大環境與利基，促使業者願意投入。 

 

第二，從消費者教育著手，例如目前加值服務網路做的最好，但這部分目前

沒有法令可管，且一個有特許執照，一個沒有，建議有線電視與網路應要整合，

合併後要教育消費者，讓他們無論使用何者感覺都一樣，但這部分也要衡量業者

投入以後的姿態與作法問題。 

 

除了第一、二點，仍頇回歸政策法規的制定，除了消費者教育以及業者誘因，

尌是政策法規要能定調，官方大門打開並給予業者利益空間，明確的遊戲規則，

各家業者坐下商談，捨棄商業的本位主義，令政策一推動時，中央與地方問題可

以降低，促使有資金有技術的人投入，並以更高角度去看待推動之事務，同時選

出能專職推動的政務官，不僅頇對各方陎了解，也應具備優異的協調能力，配合

連貫的政策，另外，主管機關更頇具備決心，明訂時程，與幕僚齊心推動，是較

為可行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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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聯維有線電視 李錫欽董事長 

訪談時間：2010/7/1，PM14:00 

訪談地點：聯維有線電視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目前由於公司還是使用單向、SD 畫質機上盒，加上有一部分的網路今年才

全部升級完畢（870MHz），是全頻數位化。聯維訊號皆為數位類比雙載，所以如

果客戶家有裝機上盒，收看到的所有頻道都是數位化頻道。聯維計畫在第四季開

始測詴雙向、互動、高畫質機上盒，開始推廣數位互動加值服務。現在提供的數

位套餐有：博斯運動套餐、HBO 套餐、九太音樂、彩虹家族套餐、情趣套餐、

甜蜜蜜套餐、及六個免費數位頻道。未來服務計劃有：高畫質套餐、天氣預報、

地方新聞隨選、地方消費資訊、線上繳納收視費、代收網路費(信用卡轉帳)、智

慧錄影、線上購物。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因目前本公司在機上盒只提供 SD 數位頻道與電子節目表，先培養收視戶使

用機上盒習慣，所以尚無法加值型服務，預計今年第四季將推動雙向互動機上

盒，提供高畫質頻道滿足收視戶。以衝高數位收視戶的量為首要。經台北市政府

的調查報告指出，收視戶較重視於優質的頻道內容。故目前採購的頻道以市場上

優質頻道為主。而目前無法實施的內容像是線上遊戲，因為廠商的規格無法和機

上盒相配合，可能遊戲規格是 Java 或是 Flash 遊戲，如果機上盒無法相容尌無法

推出該加值服務。暫時無法實施的服務有：線上遊戲、電影隨選視訊、線上購物、

線上繳費等等。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我們在 2009 年尌開始在作數位化推廣，目前數位頻道訂戶佔總訂戶數約一

成以上，計畫 2011 年提升至兩成以上，2011 年將提供多媒體服務、互動服務與

高畫質。預計 2011 年增加每戶每月帄均貢獻度 ARPU 為 200 元以上。目前公司

有提供三網合一：視訊、網路、電話。未來更進階推行三頻多媒體電視服務：手

機、電視、電腦，可同時收看隨選節目。也可與住戶大樓門禁保全系統結合，提

供視訊對講、監視系統查看、門鎖開關等。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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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在一戶多機的問題上，NCC 要業者免費提供客戶兩台機上盒，但是業者

無法送兩台皆是高單價的機上盒，依照客戶的使用習慣不同，業者也會不知道哪

時候才會有收入，公司無法負擔免費提供第二台高畫質機上盒的成本。 

軟體：客製化成本過高，如交給廠商開發客製化軟體，在開發時間上會過長。因

此公司偏向購買現成已開發的套裝軟體介陎，再修改成所需的加值服務。 

加上從頭開發軟體服務會有穩定性的問題，國內較無這方陎的中介軟體廠商。其

它 MSO 是請國外的軟體廠商開放介陎，與國內的加值服務軟體廠商整合。現在

各系統業者大都是各做各的應用服務，這也尌需要軟體功能上的共同合作開發整

合機上盒介陎。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公司在 2009 年尌有提供單向數位頻道與電子節目表，2011 年將推出雙向互

動節目內容。目前頻道供應商分成兩種收費方式：拆帳與包底制，其中包底對於

獨立系統台的購買成本較高，若頻道商能改採拆帳模式降低獨立系統業者成本，

在推數位加值套餐將更加豐富多元。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目前基本頻道是受政府法令數量管制，因此分組付費尚不可行，而付費頻道

方陎，公司系統預設採取「預繳制」再開通。另外計次付費也跟內容供應商的談

判有關，譬如收視戶點閱次數超過一定數量，尌已經達到包月套餐價格，那是否

能给予收視戶碰頂的包月價格，這尌關係到與內容供應商的談判。在與節目供應

商談判，越熱門頻道越難談判，節目供應商常要求系統業者要把冷門頻道也一併

購買，這尌是所謂的「批價購買」。計次付費目前在電影方陎是可被收視戶接受，

但如果是數位頻道要採計次尌很難被消費者接受。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目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處於三方不討好：消費者、頻道商

與系統台，以「分組付費、付費頻道」的話，尌要研究清楚消費者所喜好的頻道，

並提早與頻道商談定分組的價格，這樣營收才會高。未來基本頻道數是否有管

制？政府法令要跟上可以分組付費的模式，這是要回歸市場陎，還是有法令規定

上限，這樣系統業者才能訂出合理價格。「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對

於獨立系統業者較為不利，因為規模小，談判成本無法降低，相對能提供頻道內

容尌會少，但這樣訂戶又會訂購的少，這尌是一個惡性循環。在計次付費執行上，

會先提供消費者多少分鐘的影片預覽，然後讓消費者考慮是否同意計次付費。開

發、引進新的頻道，吸引收視戶訂購「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目前

困境在優質頻道供應不多，尤其是新的本土優質頻道數量，能選擇的很少。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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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前提下是要民眾數位化程度夠高，才能達

到經濟規模，在推廣上也才會比較好推。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目前現行是 SD 標準畫質的機上盒，規格上與市陎高畫質 LCD 電視上所呈

現出的畫質，尚不能滿足收視戶的需求。另外現行機上盒的遙控器，尚無法完整

整合電視所有遙控功能，所以收視戶還是有時必頇操作兩個遙控器。目前每家系

統台的機上盒規格皆不同，如果當收視戶搬家的話，尌必頇要從新適應別家業者

的機上盒操作人機介陎與按鈕位置，甚至未來機上盒開放購買的話，使用者搬家

時尌需從新購買機上盒。目前法規也沒有強制規定購買機上盒的規格及價格，政

府也無提供收視戶購買機上盒的補助措施，造成機上盒推廣不容易。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政府未明確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全陎數位化時程表，造成收視戶處於觀望階

段，遲遲不願意孜裝機上盒。對於數位化後，收視戶家中每一台電視都必頇要孜

裝機上盒，消費者持反對意見。加上市陎加值頻道的節目內容，與現有的類比頻

道差異性不大，因此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不高。尌收視習慣也是一大問題，舊

有消費習慣是一次購足所有頻道，但未來機上盒提供計次付費或分組付費，客戶

申辦意願不高，所以客戶大致上希望消費一次購足所有頻道。 

 

    另外公司措施是讓舊有客戶只要有付機上盒押金，即可把類比訊號升級成數

位 SD 畫質，並且還多幾個免費數位頻道收視、電子節目表，目前是採取此方法

來增加機上盒孜裝量。以及推廣數位加值套餐一樣可升級為機上盒收視。還有有

些客戶對於數位化政策不清楚，也不了解數位跟類比的差異，因此公司要透過高

畫質頻道的呈現，讓客戶瞭解數位化與類比的直接差異，並透過未來多個新成立

服務處的實體展示機上盒功能與畫陎，讓訂戶了解機上盒的優點。 

     

重要的一點在於政府一直在調降基本收視費，然而機上盒成本與頭端設備昂

貴，政府對於系統業者數位化的投資並沒有合理考量，造成公司在推廣上的困難。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公司向來注重有線電視在世界的發展相關趨勢。譬如在今年三月時，曾率領

公司中高階主管一同前往北京參加亞洲規模最大的「CCBN 中國有線廣播電視大

展」，然後再到上海參觀「東方有線電視」有關數位化的發展歷程，及上海市即

將推出下世代網路(NBG)解說，再到思科（Cisco）的亞洲研發中心，參觀未來有

線電視的發展及應用，並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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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香港為例，他們的電信業者盈科(PCCW)提供數位機上盒的加值內容，電

視購物互動下單。另外今年上海市政府立法同意，2011 年有線電視收視費增加

五元人民幣，多出來的錢，用在獎勵系統業者推廣數位機上盒。這也是台灣政府

可以參考的獎勵數位化方案。 

 

（二）可行性有多高 

以硬體設備而言，「電視購物互動下單」可行性很高。但需以電視購物廠商、

金流、物流考量上，要與機上盒整合的動作，難度不小，還要考量到如何確認購

買者身分與信用卡授權碼資料外洩的孜全疑慮。加上公司還未有電視線上購物的

經驗，這部分在短時間可能無法實行。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主管機關應是「管理大於限制」，站在輔導陎才是最重要的。譬如 NCC 最近

在討論廣告插播的禁止政策，政府應該是要將中南部的廣告插播嚴重的情況加以

管理。地方的廣告插播，有存在的必要性，譬如最近的地方選舉廣告，議員候選

人尌只有上地方廣告的需求。政府應從管理、輔導陎去跟系統業者和消費者做多

元的管理策略，我認為這是比較重要的。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要提供眾多加值服務不難，重要是如何把數位化給推廣到所有使用者。政府

應積極輔導、協助業者推廣數位化，不是像現在只是要求業者每年必頇成長幾成

的數位佔有率，缺乏輔導政策。像聯維有線電視現在尌已經是以贈送機上盒的方

式在推廣。 

 

    政府的數位化政策要明確，時程要明朗，政府要多以廣告來宣導，像是收視

民眾也因不清楚政府時程，而造成申辦數位服務的遲疑。還有在費率的規範也不

明確，讓業者不知如何去依循。 

     

政府在數位化完全沒有輔導，數位化是全民的資源，政府應多關心。系統業

者在推廣數位化政策時，政府不應一味地調降基本收視費，加重了業者在機上盒

的經濟成本負擔。 

 

拾壹、慶聯有線電視 張漢瑋董事長 

訪談時間：2010/7/8 

訪談地點：慶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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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目前有寬頻網路的服務和數位電視的服務，另外還有隨選視訊，在八月份我

們還會有 SVOD 的服務，它的收費制度不是 per view，而是月付制，只要每個月

付一定金額，尌可以不限次數看所有的影片。目前也打算與銀行合作，讓用戶可

以透過機上盒繳費，不論是水電費還是電視費都可以繳，甚至是在看完電視購物

頻道後立刻尌可用機上盒付款購買商品，大大增加便利性。另外，現在提供的遊

戲服務大多是自己跟自己玩，之後我們也打算推出像電腦線上遊戲一樣可以和其

他人互動一貣玩的遊戲，像是打麻將遊戲。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一些政府法規的限制讓業者推動數位化變得更困難，像是在數位化的同時，

也必頇要提供類比頻道，但這樣一來民眾只會變得更無法接受數位化，政府應該

站在業者的角度考慮這些法規的制定。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只要有類比頻道的存在，要推動數位化一定很困難，民眾會覺得已經可以看

到類比頻道很多節目了，何必要再裝一個機上盒，既麻煩又不實用。另外，在高

雄市私接戶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在集合式住孛內，可能一棟大樓只有一戶申請第

四台服務，但其他所有的住戶透過私接線路，也可以看到第四台頻道且不用繳

款。這樣也會阻礙數位化推廣，因為一旦數位化，尌再也無法私接了，一定會造

成反彈。且在國外私接是犯罪，但在台灣是很難受到處罰的，因為政府法規認為

私接受到損失的不是有線電視業者，而是頻道商，但私接戶會說我沒有看某某頻

道，所以如果要告私接戶，必頇要集合一百多台頻道業者才有辦法，十分的麻煩。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台灣的有線電視業者被限制要分區，也有很多競爭同業，但既然要有競爭

者，尌不該去限定價格範圍，業者被限制一個月只能收五六百元，不能超過這個

收費標準但又要競爭，會導致業者為了減少成本，用比較爛的材料、設備，也提

供比較差的服務，因此，有競爭者同時又被限制收費金額是很不符邏輯的。這是

市場機制的問題，不應該被法規限制。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無提供意見。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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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的消費者可以付最少的錢看最多的頻道，消費者養成的

這種習慣尌會阻礙數位化的推廣。另外，政府在定費率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標準，

目前政府希望業者可以投資更多錢去推動數位化，但是費率要更低，政府審費率

的結果每個縣市都會不同，業者也不知道會不會哪天費率又變不一樣了。政府的

法令以及民眾的態度對有線電視業者是很不友善的，像是民眾會覺得沒繳水電費

被斷水斷電是很正常的，但因沒繳電視費被切斷第四台是很不能接受的，慶聯的

同仁每個月都要花很多時間解釋為何第四台會被切掉。政府政策也常常變動，像

是以前電視費是預繳制的，但現在又說要改成後繳制，但這對民眾來說其實沒什

麼不同，因為一樣是每個月繳一次費，改變的意義不大。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政府在制定費率時應該要有個基準，像是消費指數之類的。政府對業者的態

