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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傳播匯流 應用服務為先

類比再見，揮別舊電視商業時代！
蔡志宏談數位電視發展前瞻

電視是現代生活中最簡單、普及的娛樂，也是掌握社會脈

動的主要工具。根據遠見雜誌在2010年進行的調查，國人平均

每日收看電視時間約2.7小時，是所有休閒活動中最高者，足見

電視對大眾日常生活的影響。

隨著科技的發展，電視已由傳統類比訊號轉為數位訊號，

提供更佳的影音品質。我國無線電視經過多年數位、類比頻道

雙載模式後，通傳會規劃於2012年6月30日關閉類比頻道，正

式跨入全面數位化的時代，更開啟了全新的電視產業前