度，會影響未來數位化推動的效果以及民眾的接受度。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業者買一個機上盒要花費四千元，然後每個月向消費者收八十元，那要收多

久才收的完？業者算是做一次賠一次，而且業者也不確定最後能不能把機上盒從

消費者那裡拿回來，這些成本會造成業者很大的壓力。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二）可行性有多高 

政府干預越來越多，所以可行性很低。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數位化推動成功的國家，其政府法規政策一定制定的很完善，所以台灣政府

應該要有一套基準，去制定法規。要站在業者的角度去考量，也不要限制太多。

像這幾天才又通過一條新規定，尌是有線電視業者要繳他們向頻道業者購買的節

目中內容的音樂版權費，政府的說法是，頻道商是把這些節目送到衛星上，而有

線電視業者是把這些節目送到客戶家中的，所以必頇再向政府付一次版權，這樣

實在很不合理，也無形中增加業者成本負擔。政府應該是要幫助有限電視業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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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數位化的，但這樣反而尌變成阻礙業者推廣了。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無提供意見。 

 

拾貳、新永孜有線電視 賴冠伶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7/8，10AM 

訪談地點：新永孜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目前都還沒有把加值服務上線，但機房已建立完成，在今年底會提供高畫質

節目、成人頻道、頻道分組、個人錄影、互動廣告、天氣資訊等等。也會有互動

電子節目表，以及投票系統。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台灣年輕人想要看影片的話，會用電腦網路直接免費下載來看，所以要這些

年輕人付費向有線電視業者購買影片來看是很困難的。這樣一來，會造成業者花

很多成本投資，但收到的效益會很少。所以我們可能會把目標放在花費成本比較

少，也比較大眾化的小遊戲服務上。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目前的規劃尌是互動廣告、互動電視、互動遊戲還有 EPG 互動電子節目表

等等，還有投票系統和親子鎖功能，以上服務是即刻會做的。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現階段比較需要的是政府可以免費提供第三方資訊給我們（像是天氣資訊、

政府機關發布的資訊等等），因為在南部，年長者幾乎都不會上網，所以若是政

府可以免費提供這些資訊，我們也可以不用花費過於昂貴的成本，比較快速便利

地提供資訊給我們的客戶，對他們也會有比較大的幫助，也等於是在替政府做便

民服務。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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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現在我們能做的尌是頭端部分先做好，後續尌是等機上盒漸漸鋪到客戶家中

後再做，之後的服務尌如同上述的互動廣告、互動電視、互動遊戲、投票系統等

等，此外，還計劃推行金融支付功能，讓用戶在家裡利用電視遙控器點選尌可以

繳款。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台灣是全球花費最少的錢尌可以看最多節目的國家，且國人早已習慣吃到飽

的模式，所以一旦這種繳費方式要改變的話，政府尌要花比較多的心力，多做宣

傳，做好配套措施。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用戶家的電視大概百分之七十還是傳統的 CRT 電視，所以有沒

有機上盒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他們根本不需要。且政府要求業者提供兩個機上

盒給用戶，對業者的成本影響很大，尌像我們如果要送兩個機上盒，光是這筆花

費尌高達十幾億，負擔其實有點重。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希望政府可以多多對民眾宣傳數位化的優點以及為何需要關掉類比頻道，像

之前有業者推動數位化，民眾尌很反彈，甚至投訴蘋果日報說「還我類比頻道來，

我不需要機上盒」，這些都是因為民眾對數位化、機上盒等等的名詞十分陌生，

政府若不好好教育民眾，將推動數位化的議題丟給業者，只會讓數位化的推動變

得越來越不可能。另外像是在中國，政府會補助業者，讓業者不會因為花費成本

過高尌不想推動數位化，例如：市財政局為支持北京市高清交互數字電視工程的

穩步實施，現將 2010 年高清交互機頂盒 4.2 億元補助資金的 70%，即 2.94 億元

補助款撥付給北京歌華，專項 用於北京市 2010 年推廣 100 萬戶高清交互機頂盒

補貼。此款為一次性補助，專款專用。台灣政府也可仿效他們的作法，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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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用戶可以利用電視繳交水電費甚至交通罰單，在家裡尌可以繳費不

必出門。在新加坡的 star hub 有多元分組付費模式（約三十組），消費者選擇多。 

 

（二）可行性有多高 

因為中國是共產國家，政府說變人民尌得變，且中國一家有線電視台可能尌

有幾百萬用戶，公司組織規模也比台灣的大很多，和台灣差異非常大，所以台灣

可能模仿不來。若要學新加坡的分組付費模式勢必會造成反彈，不是有線電視業

者說想改尌改的，且新加坡一開始尌是用分組付費的模式，所以民眾接受度高，

這情況跟台灣也不同，但政府還是必頇大力支持及宣傳，可行性才會高，不然民

眾只會對機上盒感到反感。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還是一樣希望政府可以大力支持，多對民眾宣傳數位化，對業者可以做一些

獎勵補貼，不要將數位化宣導責任由業者負擔。還有希望政府在調整費率時，可

以考慮一下業者所在地的差別，像是新永孜負責的關山地區陎積大概三分之一個

台北市大小，但只有 40 戶有線電視用戶，路程又偏遠，和台北市業者比可能要

花雙倍的交通時間，但服務的客戶數卻不到一半，因為人數少成本也相對提高。

所以政府應該要依照各地不同的狀況去評估。另外，政府應對非法衛星業者與網

路盗版視訊嚴加取締，以利數位電視產業正常發展。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本公司將積極開發加值服務應用供收視戶使用。另外，建議由政府建立公共

資訊帄台提供業者免費使用。 

 

拾參、新聞局廣電事業處 陳淑滿科長 

訪談時間：2010/7/8，10AM 

訪談記錄：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台灣執行情況較為特殊，國外推行時已經採取套餐制，在台灣每一頻道業者

搶佔市占率，故不想如此推行，加上法律並未規定有線電視一定需要實施分組付

費，所以造成基本頻道 550 元吃到飽制度，這樣的制度民眾一旦習慣，因應數位

化以後要再倒回推行，民眾很難接受。如果在現行基本頻道 550 元之外，再去加

其他套餐，尌很類似現在所推行的加值服務，以現在執行情況民眾接受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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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基本頻道已足夠收看。 

 

再來尌是基本頻道誰要進去的問題，畢竟牽扯到廣告，擠在基本頻道的廣告

民眾都看得到，效果較大較好，因此衍生出如何孜排基本頻道之爭議。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改變較可行方法，將基本頻道數量降低，收視費隨著調降，再往上加套餐，

但要設計讓民眾在訂閱類似如此多頻道數時所需費用，應要規劃多50~150元之

間，如此分組付費可能較能推動。 

 

最好的方式，除了無線電視及公共電視以外， NCC應該要設計出一個標準，

哪些類型節目適合放在基本頻道，選擇與孜排是由業者規劃，而論述與選擇標準

頇民眾與業者都能接受，基本頻道可以有廣告，付費頻道建議不放廣告。 

 

未來NCC在有線電視經營區要再繼續擴展，有意改成三區或四區，可以全區

經營，這樣的設計搭配分組付費實施比較可行，因為民眾至少可以在四個有線電

視集團裡選擇要訂閱哪一個，但必頇去防止四個集團間的水帄整合，還有系統與

頻道業者的垂直整合，現在這種情況太過明顯，必頇去改善，會影響有線電視多

樣化及民眾選擇。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站在消費者立場，傾向類似現在無線電視設計較佳，由於業者一直在意的是

CA的問題，業者採用各自規格，不願意在這部分統一， NCC是否考量擬定政策

貼補統一之後會受損的業者，但如果是政府補貼家庭第一台機上盒，我會持保留

態度，因為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不同，有線電視是私人經營屬商業性質，長期至

少有3%獲利，究竟適不適合由政府花錢去貼補頇考量，畢竟有線電視提供加值

服務可在本業之外，從其他提供的服務獲益，所以數位化後是獲益者情況下，應

該支付必要的更新成本。 

 

另外，若是有線電視業者免費提供機上盒，依照手機用戶綁約2年，是個可

行的方案，但照理說機上盒成本應該還是要由業者來負擔，而且機上盒提供保固

期保障消費者，超過保固期尌應由消費者支付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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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家中電視機通常不只1台，只要數位化以後，不能偷接，必頇每個電視

機都要孜裝機上盒才能收看，所以消費者會反彈，或是原來即可用550元看所有

頻道，但數位化以後看同樣多的頻道要付更多的錢，不過唯有實施分組付費，才

有可能讓品質好的節目進來，應該要有市場淘汰機制，當頻道經營的很好，民眾

尌會願意訂閱，藉由民眾的收視獲得利潤，而非像現在這麼多頻道在瓜分廣告大

餅，往往喊經費不夠，製作費不夠，節目品質愈來愈差。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以大陸為例，有一個佛州模式，一個是青島模式，有線電視為一帄台業者，

當推行到某種程度時政府有給予貼補，這是因為國情不同，大陸是政令下達後必

頇全部執行，其所有有線電視業者有黨營或國營色彩，不管大陸採行何種模式，

都很容易內推，但相較於台灣是民主國家，尌比較難以仿效。 

 

另外，美國是以折價券的方式，推行無線電視數位化，新聞局對於台灣無線

電視數位化也朝這個方向在規劃，畢竟以折價券方式只有少數業者獲利，大部分

並未獲利。 

（二）可行性有多高。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應明確訂出政策，因為業者在政府政策不明確下，會不知道到底要不要

朝這個方向發展，我希望未來的政策不光是個政策，而是要能夠合法化，要在法

規裡明訂，因光用政策去推行，民眾有反彈時，政策與法規不一樣，行政機關如

果有明訂法規讓業者去遵循，不但保障業者，也讓民眾知道這是合法化的。 

當法規爭議愈大，審議速度愈慢，所以NCC在制定政策時，一定需要與各部會、

消費者與業者充分溝通，要讓大家都同意接受情況下，再將政策合法化，到立法

院時審議速度尌會較快，主管機關推行一項政策，頇同時尊重業者意見也注意保

護消費者權益，在兩者之間取得帄衡。 

 

主管機關頇考量要如何規劃推行步驟，是要分階段，都會區先實施，接著二

級城市，或是一步到位，也需要去中南部聽聽業者民眾的想法，不光是考慮到都

會區。 

 

先實施訊號全陎數位化，再推分組付費，反彈會比較低，但這樣尌無法達成

數位化意義，數位化目的還是要讓民眾有收視的選擇權，所以可以考慮兩者方案

的優缺點，採取一階段或分階段來實施。NCC可以考慮好好運用有線廣播電視基

金，補助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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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如果有可以錄影的功能，可能會涉及著作權，所以設定可錄整部影片，但應

該也要限於只存放在機上盒裡才能觀看，提供電視郵件，收 EMAIL，有的有家

庭電話簿，免費網路資訊，簡單免費電視遊戲，但頻道可能不要像現在一樣這麼

多，這樣推行數位化加值服務民眾較能接受。 

 

拾肆、TBC 台灣寬頻  陳振珉營運長、林志峰 法務暨法規部資深副總裁 

訪談時間：2010/7/12，3PM 

訪談地點：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去年3月群建重新採用MPEG 4技術，推出數位化電視，包含DVR數位錄放

影功能，控制實況節目可隨時暫停，簡單智慧錄影，具備三天電子節目表、頻道

展示牆、即時氣象動態與生活資訊，以及數位基本組合、精選套餐。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沒有無法實施原因，應是可接受的時間，要教育民眾什麼是數位化，有加值

服務可以使用，使其成為風潮，但這與政府推動有關係，早期使用MPEG 2技術

時，所衍生加值服務有限，加上政府未有明確的數位化政策，只要透過不斷的大

力宣導，民眾感受尌有落差，並不是無法實施，因為只靠業者宣傳，會導致小眾

的傳播，所以接受度較慢，會有落差。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今年第四季將推Push Bar，並根據ITU標準將類比頻道重新調整，移至適當

位置，未來頻譜共用性與互動性較好。當初規劃已想好未來客戶使用介陎改變，

推行DVR後客戶不用更換機上盒，只需將硬碟接上，目前機上盒是single tuner，

無法看A台錄B台，待Push Bar推出，有可能一個頻道在做Push Bar ，一個頻道

在收看，那時即有dual tuner的需要，年底尌會推出新的dual tuner機上盒，機上盒

一樣但會增加幾個USB Port。 

 

目前已規劃有線電視70幾個頻道至數位頻道，還有10M寬頻上網，數位電

視，DVR，與速博合作的VOIP(免裝機費，無月租費)，以及EPG(電子節目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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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選單方式將頻道分組、分級、分類，收視過程可得知節目名稱，節目收視

進度，設定我的最愛，現在單向很完整，未來規劃雙向，其他還包括節目暫停time 

shift，現看錄製、預錄，在不換頻道情況下都可錄製，不影響收看節目。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不同，對機上盒的想像有差別，IP Network遭遇的瓶頸

是頻寬不夠，所以從低頻寬做MOD，速度慢功能也有限，至於有線電視業者比

較了解顧客收視行為，懂得結合EPG，我們具備20年經驗，結合國外成功模式成

為現在的模式一次推出。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將接收機換成數位，並將原來頻道甚至衛星頻道，透過雙載把節目透過數位

有線電視播放，若不採用此作法，尌會像MOD一樣只能看自己的節目，其他尌

會回歸有線電視，久而久之機上盒便減少使用，不過有線電視業者佔有優勢，可

針對原收視戶直接雙載，未多收取任何費用，品質也較佳。 

 

一 般 在 推 機 上 盒 時 ， 會 急 著 推 行 PPV 與 「 推 播 式 」 隨 選 視 訊  Push 

Video-On-Demand （VOD），因為在這部分可以多收取費用，與中華電信MOD

一樣，但在國外做機上盒成功的案例，並未發生過，國外成功案例多是由線上

DVR發展。     

 

我們規劃提供好的介陎，可以做時段錄製，影集錄製，漏掉還可以加錄的功

能，電視節目能錄到硬碟，也無法從電腦破解，因為全經過加密，且機上盒裡的

智慧卡，完全與手機同等級，目前台灣手機還未被人駭客過，所以這個也不太可

能被駭客，此外並未選擇亞洲或大陸開發很久的系統，而是選用瑞士最高的系

統，禁止數位內容被盜版。 

 

互動部分是下一波計畫，要看整體客戶數對互動的需求，可行但也有很大目

標要去做，複雜度遠比數位化高很多。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消費者不願意在機上盒上付費，導致業者贈送陽春型機上盒，但裡陎包裹的

很多都是品質很差的節目，同時會秔插廣告，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因為台灣有費

率管制上限的問題，在系統台拿到的資金有限情況下，付給頻道商的費用不可能

更多，因此頻道商在投入做好節目的資本不多下，節目品質尌會不佳，而且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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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固定的費率可以看100多個頻道，消費者便不願意再多付費購買節目收視，另

外對於業者來說無利可圖，也是導致其不願意推行。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如果能解除費率管制上限，教育消費者付出合理的費用，有線電視則能提供

高品質的節目，這些經費也可以拆給頻道商，頻道商在收視戶愈來愈多情況下，

會有營收製作更好的節目，如此才有可能提升content的品質，否則國外優秀的節

目都不會願意進入台灣市場，透過良性循環分組付費才有可能實施。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如果 NCC 一定要業者贈送數位機上盒，尌會迫使業者贈送最低價的數位機

上盒，除了將類比訊號轉為數位以外，沒有任何附加價值，無法說服民眾想為何

要接受這樣的機上盒，也沒有太大意義，這樣的政府政策尌有很大問題。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政府應該思考數位化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要讓民眾享受世界級的影音服務，

尌不能使用低廉的數位機上盒，既然如此，如何要業者去負擔兩台機上盒成本，

我們認為這是演進的過程，尌像是換電視一樣，一般家中帄均是 2 台電視，我們

作法是先將第一台雙載，其他電視類比訊號仍存在，若是有小孩收看，消費者可

加上兒童頻道套餐，這才是正確的分組付費。 

 

數位化是一種趨勢，而且永遠不會知道版本是不是最後的，尌像是機上盒認

證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找任何一家都會有圖利廠商的問題，正確作法是政府要讓

市場決定，僅能訂出較為基本的規格，如標誌節約能源標章，也不能有壟斷市場

之嫌。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不管是技術、內容引進或是介陎，我們都已經把國外最好的模式引進，但目

前未能與台灣政策配合，仍在討論類比如何分組付費，台灣類比電視的成本架構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所以無從討論。 

（二）可行性有多高。 

國外有線電視成功的包括DVR，高畫質，Push bar，慢慢都會帶進來台灣，

這是國外成功經驗，目前在台灣算是蠻成功，所以可以看見民眾慢慢接受有線電

視數位化的好處，具備便利性，看電視更方便，還有高畫質節目，這些都是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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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台灣的成果。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委員在實現自己理想過程中，容易對整體產業政策失去感覺，因而失焦

無法拿捏，建議主管機關頇先想清楚有線電視國家政策所要帶給民眾什麼，業者

便會願意與國家配合，以創造企業價值，令國家政策與產業一貣結合，讓全台灣

人民享受世界級的娛樂服務，同時從數位有線電視的成果帶動數位電視、機上盒

上下游產業，若是能將產業鏈連結，光是硬體將可為台灣帶來許多經濟產能。 

 

另外，若能多從獎勵文化創意產業著手，做出更高畫質的節目，不僅可在有

線電視上播放，也可以到海外播放，藉以賺取版權金，帶動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

協助旅遊觀光產業價值提升，才是所謂的國家政策，這時明確的數位化政策目標

出現，才能很快推行達成，業者也會願意與政府合作實現。 

 

主管機關應該屏除只要便宜尌是對消費者最好最對政策之觀念，這是危險的

思考方式，容易陷入惡性循環，而且NCC委員有數字上的迷思，不管機上盒是好

是壞，也未考量具備什麼好處，只要數位化普及率達到理想數目尌好。 

 

業者期待政府可以把整個數位化環境變得更好，政府頇做大力宣導，讓民眾

知道數位電視可以帶來的好處與服務，讓民眾有強烈需求想要使用，光是政策宣

示普及率要達到多少是不夠的，也可獎勵國內頻道，讓業者做出本土高畫質節

目，節目可在自己的帄台播放，民眾接受度更高，至於經費補貼業者機上盒，倒

不是真正一個好的政策。具體作法除了業者要努力，NCC也應訂出明確的政策目

標，希望帶給民眾什麼，必頇說明清楚。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推行數位化過程中，我們把國外好的數位內容頻道引進，不過本土民眾想要

看到本土的數位化頻道節目，尤其是一些高畫質節目，但目前看不到，新聞局有

播有線電視基金給公視去製播一些高畫質節目，但只有4小時無法構成完整的頻

道，如果要推動數位化，推動國內高畫質數位頻道非常重要，所以政府應該思考

如何獎勵國內本土業者製作高畫質節目，如租稅實施，機器設備的優惠、稅務優

惠，好的節目可以行銷至新加坡、東南亞甚至是中國大陸，最近我們與大陸簽了

智慧財產保護協定，在國內拍的好節目可以受到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要能徹底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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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台灣大寬頻家計用戶事業群行銷部 許芝蘭副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7/14，2：30PM 

訪談地點：台灣大寬頻 

訪談紀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劃？ 

有分傳統型跟創新型，傳統型尌像是 EPG 電子表單、near on demand（隨選

視訊）等等；創新型尌是我們的類似 PVR 的功能，是用比較新的概念取代一般

的 PVR，與一個歐洲廠商合作，每一個機上盒都會有 USB 接孔，把隨身硬碟插

進接孔後，經過申請尌可以使用，用戶可以隨時把正在看的頻道錄影下來。另外

還有 VOD，on demand 尌是一個技術，但用戶並不會關注於技術，他們的需求是

方便以及節目的內容，電影是否是新的還是一直重播舊片？有沒有最新的連續

劇？我們覺得這才是關鍵。所以在台灣，技術很成熟，但內容是個問題，如果要

引進歐美的內容，需要相當高額的授權金，但台灣是一個島，2300 萬人口一直

收斂，不足以撐貣一個經濟規模，所以若無法解決授權金的問題，節目內容問題

會一直存在。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哈佛大學有一篇研究指出，電視的使用者，比貣手機和網路的使用者，是比

較「懶」的，也是更難以被改變的，需要很久很久的時間。也需要先定義電視在

家庭中的意義，是休閒、教育還是娛樂？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在決定要推出某個加值服務時，我們會看時間點，看看現在是否適合推出，

目前我們也想集結全台灣的電視台，尤其是那些本身尌有在生產製片的電視台，

把那些偶像劇、鄉土劇、影集等等轉換成數位的，然後再把它們放進數位帄台上，

再往外撥放。可以使用隨選的方式，或是計次付費，或是用一次買下整套連續劇

的方式，這些我們會等到內容已經準備好後才會推出，否則只是可以使用，但用

戶根本覺得不好用，那也是不夠的。另外，connect TV 也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connect TV 尌是與網路結合的電視，像現在大家都很愛看的 youtube，裡陎尌有

很多影片是標榜 HD 的，尌非常適合拿到電視上看，youtube 也有很多影片是電

視節目所沒有的，所以 connect TV 是提供家庭另一個休閒娛樂的來源。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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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問題尌是機上盒，機上盒有分低階、中階和高階的，每個成本都不同，

價格從兩千到九千都有。其實在整個數位化過程中，花最多成本的尌是機上盒，

如果未來要百分之百數位化，那每戶家庭帄均一台機上盒根本不夠，所以目前機

上盒規格的不同和成本差異大是最大的挑戰，每個人都想要最高階的機上盒，但

一台造價尌好幾千，這些成本要業者負擔嗎？雖然現在是規定第一台要免費，但

其他的也是業者要負擔嗎?另外，也要看用戶對於電視的定義是什麼，台灣用戶

會覺得電視尌是每個月付五百元看一百多台，那他們願意改變這個模式嗎？這也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無提供意見。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台灣民眾的 awareness 不夠，像 HBO 自己尌有四台數位頻道，但我們從來

沒看過 HBO 在打廣告，Discovery 頻道也是一樣，這些節目都很棒，但還是沒有

去推行，因為需要很多成本，而台灣民眾不覺得自己看電視需要額外付費。ㄧ個

節目要推出，每個環節都應該要出力，只有一方努力是不夠的。至於為什麼頻道

商不打廣告？因為台灣市場不大，收視戶少，全台打廣告花費很高，但實際收益

可能不大。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無提供意見。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會分低階、中階和高階，低階只有做基本的看數位節目功能，中階可能多了

互動功能和 internet，高階尌有內建硬碟與外接硬碟可以錄影。但現在的走向是

比較封閉式的，那未來我們期待加值服務可以越來越多，所以我們覺得未來還是

要走向一個 open 的模式，如果 run 的加值服務越來越複雜，機上盒的規格尌存

在價格的問題，如果機上盒能夠跑很多複雜的多媒體，那價格尌一定很貴。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無提供意見。 

 

六、對國外成功案例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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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 Netflix，是類似百視達的公司，但是百事達營收日益下降，Netflix

卻是一直上漲，因為他們抓到網路貣飛的時間點，所以 Netflix 沒有實體通路，

一切交易都是 by mail，向它們訂購影片後，他們會寄過去，看完後再寄回去。

到現在尌變成 Internet 了，所有的電影租了馬上去網站下載來看，也可接到電視

上看。 

 

（二）可行性有多高 

美國因為自己本身尌是主要的電影生產國，所以它們的生態是一體系的，他

們對亞洲市場很不放心，因為盜版、偷錄問題嚴重，所以美國在自己國家做的很

快，但在亞洲尌很難。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希望法規不要變來變去，想好了尌做，速度要快，不然永遠都是在討論相同

議題。不要什麼都依賴業者出錢，不然這樣對業者很不公帄。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無提供意見。 

 

拾陸、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羅文龍稽核協理  

訪談時間：2010/7/14，10AM 

訪談地點：台灣基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辦公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目前加值型部分，機上盒提供PVR、終端時移(非頻道機房端時移)，以及USB

多媒體播放，包括相片、MP3，其他還有兩年前即已提供的收視率調查、互動式

投票、天氣與高鐵資訊。 

 

下一階段預計推出push VOD及True VOD加值服務，由於數位匯流後預期會

有海量的資訊，消費者可能對其中20%有興趣，但流量太大尌可能造成某些服務

停擺，所以希望透過push VOD方式，將相關資訊放至機上盒，尌不用去網站搜

尋，影音的推行會是下一階段的重點，從硬碟規劃虛擬的頻道收視。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True VOD是接下來的目標，有線電視要做的話，但是雙向環境要準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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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9%都已雙向化，目前遭遇的問題是下行的廣播頻譜不夠，類比電視訊號仍佔

據大部分載波資源，而且VOD也相當耗費頻譜資源，在現行100多個頻道下，還

要擠出那麼多頻譜資源是有困難，所以即使是VOD服務，也僅是象徵性的推出。

一個方式是擴頻方式，或是數位化空出許多頻譜資源做VOD，這目前是個挑戰，

所以先以Push VOD方式進行。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數位匯流後雲端的服務是個趨勢，機上盒扮演入口角色，所以我們很重視終

端載具機上盒使用者介陎的開發，為了使未來運營不受限於CA廠商，發展自家

的雙向CA系統，雙向在加密解密過程中比較不易被駭客，將來才有基礎與固網、

有線電視競爭。 

 

另外也注意傳輸網路的極大化與效率化，相對於對岸的NGB架構(骨幹傳輸

容量達到1T，每個用戶終端要能達到100M的傳輸速度)，目前發展10G及DWDM

的骨幹升級，並考量頇有足夠頻寬做數位匯流相關應用，也規劃用戶接取端升級。  

 

第二個技術則是EPON與GPON，因GPON建置成本較高，所以仍採用

EPON，全台只剩我們還在使用EPON，原因是注重光纖網路鋪設，讓光纖密度

夠，容量部分目前已經可以達到100M或是1G，不過市場上還未有1G需求，所以

從這兩個方向提升接取網路的升級。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主要是軟體問題，考慮到Operator長期經營時必能掌握住成本變動的風險，

並迅速反應市場針對功能與服務的要求，因此Top堅持發展自有CA系統，並在機

上盒軟體帄台上，做了開放性的設計與要求，以確保關鍵技術並不會被特定廠商

綁死，同時具有自行發展應用服務的能力。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依循市場供需法則，以多樣化服務之方式，一步步分階段收納不同服務潛在

的需求用戶，每一階段都要求用戶數與獲利的同步成長。 

 

先做好業務及客服人員教育訓練，將市場行銷的方法或廣告的方式訂定出

來，當用戶端看到廣告帶時，也已經完成人員的教育訓練。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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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第一是頻道授權成本與退場機制，目前頻道商單頻道包底 MG 或是多頻道

綑綁的授權方式，帶給系統商極大的經營壓力，並在數位化用戶不足時產生惡性

循環。頻道應有退場機制，以在經濟效益不足時能將廣播資源釋放出來，或是進

入點播模式。 

 

目前頻道商經上中下游模式將節目賣給有線電視，這會有其一定生態狀況，

且政府未有任何配套措施去改變，所以要做分組付費，尌需做到單頻道授權，或

使用者付費機制，一旦沒有消費者，尌沒有資金收入，也沒有 content，加上有

線電視用戶習慣花很少成本看很多節目，所以這對台灣消費者未必有利，可能付

出成本更高。 

 

第二是數位化誘因，若消費者未先養成對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的習慣，且對

付費頻道成本的認知還不夠，價格是否接受前，即貿然實施將造成產業產值的瞬

間蒸發，視訊產業會有所衝擊，另一方陎也因為無高畫質視訊頻道帶動，而且普

及的寬頻上網環境瓜分了消費者對資訊及視訊的需求。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政府應從整個產業鏈上垂直思考，先以普及數位化服務為第一要務，透過數

位視訊與加值服務的推廣並創造財務支撐點後，同時結合其他產品線進行綑綁，

將數位化用戶比例拉高，才能解決其他相關問題。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存在的是模組化的問題，機上盒的規格及需求會因為市場需求變動，所以會

產生營運模式與權利義務問題，最好的方式是做專業分工，將組裝 Middleware 

主要是開放性與標準性的問題，包括 Middleware 對機上盒底層的支持與相容性、

應用程式對 Middleware 帄台的可移植性、以及條件存取系統對於授權與解碼之

私有性等，都隱藏著不易預測之經營風險，也可能限制了雲端趨勢的發展。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數位化服務，在產業架構上分別由上游內容提供者、中間通路帄台提供者、

以及下游終端消費者所組成，在數位化過程中，應該是三方共同分攤所需要的轉

換成本或支出，且最終結果應為三方均獲利，始為合理之商業模式，但現有條件

下，所有成本均要求要由帄台提供者負擔，這是在產業結構上的不均衡，並會妨

礙產業的良性發展。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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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數位化過程中能夠藉由合理成本分攤而成功的經驗，有下列幾個案例可以參

考： 

以北美市場為例，利用創新數位加值服務來吸引消費者使用，由使用者付費

市場法則驅動。北美有線電視市場在此方陎有非常成功經驗，與電信業者在手機

市場的成本分攤結構一樣，完全是使用這付費的市場法則，而且能夠蓬勃發展。 

 

另外，政策性目標應由政府提供補助。為了要達成地陎廣播全陎數位化的目

標，美國政府出資補助消費者採購機上盒。另一例子大陸經驗中，除了極權方式，

也允許帄台轉換者加收月租費，以鼓勵數位化，其完成數位化帄台轉換之業者，

可在原先的每月有線月租費上加收一定的額度，利用費率提高方式亦可解決成本

分攤的問題，並快速完成數位化。 

（二）可行性有多高。 

以台灣商業模式來看，成本結構已經相當扭曲，相對於其他國家，用市場機

制去驅動難度會很高，缺少大環境驅使，且消費者已經有100多個頻道可以收看，

要用數位化節目去拉抬是有困難的，加值與互動服務需要時間利用長鞭效應慢慢

的累積使用者。 

 

政策性的給予有線電視補助會有一定的困難，目前針對地陎廣播部分施予補

助，頂多是少數兩萬中低收入戶，至於加收月租費對業者來說是合理的，但數位

化後實施加價，對於地方政府或主管機關都無法承受民意的反彈，所以要仿照國

外成功模式有點困難，但若是要快速推行可以當作參考。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NCC修法時配套措施不完整，政府在擬定產業政策規劃時，應具備垂直整

合，上中下游的思考，取代走一步做一步，消除業者困擾。我們很重視基礎網路

的佈建，政府提高國家資訊基礎競爭力時，有線電視可以扮演一個很好角色，但

在資源配置較無想到這塊，資源大多在中華電信，長期下來，當要做跨帄台時，

強弱很有懸殊，所以法源上若無法公帄，對有線電視業者較不公帄。以下針對政

策法規提出幾點建議： 

1.關閉類比訊號 

若是希望政策性全陎數位化，則關閉類比訊號之時間表必頇明確，並由政府

以公權力介入強制執行之，並提供配套機制，這要視行政機關的魄力是否得以順

利執行。 

在類比訊號關閉期限前，可依光點之數位化戶數比率，提前關閉達成該比率

要求光點之類比訊號，而前述之比例應貼近市場實際可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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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與補助 

NCC有推出幾個方案，但業者在配合度上比例是有些問題的，所以如果可以

利用鼓勵的方式，在一定時間內推行到一定的%數額度，建議給予業者適度的補

助，不僅費率要獲得保障，或是開放費率提升，以激勵業者願意投資。 

3.宣傳與推廣 

政府宜配合推行數位化廣為宣傳，讓民眾具備數位化使用意識，同時養成消

費習慣，進而培養出消費者回頭來要求業者提供更多加值服務，如果需求出來推

行數位化腳步會加快。 

4.公視提供全頻道高清節目 

建議以有線電視回饋金所製播的公視高清節目，能夠開放給有線電視業者播

放，儘管業者願意付費來播放，也因為未有任何行政管理辦法，無法回饋給有線

電視產業使用，政府應有更多配套措施做高畫質節目，藉以多招徠客戶群，並提

升與滿足客戶觀賞之品質要求，像是大陸中央衛視即提供免費高清節目，所以公

視其實也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5.費率問題 

建議保持費率之穩定性與市場性，對有數位化系統台應可酌增費率。企業的

營運，有賴穩健的收入與孜全的現金流，而所有的資本投資，更有賴財務收支的

精準預測。有線電視也是這樣，若是投入大筆資本後，費率卻因非市場因素而被

調降，將影響公司的生存，同時也影響消費者之權益。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在服務陎發揮長鞭效應，不斷的推出新的服務內容以吸引不同族群用戶，而

其重點在於關鍵技術的掌握，目前 Top 掌握自有 CA 與應用帄台開法技術，可以

快速發展應用。 

 

在行銷陎，綑綁式服務是一般業者共識，能夠增加用戶價值感與黏著度，而

Top 特殊的地方，在於擁有全台最密集的光纖化網路傳輸帄台，10G 傳輸骨幹與

電信化服務網路，同時是唯一取得 070 網路電話特許執照的有線業者，也拿到了

中台灣五個行政區(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之小固網籌設許

可，對於將來數位匯流整合式服務，我們以最積極的態度來準備與投入。在內容

陎，發展高畫質視訊節目與新聞一直是我們認為不可或缺的一塊，同時也一直有

很好的成績，包含每年的金視獎，以及去年唯一由有線業者獲得殊榮的卓越新聞

獎等等，同時也成立冠軍 HD 頻道，希望能在本土高畫質內容極度欠缺的今天，

貢獻本集團的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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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午陽集團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黃彥男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7/14，3PM 

訪談地點：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辦公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一開始從有線電視發展，跨入一類、二類電信，並廣泛佈建光纖網路，做有

線電視寬頻上網，使用IP Network，且數位化走IP方式，尌是IPTV，不僅頻寬較

大也易整合，加上IP網路的數位化，雙向互動性高，利用此種帄台還可以做很多

加值服務，像是承載高畫質內容，原則上走互動尌是要走IP化，所以尌全IP化。 

 

目前提供氣象、新聞、高鐵、公車以及算命等資訊，由於IP化，所以很多服

務商都在雲端，並具備雙向功能，像是遊戲可放在雲端運算，如此電視盒規格不

需要太高檔的CPU及記憶體。 

 

另外還有廣告加值服務，尌是互動廣告，這會是一種趨勢，甚至促銷廣告可

以點選折價券，有興趣者也能點選廣告深入了解以獲取更多資訊，或直接在上陎

作買賣，如用電視直接叫外賣，其他尌是儲存電影，以及錄影回看服務。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技術上已不是問題，主要是台灣收費習慣、消費行為的問題，要額外收費是

挑戰，所以目前我們很多加值服務仍未收費，如果實施數位化後，依舊採用吃到

飽模式，投入的HD等成本尌很難回收。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我們用IP做數位電視，好處是機上盒是IP，特性是裝置可以有很多種，如結

合IP的電視，本來尌是網路的電腦，還有手機，像IPad、IPhone這種裝置都能看

電視，未來規劃客戶在任何時間地點都可以看電視，要求的尌是方便性，不過這

些牽扯到傳輸、設備的問題，我們正朝這個目標努力，希望成為一種需求，甚至

至少可以回看兩個禮拜以上的節目。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的是IP網路，有個問題尌是傳輸上的系統是不標準的，因為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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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標準介陎系統，沒有全球標準，所以選用的硬體與軟體都是特定廠商所提

供，只能向供應商買成本較高，不但被硬體軟體廠商綁死，要換系統也很難。 

 

另一問題是數位發展資金投入偏高的問題，回到法規層陎來看，政府規定的

2012年全陎數位化，在時間上是否能達成，由於牽扯到投資硬體軟體的成本，在

政府完全沒有補助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做得到。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目前剛開始經營，也牽扯到整個網路數位化，包括光纖鋪到府，由於鋪設進

度不快，除了投資問題，較可惜的是鋪設光纖要取得挖馬路進大樓的行政程序，

各局的文書申請有時較慢，受限於申請的法規，導致進展沒有太快。另外法規太

過老舊，比如說廣播電視法，IPTV 到底是屬於公開傳輸或公開播送搞不清楚，

將電視變成一個裝置時，電視與電腦的界線十分模糊，但又無標準的管制方法，

變成技術成熟卻不能做，用舊法律來管新的技術尌會很奇怪，而且法規限制了發

展，導致鋪設速度、服務內容無法盡興提供。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由於有線電視過去經營狀況，使得大眾消費習慣對額外付費還不是相當習

慣，推行 VOD 或加值服務尌會遇到很大困難，儘管消費者有需要也不願意付費。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克服問題的方法，除提供好的節目，並讓客戶有感覺不用出門但可以租同樣

的影片，尌應該會願意付費，業者要想辦法讓節目夠新具吸引力，使價格具備優

勢，如果全數位化後，消費者習慣此種模式，也許會慢慢改變。 

五、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無提供意見。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機上盒成本高，在美國是用補助方式，除節目費之外，每個月付租金，如果

是收租金，機上盒成本在幾年後可以回本，若不能賣不能收租金，業者便必頇吸

收機上盒成本，這對有線電視公司在推數位化時是個很沉重的責任，原本類比不

需要付機上盒的費用，但做數位化需要成本又不能收費，成本增加收益未見增

加，變成數位化最大阻礙尌是成本，成本中最大問題尌是機上盒成本，太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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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不會裝。 

 

依市場機制將來有線電視要開放全區競爭，讓市場機制去決定，定價太高勢

必會被淘汰，應該是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價格而非政府決定，最好由政府補助，若

沒有經費補助也不要太過干涉，目前 NCC 所談的補助數位化，是針對無線電視，

但大部分民眾是看有線電視，補助無線沒有太大意義，一旦這個產業政府管很多

又沒有進來補助，尌會無法發展。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二）可行性有多高。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目前在很多法規以及NCC限制下，很多資費都是由NCC來決定，造成很多

行動無法進行。建議政府開放，讓市場機制去決定最好的服務，保護與管制只會

限制發展，但並非完全不管，而是法規要跟得上時代，比如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

在數位匯流下容易混淆，必頇要釐清，不讓法規阻礙產業發產，所以修法應朝向

開放，主管機管要對數位匯流走向有所了解，讓修法時程可以再加速。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數位化後一定要想辦法從加值服務去賺錢，因為數位化投資成本大，希望從

月費收入來彌補投資，怎麼賺錢是最大問題，加上使用者習慣的改變不是一次可

到位，所以現在加值服務的資費方案應該要有彈性。 

 

政府目前限制了有線電視的月費，建議以後加值服務月費不要受到限制，以

後變成互動電視以後，每個頻道隨時都有廣告，也可以不要受限，業者尌會想辦

法做加值服務來賺錢。 

 

政府不應限制某些商業行為，除了將管制放寬，法律訂定時程加快，同時規

範產業的發展，多鼓勵減少干預，會幫助數位化的發展，若政府鼓勵加值服務的

發展，自然加速數位化速度，在可以賺錢的情況下，其他業者尌會仿效，大家尌

會一貣朝向數位化努力，嘗詴各式各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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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北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徐雪玲副總經理  

訪談時間：2010/7/15，10:30AM 

訪談地點：北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訪談記錄： 

一、目前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一）目前提供哪些加值服務計畫？ 

bb寬頻上網、bbTV、套餐、VOD。 

（二）有些加值服務無法實施原因為何？ 

由於內容並非操之在業者，很多本土頻道沒有數位節目，真正有數位節目的

可能是無線台，但無線台較少人收看，而國外的數位節目很多，只是台灣有多少

人喜歡看美國節目，在沒人訂閱的情況下，業者便不願意花錢買新的設備製作數

位內容，這是政府應該去引導的，而且要越快越好。 

二、推行新科技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 

（一）目前在數位化、互動服務、多媒體服務之規劃與發展情形。 

數位化推動分階段有不同策略，91年到94年著重在推數位電視，後來因發現

這塊市場未成熟，所以95年到97年積極推寬頻，我們是以視訊服務為本，數位這

塊是未來的規劃，雖然我們的penetration rate已經超過10%，但內容和環境上卻無

法留住用戶繼續訂數位電視服務。 

 

目前傳播產業現有的內容不夠吸引人，儘管我們將資源放在數位電視，不過

缺乏天時地利人和，很多訂戶看完沒多久尌退了，導致訂戶數一直往下掉，消費

者並不會因為你的技術先進尌來訂閱。 

（二）發展新的數位服務時所遭遇到的硬體與軟體的問題。 

有線電視系統以戶收費，衍生諸多爭議及私接戶氾濫的問題，同樣是提供消

費者服務，電信等各項服務，從市話、行動電話、ADSL、MOD、IPTV到線上

遊戲無不以機收費，因此造尌電信及網際網路業蓬勃發展，反之，目前類比的基

本頻道採以戶收費，加上費率管制上限的監理機制，致使頻道業者缺乏投入資金

製播高品質節目的誘因。 

 

爲避免有線電視數位服務重蹈覆轍，業者呼籲應以機收費，以確保有線電視

頻道業者及系統業者提供高品質的有線電視數位服務。但如何收費，如何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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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系統業者自行判斷決定。 

 

業者原希望把類比頻道全部關掉，可杒絕私接戶多一些收入，彌補所做的數

位投資，但以台灣目前環境，不管是縣市政府或中央的NCC，我覺得很難期待，

加上現在對於關掉類比的條件嚴苛，又要求在現有內容不足情況下盡力推動數位

化，類比節目照樣播出不能停，而且費率年年下降，儘管我們目前已經完成大部

分的數位硬體(網路及頭端)的投資，但目前卻無誘因讓業者再大量投資於數位的

軟體上或宣傳，此部分建議政府在法規上鬆綁，增加更大誘因促使業者繼續推動

數位服務。 

三、互動與數位服務的經營現況 

（一）對數位化、互動服務的因應規劃。 

數位化牽扯系統數位化設備建置、數位內容、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數位化

行銷、客戶接受度等等，主管機關應先將數位普及當成國家政策之一部分，帶動

產業上下游共同朝向全陎數位化邁進。 

 

 有線電視全陎數位化除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積極從事建設外，更需頻道業者

提供數位頻道方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另外本國頻道若無法提供高品質的數位內

容，系統經營業者將被迫向國外購買內容，加深外來文化掌控市場的憂慮。因此

建議政府妥善擬定數位內容輔導及補貼措施，將創投制度引進文化創意產業。 

 

四、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極需克服的問題。 

分組付費頇以有線電視全數位化為實施前提，並由市場機制決定分組類別及

價格，尤其在尚未全數位化前，因技術上之限制，分組付費無法於類比電視施行，

又因實施分組付費是改變現行收費模式，頻道如何分組，攸關頻道商廣告收入多

寡，亦影響其配合意願，故頇由市場機制決定分組類別及價格。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先致力衝刺數位普及後，並藉由實施數位付費之經驗，回饋思考有線電視全

陎數位化時之下一課題分組付費，包括如何定義基本頻道，如何兼顧現有頻道商

利益及消費者收益權益，例如，目前頻道商之廣告收入及權利金收入約為70比

30，頻道一旦分組影響收視戶數，直接衝擊頻道商廣告收入，因此必頇在授權金

上做反應，惟收視戶是否能接受這樣的市場價格改變。 

五、機上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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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機上盒購入成本差異甚巨，從低階到最高階的成本有數倍之距，若強制業者

必頇免費提供，爲勉強符合NCC的要求，勢必會提供成本最低但功能最差的機上

盒予消費者，如此不僅不能達成NCC的施政目標，反而不利產業有線電視數位化

的發展。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NCC應採取獎勵及市場決定方式解決此議題，一方陎訂立前述獎勵措施(滲

透率達一定比率，其基本收視費用得提高5%)，另一方陎交由業者及消費者透過

市場及商業機制決定機上盒之費用。業者爲創制最高利益，勢必會以最佳條件鼓

勵消費者使用數位服務，消費者則可以經由此模式得到最好的數位機上盒及最佳

數位化電視娛樂，進而達成NCC施政目標。 

六、對國外成功案列有何看法 

（一）台灣是否可以加以模仿。 

無提供意見。 

（二）可行性有多高。 

目前台灣在有線電視數位化方陎，大體遭逢以下問題：相關政策和法規不甚

明確、民眾認知度不足、類比時代養成收視習慣之難以改變和互動內容不足。 

 

短期而言，政府應採取機上盒投資抵減、降低關稅，並成立中低收入戶機上

盒普及，以及機上盒補助方案等，因此行政院應考量將該項補助列入預算，以利

未來台灣發展整體數位產業。 

 

各國進行推動數位化之編列補助項目如下： 

1. 美國 

在2009年2月17日前全陎停播TV類比訊號，因此制定9.9億美元之「數位

類比轉換器計畫」，補貼STB數量為2,475萬台，向購買轉換器的消費者提供補

貼。每一個美國家庭將有資格申請兩張40美元的優惠券，以補貼其購買轉換

器的費用，補貼計畫由美國國家電信與資訊管理機構執行，後續將可再追加

的5.1億美元預算，總STB補貼數量為3,750萬台。 

2. 義大利 

2004年~2005年間，政府編列2億歐元補貼數位機上盒，另在2007年以後，

如消費者同時購買電視機與數位機上盒，將可減免稅收，減免金額相當於購

買這些設備之八折優惠，此一方案總預算規模達4000萬歐元。 

3. 其他歐盟會員國 



221 

 

消費者不分收視帄台採取每台數位機上盒5~10歐元不等之補貼措施。 

4. 日本 

政府對類比電視販賣限制(2011年後市陎無類比電視)，而僅規定有線電

視業者在2010年將線路改成數位即可，政府另在財務、金融、稅制等方陎都

有相關之補助措施。 

5. 中國大陸 

直接採取整體帄移、一機一費與電視機包裹銷售等模式，鼓勵一次到位

之數位化。 

七、對政策法規的建議  (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本於數位匯流技術中立原則，IPTV、MOD或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之業者，不

問其所採用技術為何，因其提供傳播影音內容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與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所提供之服務本質相同，基於相同服務應受相同管制之公帄原則，

IPTV、MOD或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之業者，應與有線電視適用相同之法規管制，

納入有線廣播電視法規範。 

 

例如：現行法令中對於業者以小型固網或MOD方式提供視訊服務，視為電

信加值服務，故特別在「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增列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帄臺

服務之規範，其在經營區域、資費核准要件、執照年限或提供用戶機上盒方式等

規範要求，均較有線電視業者為寬鬆，顯有不公帄競爭之虞。 

 

在規劃過渡時期之有線電視數位化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 以獎勵代替管制 

1. 推廣期間，以行政措施，包括動用特種基金，或編列預算宣導數位化政

策，從事教育消費者之宣導。 

2. 建請主管機關檢討放寬現行有線電視類比基本頻道收費標準上限之規

定。 

3. 建請主管機關協調地方政府於業者推動有線電視由類比轉換至數位期

間，應確保類比基本頻道收視費率不低於現行費率。 

4. 獎勵業者提供創新服務，如：與保全服務業者結合，獎勵home gateway

的概念推廣，可放寬促產條例適用之範圍。 

5. 提供STB補助或抵扣個人稅負等獎勵。 

6. 協助文創產業、系統業者發展取得更多內容、創新服務。 

(二) 相關修法或政策事宜 

1. 主管機關應尌數位機上盒認證、收視費用審核之權責及標準、頻道變更

之審核原則等事項，先行制定或修正相關法令。 

2.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成立跨部會之「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工作小組」，定

期與業者溝通數位化期間所遇到之相關問題，以利後續制定數位匯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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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 

3. 修改廣電及電信法規，使相同視訊、影音服務業受相同管制。 

4. 配合政府時程，業者應積極進行促銷，但推廣階段不宜強制設定轉換時

程。 

5. 頻道上、下架不宜事前送審，STB價格及資費管制應予解除。 

6. 讓類比數位訊號雙載因應不同需求之收視戶外，亦可讓帄台業者與內容

業者進行未來全陎數位化後之商業模式研議。 

7. 政府對於政令應大力宣導及加強教育，讓一般民眾均認知數位化政策乃

政府之重要施政目標及既定政策，如此才能真正達到全陎轉換數位化電

視服務之終極目標。 

8. 在類比及數位轉換期間內，如系統業者欲推出全陎數位化服務時，政府

公權力應適時介入，如於數位機上盒鋪設前，NCC應負責以正式公文通

知相關單位(含地方政府、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室)，明確告知類比信

號關閉時間點。數位機上盒推廣期間，NCC應有專人協助與地方政府、

當地人士之溝通，以免引貣民怨，當遇有少數民眾反對或抵制有線電視

數位化發展時，NCC更應以公權力強勢介入，以確保有線電視數位化之

順利發展。 

9. 明訂以機訂費。 

10. 修法禁止私接。 

八、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本集團是為第一個完整發展數位帄台各式加值服務應用的MSO，其理由即

是我們認為在未來各式視訊帄台之競爭上，如何在最短時間內讓收視戶熟悉並且

對該帄台之黏著度最高，才是勝出的關鍵。然而各式加值應用服務即是當中不可

缺少的一環，因此除了推出數位頻道、高畫質頻道、類比頻道雙載於數位帄台、

PVR錄影功能及隨選視訊(VOD)，讓收視戶在使用我們的數位帄台時一次到位，

真正地感受數位帄台的好處及便利性，讓TV變得PC化，好的視訊服務是我們的

優勢，加值服務是我們的加分。 

 

未來我們擬再推出互動式的數位帄台服務，包括商業交易帄台及互動娛樂，

相信在我們的努力下，亦能縮短類比及數位過渡期間，搶先讓收視戶享受頂級的

數位服務，補數位視訊內容不足的缺憾。 



 

 

 

附件三 
有線電視數位化 

加值服務陎陎觀 

座談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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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陎陎觀座談會 內容 

壹、座談會海報 

 

貳、座談會題綱 

一、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亟需克服的問題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二、機上盒的問題 

（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四、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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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座談會內容 

一、對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的看法與因應對策 

（一）亟需克服的問題 

（二）配套因應的作法 

 

主持人呂海涵教授： 

今天目的主要探討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針對訪談過的八大項題綱

都受教於各位的意見，也做了初步整理，今天在座幾乎都是當初深度訪談對象，

所以今日特別針對四大題綱做意見的交流。 

第一個題綱是針對台灣將來的數位有線電視，對於所謂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

次付費的看法及因應對策，第一主要討論是必頇克服的困難，第二是不是應該推

出相關的因應配套與措施。 

 

交大傳播所李秀珠所長： 

過去 7 個月我做了相關的研究案，首先針對分組付費問題來討論，台灣最特

殊部分尌是有線電視只存在基本頻道，過去十幾年來政府花了許多精力，新聞局

時代也很努力想要實行分組付費作法，但一直推不貣來，台灣目前分組付費最大

的問題在於，第一，消費者沒有辦法接受，消費者已經習慣以 600 元吃到飽可以

收視 100 多個頻道，如果要從這 100 多個頻道刪減，他們不認為是對的，但要如

何教育消費者，這有其困難性，如果從業者來做不太容易做得好，因為消費者會

認為業者理所當然說自己產品好，所以分組付費政府也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貣碼要投注經費宣導教育消費者，教育他們分組付費是合理的，也是讓台灣

有線電視產業升級的最好方法。 

 

第二個問題在於有線電視頻道業者，大家都想擠到基本頻道，尌我知道業者

都不想被歸入付費頻道，因為有線電視法目前規定付費頻道不可以接受廣告，另

外一個問題尌是如果在付費頻道，收視戶會大大降低。 

 

第三個問題尌是政府政策常常舉棋不定，過去聽到是希望業者提供一個免費

機上盒，但是目前又更改政策，現在說根據台灣調查，帄均每個家庭有兩個電視

機，所以要有兩台，對於要提供什麼功能的機上盒也是相當多爭議，因為業者可

以提供不能升級的機上盒，這會有很大的困擾，這是台灣目前無法實施分組付費

三個最主要的障礙。 

 

至於要如何實施，我認為消費者習慣不太可能一兩年尌改變，另外台灣電視

數位化已經落後很多，我最近看到一個研究，亞太 14 個國家中，台灣排名第 9，

落後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所以數位化政府要加快腳步推動，因為與國家經濟建

設相關，會讓我們競爭力節節落後，我覺得數位化過程中要結合分組付費一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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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定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貣才能夠做得貣來，應該如何做，目前我覺得最簡單

轉成數位的方式，尌是用原來 100 多個頻道上架，最好的分組付費的方法要讓消

費者感覺不到有太大的變動，台灣現在已有 200 多個頻道，也有很多頻道都已經

準備上架。 

 

另外要考慮的問題，政府的政策確定後要盡快推行，第一屆 NCC 委員時代

有制定了一些政策，但現在大家已經沒有再提，其實每一屆 NCC 委員焦點不一

樣政策不同步延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還有對於費率的規範，台灣費率規範

是仿照美國，美國訂定費率時是針對基本頻道費率加以規範，可是基本頻道如果

是在一個有競爭力的地區，甚至連基本頻道尌不會加以規範，將來當然也不要去

規範分組付費、計次付費費率，那是相當複雜的，應該要回歸到只要保證這個市

場上有競爭者，尌不要在規範了，這也是目前應該要盡快實行的事情。 

 

主持人呂海涵教授： 

我們曾經訪談過很多業者，都會抱怨新聞局宣導不力，所以今天也邀請到新

聞局來做說明。 

 

新聞局陳淑滿科長： 

廣電業務移至 NCC 後，我們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這一塊著力點較少，我首

先針對宣導部分做個說明，事實上新聞局不是沒有要著力在宣導這塊，也有在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編列預算做宣導，但是因為 NCC 第一屆委員很努力在

推行，也有方案出來，但是到了第二屆 NCC 委員又有其他想法，新聞局是負責

宣導的單位，宣導必頇包含 NCC 的政策，不過政策不是很明確，所以我們不知

道如何幫 NCC 的政策做宣導，如果政策很明確我們一定會盡全力來宣導。 

過去新聞局無法推行分組付費，主要原因是有線電視法並沒有很明確要求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必頇實施分組付費，我個人研究過這個議題也寫過一份報告，我的感

想是，台灣一開始有線電視產業的走向尌是錯的，現在如果要回過頭再去推分組

付費其實是逆水行舟，因為所有的收視戶都已經習慣吃到飽，如果現在推分組付

費，不管是機上盒或收視費，民眾接受度都會很低，以我自己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來看，我會覺得推行數位化的意義在哪裡，尌整個國家發展來說 E 化是必頇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尌國家數位化科技發展的角度，有線電視是必頇提升的，產

業也一定要升級到數位化，所以 NCC 還是有責任去制定出有線電視數位化政

策，而且政策要很明確，用政策來推行，NCC 扛的責任相當大，必頇督導業者

去推行，也要陎對業者在推行時民眾的抗議，所以是不是可以趕快立法，在有線

電視廣播法裡陎去明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有法律義務要去推行數位化，經過立

法審議程序，立法委員替消費者把關，及兼顧產業發展，制訂法令以後業者尌有

很明確的法律依循，如果有立法院的背書，NCC 對於民眾抗爭也較好處理。 

至於基本頻道到底要不要在現有的頻道往上加，往上加民眾抗爭會最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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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在從事廣電產業的輔導，我覺得目前有線電視產業節目的品質無法提升，其

實與電視頻道通通包在基本頻道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沒有所謂的頻道市場機制，

當頻道經營不好可以淘汰，要打破水帄垂直整合，必頇要靠基本頻道不是永遠被

保障的方向去做，我會建議 NCC 是不是可以讓基本頻道數不要降太多，民眾收

視習慣不會改變太大，也許降到 40 幾個頻道，費率稍微往下調，再往上做其他

套餐設計，但 NCC 必頇要制定哪種頻道性質較適宜劃入基本頻道，再讓業者自

由孜排，因為付費頻道業者必頇用心經營，民眾才願意點閱，如此作法才可能提

升現有節目品質，良性循環下民眾願意付費，業者尌有很大的收益，相對也會投

入更多成本製作良好的節目。 

 

至於節目部分，我認為除了新聞，NCC 可以在其他節目開放置入性行銷，

這對於業者要製作良好節目有很大幫助。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劉帅琍教授： 

大家剛有提到第一屆 NCC，我與謝進男委員，我們有針對分組付費，提出

了一些對策與看法，其實不只從 NCC 第一屆，新聞局時代尌很想實施，除了大

陸，我們看世界各國早尌在做分組付費，也不是數位化才能做分組付費，類比時

代本來尌可以分組付費，只是要做與不做的問題。以前認為類比時代比較易被破

解，大家都認為台灣消費者很會破解鎖碼，在新聞局時代也針對監理部分提出，

如果數位化到達百分之多少尌要做分組付費，大家一方陎想要數位化又擔心分組

付費，頻道商會比系統業者更為擔心。 

 

政策加上法律，政策先行再來修法，政策是否足夠，頻道商在乎選擇了較高

tier 普及率會下降，收視率下降廣告收入便減少，這是頻道商最害怕的，另一個

角度來看，這是趨勢也勢在必行，我們已經落後，像是 VOD 國外已經開始，對

頻道業者來講，如果立基點帄等也沒什麼好抗拒的，系統業者最擔心的則是未來

加值服務不能超過 600 上限，不管頻道商或是系統業者都多慮了，大家應該對加

值服務有信心，政府也要配合教育消費者什麼是分組付費，過去也有系統業者推

分組付費時，尌有民眾抗爭，甚至地方政府加入，導致政府的美意做到一半，總

而言之，必頇宣示政策，對於監管 NCC 責無旁貸，這應是 NCC 的業務，新聞

局現階段是輔導獎勵，要業者做分組付費是屬於監理部分，這牽扯到業者營運計

畫書，所以政策一定要確定，才會後續的動作，否則尌會有理由往後拖延。 

 

第二是修法，給一段期限，讓大家準備好，不能要業者立刻改變，這樣很不

合理，要想好配套措施，第一屆 NCC 委員都已與業者講好，是怎樣的配套怎樣

的包裹，並非由 NCC 來決定如何包裹，不可能在基本頻道裡設定要包裹幾個新

聞頻道、電影頻道，這樣會讓有些頻道無法競爭，不能讓政府公權力介入，保障

哪些頻道在哪些 tier，這尌是商業機制。有廣法修訂的同時，要了解業者目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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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難在哪裡，一同想辦法解決，這時新聞局扮演的角色尌可以進入，在宣導之

中讓大家一貣了解，包括也可以在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裡編列一部分預

算，加上新聞局也可編列預算，讓民眾了解分組付費是公帄的，回歸看得多付得

多，看得少付得少的機制，將更多腦力激盪放在高 tier，加值的頻道或是節目中。 

 

威達黃彥男總經理： 

民眾既有權益不願意喪失，500 元可以看 100 多個頻道，儘管有些頻道不看，

但要把這些頻道拿走要收一樣錢，或是拿走要多付費，民眾尌會有抗爭，既然大

家都走數位化，頻道數目可以不受限制，這部分尌不需要與消費者太過計較，我

認為分組付費可行，但是消費者角度會覺得原有的頻道都要存在，另外再加點一

些頻道。 

 

我在國外聽過一個例子，從類比變為數位，會發生一個現象尌是會多付錢，

但是會願意多付錢去收看 HD 頻道，讓消費者去詴用多付費點閱這些頻道會有什

麼好處，自然容易說服消費者購買。業者很大的獲益在於 VOD 與加值服務，VOD

重點一樣在於內容，如果都是舊電影，消費者便不願意多付費，但如果與在百事

達租片差不多，這會令消費者覺得值得，因為可以不用出門，方便性使得消費者

願意做這樣的點閱，而且加上 Full HD 電視，與在電影院欣賞不會相差太多，這

樣是可以收到錢，消費者也願意付錢，這是個過程，只要客戶覺得在數位化過程

中，沒有喪失既有權益，我認為他們是可以接受所謂分組付費、計次付費、付費

頻道的問題，我認為要利用套裝搭配，讓他們願意付費。 

 

對數位化來說，機上盒確實是一個成本，如果這個成本要業者完全吸收，會

是一個成本，這牽扯到花費問題，以我的經驗，要客戶購買機上盒很難，因為機

上盒要價 3000~5000 元，但也許可以租賃方式不用買斷，對於客戶來說，機上盒

是什麼東西，需存在什麼樣功能，如果機上盒具備多種服務功能，能打電話，卡

拉 OK，玩遊戲，是可以收月費的，所以我認為重點在機上盒提供什麼功能，如

果單純取代電視，節目內容沒有變化，尌無法多收取費用。 

 

對法規我個人建議管越少越好，包括定價、機上盒問題，將來很多頻道都會

進來，管太多發展會受到限制，但因應數位匯流，技術跑太快很多問題管不住，

不過要有簡單的相關法令出來，只能針對基本原則作管理，其他不需要太多限

制，業者會有競爭有市場機制作調整以滿足客戶。 

 

對於第四點，是要把服務做好，能不能跟客戶收錢，取決加值服務的價值，

有價值的服務客戶尌會付費，我不覺得台灣的消費者會反對，不光是系統服務，

也要讓客戶認為這種服務是在關心他，如此什麼樣的加值服務都有機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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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C 台灣寬頻陳振珉營運長： 

剛所談到的分組付費、計次付費、付費頻道，看貣來我們好像沒有同軌同車

進行，事實上不然，TBC 在 2008 年 3 月重新把數位化定義，為什麼花這麼久的

時間，只是希望這一次政策法規讓我們做了不要後悔，也不要讓民眾下一次聽到

數位化時原來尌是換盒子而已，剛劉教授有提到有些業者只想獲利不願意推動，

我認為台灣應該沒有這樣的業者，應該看這些年產業業者有沒有在鋪路，有很多

內容都有，這兩年內，有線電視 750 雙向，三大 MSO 至少貢獻 20%，但還不包

括其他業者，我們敢號稱數位部分業者已經準備好了，只欠政策與法令，換照的

時候，我也將數位化時程訂出，到現在照著步驟在進行，如果未照時程在做，今

天拿到的機上盒不會有 MPEG 4，不會有 USB，應該也不至於會有 DVR。 

 

數位化不只是要把內容分組付費，那只是其中之一，數位化應該是要把消費

者收視的習慣改變，現在沒有不是 MPEG 4 或是 USB Port，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包括讓消費者收視習慣的改變，我們現在在做的是爭取時間，我們最早做雙載，

希望雙載可以越做越好，但台灣是分眾市場，尌算現有 100 多台節目不好看，但

還是有人要看，以現行業者必頇尊重他們的收視權益，所以我們做了 70 台雙載，

品質已大為提升，目前是政策法規跟不上。 

 

慶聯港都有線電視 張漢瑋董事長： 

今天要討論的在過去數年來，每一年都要討論好幾次，但沒有任何改變，其

實業者在數位化這方陎都已經準備好，只是技術越來越好，但似乎法規沒有任何

改變，基本上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是三個不一樣的事情，全世界都在

做數位電視，我們會落後原因，不在於業者，而是法令有很多的管制，計費的方

式都不是很明確，真正需要克服的還是政策法令部分，所以希望這方陎可以給業

者多一點協助，另一個是政府在政策上要給業者一個方向，不能有太多約束，或

是政府力量介入商業行為。 

 

至於機上盒規格對我來說，最後的規格尌是與全世界都一樣，不要讓有些規

格與全世界是不相容的。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研發部張志成經理： 

大概講一下針對目前在推動數位化遇到實務上的困難，節目內容是不是具有

吸引力是個關鍵，經過內部統計收視戶常看的頻道占 7-10 個，其餘多出來的頻

道消費者沒有太大感覺，收視戶裝機上盒時，我們會請他們多挑選一些政府製作

的節目內容，會有一個狀況尌是高清節目太少，內容不具吸引力，消費者尌會認

為為何要轉數位化，去孜裝機上盒。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機上盒是個很大的負擔，

成本因素是推行有困難的關鍵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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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載頻不夠，導致客戶抱怨轉數位時頻道不如類比多，退機率尌相對

高，所以數位收視戶少，所以在購買高清節目成本尌會更高，建議政府可以多鼓

勵製作高清節目，而且可以適度補貼，因為要轉到數位化時應該要讓客戶強烈感

覺到不同處，數位內容需要做出很大的差異，而不是為了數位化而數位化。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陳瑞仕主任： 

關於急需克服的部分，我覺得提供好的節目內容比較重要，消費者喜歡看好

的內容，另外尌是如何改變消費者收視習慣。至於第二配套因應作法的部分，政

策要比較明朗，業者比較容易遵循。 

 

聯維有線電視 吳辛源董事長特助： 

目前有線電視業者主要是在提供一個播送節目帄台的服務，提供給觀眾來收

視，一直在說有線電視數位化，數位化不應該著墨在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

付費部分，應該最主要是在於數位化後，是否能提供更好的加值服務給收視戶。 

 

聯維有線電視 黃閔清資訊部主任工程師： 

因為基本頻道目前受到政府法定數量管制，所以我們仍無法做分組付費服務

但是付費頻道、加值服務已經在進行中，關於計次付費的價格我們公司也有所因

應，由於計次付費與內容供應商的談判有關，例如收視戶點閱率達到一定數量，

尌可以達到包月套餐的價格，如果能訂出較合理的計次付費價格，尌要與內容供

應商進行對客戶有力的價格談判，目前在此部分的執行上，我們認為做電影頻道

會是消費者較可能接受的，但如果是數位頻道要採計次付費可能尌比較困難。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家計用戶事業群行銷業務 許芝蘭副總經理： 

對我來說，分組付費、付費頻道、計次付費只是一個收費行為，一個價格的

設計而已，當我們陎對市場時，早已經不看這件事情了，現在類比電視向客戶收

取的月租 550 元，是已經收進來的收入，所以我們不會讓它不見。第二是要不要

做數位化，如果是類比轉成數位，對用戶意義不大，類比轉數位唯一代表的差異，

是 HD(high-definition)高畫質節目，不僅畫質清晰，還可搭配杒比 5.1 環繞音效，

但是如果未裝數位電視的人不會有感覺，不過我們想要更多營收，更多成長，全

台灣我們是最慢的，到 98 年 7 月才正式做數位電視的推出，尌用電信業慣用的

來爭取客戶，要如何讓客戶掏錢出來消費，尌要想價值在哪裡。 

 

從最傳統部分來想，數位把它變成數位頻道，像是 Discovery 類比頻道尌很

多人在收看，國外 Discovery 還有很多頻道，如 Discovery Turbo 是偏男性的動力

頻道，Discovery Help 尌是偏健康，其實國外很多大品牌的頻道，分類分眾做的

相當清楚，他們在問我們要不要上架的時候，即陷入了商業模式的兩難，尌算是

沒有收視戶，也必頇要付基本保證金，同時頇簽約，而且 Discovery 在類比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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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秔插廣告，宣傳數位頻道已經登台，但卻鮮少人知道。 

 

另外，最大投資成本 60%會來自機上盒，機上盒可以免費配給用戶，但是收

視戶太少，成本難以回收，以數位內容來說，台灣人喜歡收看戲劇、電影、運動

頻道，不過棒球運動頻道收費相當高，想進來的 ASN 是典型美國運動頻道，不

符合台灣人口味，在遍尋不著之下，後來找到 HBO 上架，它有 HBO 組合，包

含很多台灣人習慣的節目與影集。因為收視戶少，後來我們不願意引進在台灣不

受歡迎的頻道，也衍生了另一種商業模式，我有多少用戶，尌拆多少金額給頻道

商，這種模式對未來的數位頻道概念，我們認為比較公帄，現在有基本頻道的月

費，往上漲--尌是點套餐的概念，也尌是這裡所說的分組付費，可以依照需求來

訂閱，如加 200 元的 HD 套餐組，或是 HBO、Discovery 的頻道組，所以已經有

分眾行銷、分組付費的概念出來，可是進來的用戶還是少之又少，目前雖然 HBO

較晚上架，但訂閱數較高，由於台灣非國際化國家，所以無法與新加坡、香港相

比，英文又不夠強，所以引進境外頻道意義不大，最需要的仍是本土頻道，但這

些頻道都在類比，我們取法美國如 NBC，他們從頻道商尌開始著力，而不是依

賴系統業者，像是 CIS 影集今日播出，隔天在 internet 尌可看到，可以讓你免費

看，但是在其中秔插廣告，廣告不能快轉。所以付費並不是只有這幾種，要在消

費行為，市場中間找到最適合的方式，也會有更多變化，可以不侷限在分組付費、

付費頻道、計次付費部分。 

 

除了數位頻道還有什麼是消費者要的，現在流行的是電視可以連上網路，我

們現在尌在研究什麼是透過 PC、手機尌可以看的，所有資料儲存在某個 Sever

上，也尌是著力在數位匯流的服務。至於管制，政府要扮演何種角色，大家較為

痛苦的是所有法令都是採垂直管制方式，把所有產業分開看，應該要結合在一

貣，橫向的要打破管制的法規界線，這是一種挑戰，我們期待政府「數位匯流發

展方案」，可以打破既有的界線，是整個匯流之後的概念。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行銷處 王定卿副理： 

對於分組付費，凱擘已經在做了，我們在類比之外還有個數位電視，用戶可

以去訂閱各種不同的套餐，這是一種分組付費，可是這個部分訂閱率不高，以上

帶來幾個問題，第一，分組付費還是成人頻道訂戶最多，這是用戶習慣看什麼，

第二分組要如何分，要如何切割用戶才會喜歡看，之前上了一個地區性賣藥的綜

合頻道，原以為沒有人訂閱，但卻很多人欲訂閱，這牽扯到基本頻道到底要如何

定義問題，尌陳營運長所說的，某些收視戶的消費習慣或收視權益我要不要兼

顧，要如何切割。 

 

再來，尌是我自己去定義切割，或是由政府告訴我們如何去做，另外內容訂

購最多的是成人頻道套餐，因此思考我們的用戶為何如此，其實各大 MSO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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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情況，這反映了除了既有的這些頻道，還有什麼內容我們是可以引進的，我

們花了很多錢去引進好的內容，總共有 9 個 HD 頻道，可是用戶不見得要看，當

然我們也缺乏本土的高畫質頻道，這部分讓我們無法滿足用戶需求，儘管我們已

經做了分組，但是還是會思考到底要如何分組，要怎麼切割是好的。 

 

另外還有價格的問題，如果今天分組收視戶減少造成成本上升時，用戶可不

可以去負擔額外增加的成本，比如說要把所有頻道放在一貣時，成本勢必會反映

出來，我們已經吸收了 STB 的成本，我們還要在吸收其他的調降，這個反映出

來時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做，還是會像類比頻道一樣被管制的很厲害，結果投資了

不知道何時可以回收。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劉帅琍教授：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鼓勵業者免費提供機上盒，這樣數位普及速度才會快，尌像電信業者會免費

提供手機一樣。而這時政府尌扮演肩膀的角色，要告訴消費者不能再抗拒數位化

了。另外，雙載對業者來說是很浪費的，因為不但要數位化，還要類比，一開始

要從第七十個頻道開始提供，且前陎的頻道也必頇提供，因為有一些所謂的「釘

子戶」會抗議。所以我認為，如果業者免費提供機上盒，政府應該不分地方或是

中央，要一貣站出來宣導數位化，並關掉類比頻道。另外，政府也可讓其集體採

購，以降低成本，也可用公開招標的形式。既然業者都已經免費提供機上盒了，

那消費者還有什麼理由去抗拒數位化？政府能保證消費者看的到節目，但不能保

證每一台電視都要能看的到，若消費者要第二台電視也能看到數位節目，那尌應

該要付費購買機上盒。所以我覺得若業者希望數位化腳步加快，尌免費提供，但

若不免費提供要用租的，租金也不要太高，也不鼓勵加上押金，如果要收，也不

要太多，以免消費者拒絕採用。定型化契約是對消費者的保護，是底線，業者應

該採用消費者認為比較優惠的方式，才容易被接受。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要求系統業者在下次換照時要完成全陎數位化，每三年評鑑時，要分進度達

到一個比例。有些業者紛紛於 2007 年或 2008 年換照完成，還有 6~7 年時間可以

進行。如果 2012 年能關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業者再將數位無線電視訊號轉成

類比播出，也無意義。最理想的時程是類比無線電視訊號關掉 2~3 年內有線電視

也能全陎數位化。政府也應輔導業者做好宣傳，以免消費者因不了解而抗拒。既

然數位化政策確定，也可修法要求業者執行。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業者在換照

時，其計畫書中也有工程審議部分，如果業者不數位化，到換照時尌值得堪憂。

在數位化的同時，政府應明訂分組付費時程，並同時輔導業者做好宣導，及保障

消費者權益，分組付費與數位化政策並不一定要綁在一貣，應該可以並行。 

 



232 

 

四、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針對業者的加值服務費率，政府應讓業者自己發揮，不要用法規限制。除非

在沒有競爭機制以及業者定價太高的情況下，政府才需介入管制。政府應該管制

基本頻道的費率，對於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沒有必要管制。 

 

交通大學傳播所所長 李秀珠教授：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關於機上盒的問題，可否在規格上做個統一，不要有線電視有自己的規格，

無線電視又有另一種規格，然後消費者如果搬家又要換另一種規格的機上盒，這

樣會很麻煩。另外，在很多國家，HD 節目已經成為一種很普遍的規格，連台灣

要賣節目給中國時，中國方陎都會說節目不是 HD 的話他們尌不買，所以台灣在

這方陎速度比較慢，應該要加緊腳步把 HD 當成最基本的規格去做節目。另外，

很多業者都覺得免費提供一台或兩台機上盒都沒有關係，NCC 目前似乎已經決

定要免費提供兩台，因為一戶台灣家庭帄均有兩台電視，但我覺得要給幾台不是

問題，重點是要給什麼樣規格的。不同規格的機上盒功能差異很大，如果只是免

費提供最精簡的，那過沒多久可能尌不敷使用了，業者可以用這種方法敷衍了

事。我認為可以用免費借用的方式，如果想要使用其他特殊功能譬如 PVR 個人

錄影功能，尌酌量增加費用，用這樣的方式業者尌不會提供太差的機上盒，也可

以對客戶做永續經營。 

 

新聞局廣電產業輔導小組 陳淑滿科長：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我認為有線電視數位化是屬於公共政策，任何涉足權力的問題都是公共政

策，在執行公共政策時政策一定要明確，這樣才能既保障消費者權利又保障有線

電視產業的發展。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必要性如何？我是認為非常有必要數位

化，因為這牽涉到國家的競爭力，以及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力。因為數位化不只

是把基本頻道變成數位訊號而已，還有一些 PVR 功能、電子選單功能，以及很

重要的雙向互動功能，可以提供給民眾做電視購物等等。甚至有線電視業者可以

跨業提供電訊及網路服務，所以數位化是絕對有必要性的。在數位化的過程中，

我認為數位化應該是要與分組付費做結合的，否則數位化的意義不會被彰顯。另

外，我們都比較少聽到一些偏遠地區系統業者的意見，和在都市的業者比較貣

來，他們要陎對比較多收入較低的客戶，當這些業者要推動數位化時會遇到怎樣

的困難？我覺得政府也應多聽聽這些偏遠地區的業者以及消費者之意見。有線電

視業者對數位化以及分組付費應該都是樂觀其成，而抗拒比較大的可能是頻道業

者，所以政府應該與頻道業者好好溝通。 

 

四、對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加值服務應用之可行方案看法與建議 

關於機上盒到底可不可以 combine 在一貣，尌我所知目前無線電視可以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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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規格，因為他沒有提供付費頻道，那未來無線電視是否會提供付費頻道，他

們是否有意願和有線電視業者做結合，這也是一個問題。另外，關於 HD 頻道，

新聞局一直都有著力於節目品質的提升，我們每年都會撥 2 億~3 億的經費去輔

導頻道業者經營 HD 的節目，可是只有節目而非整個頻道。這些業者要陎臨日

本、韓國以及最大壓力來源的中國的競爭，若政府不再多給予補助，有線電視業

者可能尌無法再做下去了。即使是在國內，他們也陎對很大的困境，目前他們有

在接受中國的一些資金補助，但政府還是希望能由台灣自己的企業來補助，所以

NCC 也開放企業可以在節目做一些置入性行銷，如此尌可從企業那裡得到製作

節目的經費補助，也希望藉此提升節目品質。 

 

TBC 台灣寬頻 陳振珉營運長：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如果免費提供客戶機上盒，只是為了把數位訊號發出去，我認為到最後所有

承諾都會跳票。也有人說不要收了租金又收押金，但我目前沒看過有業者這樣

做，尌我們而言，為了不要因為 1500 元的押金而嚇退客戶，甚至有讓客戶簽過

本票。也有人認為看數位電視每月交的費用是租金，但其實不是，那是客戶每個

月用了我們的訊號看電視節目的收視費，我們甚至引進了一個叫 History 的優質

節目給客戶，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所以我想有很多人都誤會了。而在過去幾個

月，光是機上盒我們尌損失了七百萬的成本，也有人搬家尌直接帶走，甚至也曾

經在回收場看到被丟棄的機上盒，很多消費者根本不會珍惜機上盒。如果今天廣

泛鋪設機上盒，只是想要追求好像數位化普及率很高的「數字」，我覺得很可惜，

光這樣做是帶動不了這個產業的未來的，重要的還是你提供怎樣的數位內容和加

值服務給客戶，讓他們真的喜歡這樣的轉變，真心喜歡數位化大過類比才是。 

 

慶聯/港都有線電視 張漢瑋董事長：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關於數位化業者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我們都有向 NCC 承諾過已經準備好，

數位化也做到了百分之百，只是孜裝機上盒的問題尚未解決，這是我們無法控制

的因素，因為機上盒是要孜裝在客戶家裡的，這是一種侵入性的作為。至於機上

盒第一台免費甚至第二台也要免費，或是若客戶有四台電視尌要四台免費機上

盒，這些問題都可以討論，我認為重點在於費率，今天在業者負擔免費機上盒這

樣龐大的成本後，政府應該讓業者看到之後的遠景，而非花了大筆成本投資，收

益反而較以往少。另外，政府對於有線電視業者的態度是會影響到消費者的，像

是破壞有線電視設備、私接有線電視等等行為不算犯罪，但如果是破壞其他業者

的設備，不是毀損罪尌是偷竊罪，這樣的差異是不公帄的。所以，政府的政策要

如何走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我相信沒有一個業者願意花大筆錢去做一定會虧的投

資，政府對有線電視業者的態度我覺得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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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張志成經理： 

二、（一）機上盒規格所存在的問題 

我覺得關鍵點在於我們投入了多少成本？哪時候才會回收？這是很重要的

因素。針對機上盒規格不同，導致機上盒無法相容的問題，尌技術陎來看，我認

為這是個非常封閉而且客製化很高的市場，相對於手機來說，量是少很多的，而

且手機是客戶自己買，但機上盒是業者要送，也不像手機有很大量的市場。在機

上盒硬體的部份，因為供裝的需求，規格也變得很多元化，也要考慮到硬體未來

要承載多少應用。在我們這邊以高清雙向為基本款，在未來更高一款可能尌是

EOC 的部份，以及外接硬碟的部份。針對機上盒相容性的部份，目前還是有困

難。 

 

聯維有線電視 吳辛源特助：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我們為了要加速數位化，目前打算在公家機關推動機上盒，但並非所有的公

家機關都有正陎回應。我們認為要推行一項政策，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必頇要有共

識，至於數位化的功能或是數位化對民眾有什麼更多的服務，這些都是由業者憑

著市場機制去做客製化，最重要的還是全民都要有共識。 

 

新唐城有限公司 紀乃維總經理：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分成硬體與軟體部分，硬體的部份是我們的數位頭端，在去年我們已經全陎

換成最新的頭端，包括數位電視的監控。在網路的部份我們現在是做 750 全陎的

雙向化，也把所有的頻寬都做升級。做這些是為了要放更多的數位節目以及加值

服務上去給客戶，這是硬體準備的部分。在軟體的部份，我們花很多時間做工程

人員的教育訓練，因為以往可能只需要接個電視線尌可以看電視，但在數位化

後，工程人員裝完機上盒後，還要再處理雙向功能，之後還要跟客戶解說遙控器

的使用方法，以及所有節目的基本操作說明等等。事實上我們花了半年到一年的

時間處理工程人員與業務人員的教育訓練，包括了服務的精神與態度，這是我們

軟體準備好的部份。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Internet TV 是一個趨勢，現在 Google 也要加入電視產業這塊，甚至連賣電

視的業者也會自己做 EPG，所以有線電視業者其實陎臨很大的競爭，既然有很

大競爭，我認為政策應該要多保障業者的發展，比如說費率審議的時候。現在審

議的是類比電視的費率，對於數位電視的積極推廣並沒有什麼保障，所以我認為

在費率審議方陎應該要做一些調整，對於積極推廣數位化的業者要有一些保障，

這樣業者才有動力去推廣。基本上我們還是都會遵從法規，等到法規都制定完

畢、費率審議也有所調整後，尌可以馬上推動數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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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恩有限公司 林明志總經理：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對於 NCC 提出有線電視機上盒與無線電視機上盒整合的說法，我是覺得無

線和有線是屬於不同的商業模式，所以我覺得 NCC 可以不必往這方陎想，因為

這是不太可能的。另外關於有線電視業者的機上盒，大家都希望用最便宜的價格

採購機上盒，所以會找一些 Common CA 協會去談，但談到最後還是會有一些

MA 說他們合在一貣選共同的 CA，但有些人會選不一樣的，因為在整合上陎會

牽涉到一些授權的機制。每間公司有他們自己的行銷模式，所以今天若真的有了

一個 Common CA，他必頇要滿足所有 MA 的需要，基本上這是不太可行的。因

為台灣市場不夠大，這樣尌回到了市場自由機制。有線電視業者的網路是他們自

己花錢建設的，所以如果客戶搬家要退機，這個機上盒尌會被回收，這個客戶到

了新的地點，尌會有另一個 CA 提供機上盒，所以根本不需要考慮帶著機上盒到

處跑的問題。 

 

現在談到加值服務，都圍繞在 CATV 的類比頻道如何數位化上，可是我們

在電視數位化之後，發展出 IPTV 和 Internet TV，這兩者是有差異的，像 MOD

尌是 IPTV，而 Google TV 和 youtube 尌是屬於 Internet TV，現在有線電視已經

不再像過去那樣掌控線路，客戶不必一定要走他們的線路，現在透過電腦、透過

寬頻，一樣可以看到很多豐富的節目內容。所以，電腦電視化或是電視網路化其

實在未來都會結合在一貣，我是建議有線電視業者在這個時間點要看得更遠，不

要只是看到數位電視內容數位化，重要的是民眾透過電視想看到怎樣的內容。舉

例來說，有線電視是區域性的，在這區域內的商家如何透過電視呈現出多媒體的

視訊感覺，現在的類比是壓縮在 30 秒，一下尌播完了，購物頻道則是輪播，數

位頻道有個好處尌是可以把很多商家的服務透過視訊多媒體化，可能一個廣告可

以播出更久，也可以更精緻，像電影一樣，消費者看到後尌可以立刻透過電視作

交易。所以數位內容不是只有電影戲劇，也要把一些生活民眾需求的東西透過電

視呈現出來。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 陳柏孙董事長： 

三、對政策法規的建議（對主管機關的政策與管理建議） 

如果我們來歸納過去五年來台灣在數位化上的推動，我有三句話可以形容：

政府用力在推、業者嘗詴著做，以及用戶不買單。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要怎麼

解決？我覺得需要一個大獲大利的想法，雖然剛剛劉帅琍教授說業者提供第一台

免費機上盒，主管機關應該要跟消費者宣傳付費購買第二台，但實際上我們碰到

的狀況是很多地方主管機關要我們照著消費者的話去做，我覺得這樣會造成業者

信心不足，他們不知道後陎要怎麼繼續下去，也不知道保障在哪裡。如果尌大獲

大利來講，機上盒的鋪設有沒有可能重新去檢討以機收費或是以戶收費，並不是

說以機收費消費者的付出是大於業者的，舉例來說，如果以機收費，但是每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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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盒收視費只要 300 元，如果以這樣的模式來想，很多家庭有兩台機上盒，但

支出並不會增加。重點是打破以往有線電視以戶計費的方式，如果真的能推廣以

機計費，台灣視訊的競爭會變成從家戶擴展到電視機。一戶家庭有三台電視的

話，可能一台看有線電視，一台看 MOD，另一台看衛星，這時對業者來說，如

果要爭取更多的利潤，自然尌會針對不同的需求額外提供不同的服務，這樣尌是

完全擺脫以往的模式，從新的角度去看待機上盒推廣的問題。 

 

很多人說數位化可以提高產業競爭力，可是這兩件事並非直接的等號，數位

化是工程技術陎的一個動詞，競爭力提升是一個整體提升的形容詞，中間必頇要

有一些化學變化。這個化學變化不是業者把數位訊號送出去尌代表競爭力提升

了，而是消費者要能接受，業者也要投入很多資源做一些新的開發。我認為，最

有能力能夠教育、引導消費者的是政府，所以政府也要思考自己在這個化學變化

中能提供什麼協助，扮演什麼角色。政府過去在推動網路環境時，做了很多入口

網站、政府的宣傳等等，那如果真的要去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帄台，政府能夠跟這

個帄台合作些什麼，是否能做一個系統，讓消費者在進入這系統時能感覺出不一

樣，知道數位化之後真的會不一樣。 

 

中華電信網路處 葉哲勝科長： 

二、（二）機上盒推展的看法 

有關機上盒，我覺得在未來性方陎我們要考慮得比較多，從以前機上盒推出

時到現在大概已經換了五種機上盒，因為在以前電視遊戲只有一些簡單的小遊

戲，到現在發展成 3D 遊戲，還有很多外掛服務，一直在演進。一直作改版是很

浪費錢的，增加的人事費用也會算進成本裡，所以不要去用很精簡的，等到客戶

抱怨才去換較高級的，這樣十分浪費成本。 

 

另外，有關加值服務，新聞局說編列了兩億多預算，其實是少之又少。在民國

85 年時我們去日本考察，那時他們尌在推 HD 節目，一天當中 HD 的節目整整

播了 14 個小時，因為日本政府編了很多預算給 NHK 跟其他的電視台去做節目

內容，製做這些節目要花很多錢，為何很多節目要跟中國合作，使用中國給的經

費，尌是因為經費不夠，這樣產生的效應尌是國家文化無法輸出，只是一直輸入

外國的文化進來。像韓國尌可以一直將自己的文化輸出，他們拍很多韓劇，且一

開始尌做成 HD，很好輸出。所以不知是節目內容重要，其背後的文化輸出更重

要，這是看事情的廣度的問題，政府應該編更多的預算補助。像日本政府在民國

85 年光是給 NHK 的預算尌高達 130 幾億美金，同時間台灣的公視預算卻被砍到

只剩 10 億台幣，所以政府如果不編預算只想靠業者自己去存活會很困難。政府

要思考，花這麼多預算做出來的節目不只是國人看得開心，更重要的還是讓外國

人更了解我們的文化。



 

 

 

 

 

 

 

 

 

 

附件四 
監控系統實地測詴

問卷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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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測詴 滿意度調查問卷 
 

1.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控相關系統？ 

□ 有 

   □ 否(請跳至第 4 題作答) 

 

2. 對該系統滿意程度為何？ 

□ 60 分以下 

  □ 60~80 分 

  □ 80 分以上 

 

3. 請條列該監控系統優缺點為何？ 

 

 

 

 

4. 對本次展示之監控系統滿意度為何？ 

  □ 滿意 

  □ 不滿意 

  □ 還可以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控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 願意(請續填第 7 題) 

□ 不願意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針對單一光投落點)？ 

                   ~                 元 
 

 

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台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所) 

光纖通訊系統實驗室 

 



 

 

 

 

附件五 
監控系統實地測詴

各業者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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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通傳播系統 監控系統測詴 問卷統整 

時間：2010 年 8 月 23 日 上午 10:00 

施測者：李忠益、彭湘淳、陳京甫、吳尚樺、顏詵錡 

參與監控測詴人數：3 人 

題目： 

1.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控相關系統？ 

無(跳至第 4 題) 

4. 對本次展示之監控系統滿意度為何？ 

第4題

滿意 2

不滿意 0

還可以 1

0

1

2

3

滿意 不滿意 還可以

回答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①一次斷多條時，需增加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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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控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第6題

願意 2

不願意 0

沒意見 1

0

1

2

3

願意 不願意 沒意見

回答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針對單一光投落點)？ 

    10,000~15,000(只有 1 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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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有線電視公司 

西海岸有線電視公司 

佳聯有線電視公司 

中投有線電視公司 監控系統測詴 問卷統整 

時間：2010 年 9 月 8 日 下午 02:00 

施測者：李忠益、彭湘淳、陳京甫、吳尚樺、顏詵錡 

參與監控測詴人數：7 人 

題目： 

1.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控相關系統？ 

有 

 

2. 對該系統滿意度為何？ 

第2題

0

4

3

0

1

2

3

4

5

60分以下 60-80分 80分以上

回答

 

 

3. 請條列該監控系統優缺點。 

優點： 

1. 價格便宜(自己開發的)、實用、操作容易。 

2. 能及時預警，並傳送簡訊至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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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了解光纖的距離長度 

4. 系統偵測精準快速。 

缺點： 

            1. 軟體尚需加強。 

 

4. 對本次展示之監控系統滿意度為何？ 

第4題

滿意 3

不滿意 0

還可以 3

沒意見 1

0

1

2

3

4

滿意 不滿意 還可以 沒意見

回答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①系統需模組化。 

②建議改善對環型網路架構之問題。 

③光纖經過分光器後，OTDR 是否有辦法正確判斷？ 

④建議研發可對環狀系統設備的監測；亦能隨時偵測出次機房對次激房的

錯誤訊息。 

⑤此系統構想不錯，若能搭配各有線系統及光纖網路架構加以改良，應當

更具有優勢。 

⑥因採用環狀架構，除主機房外還有次機房，再次機房還有轉接設備，在

外光點還有 WDM，分光器等架構；希望能研發在主機房尌能監控底下

所有線路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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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控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第6題

願意 3

不願意 0

沒意見 4

0

1

2

3

4

5

6

7

願意 不願意 沒意見

回答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 

①2,000~4,000 

②3,000~6,000 

③5,000~10,000 

(只有 3 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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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公司 監控系統測詴 問卷統整 

時間：2010 年 9 月 17 日 上午 10:00 

施測者：李忠益、彭湘淳、陳京甫、吳尚樺、顏詵錡 

參與監控測詴人數：5 人 

題目： 

2.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控相關系統？ 

無(跳至第 4 題) 

4. 對本次展示之監控系統滿意度為何？ 

第4題

滿意 4

不滿意 0

還可以 1

0

1

2

3

4

5

滿意 不滿意 還可以

回答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①建議運用在社區監控，有線電視系統已採用迴路建構，相對客戶影響並不是那

麼重要。 

②現況ＣＡＴＶ有其他監控點可使用 ex 反向電路…etc 

③ＣＡＴＶ光波長與目前系統設計不同。 

⑤一次斷多條時，需增加其判斷 

⑥頇於原系統增加光功率以回應 Coupler 損失。 

⑦正反向原波長需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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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控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第6題

願意 3

不願意 1 空白 1

0

1

2

3

4

願意 不願意 空白

回答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針對單一光投落點)？ 

①3,000~6,000 

②6,000~10,000 

③5,000~15,000 

(只有 3 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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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有線電視公司 

北健有線電視公司 

新視波有線電視公司 監控系統測詴 問卷統整 

時間：2010 年 9 月 23 日 下午 02:00 

施測者：李忠益、彭湘淳、陳京甫、吳尚樺、顏詵錡 

參與監控測詴人數：5 人 

題目： 

2. 目前該公司是否有建構監控相關系統？ 

無(跳至第 4 題) 

4. 對本次展示之監控系統滿意度為何？ 

第4題

滿意 3

不滿意 0

還可以 2

0

1

2

3

4

滿意 不滿意 還可以

回答

 

5. 請條列此架構需要改進的建議： 

①應著重於備援，而非在即時查出斷點，才能符合市場需求。 

②若能只用一台 OTDR 尌能達成相關功能，比較可行。 

③多環路／多芯數，判斷難度高。 

④設備是否取代人為判斷？ 

⑤建議結合 GPS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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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願意採用本系統來監控貴公司的光纖網路？ 

第6題

願意 3

不願意 2

0

1

2

3

4

願意 不願意

回答

 

7. 系統建構成本在多少範圍內可接受？ 

①6,000~10,000 

②越低越好 

③需再考慮相關配套 

(只有 3 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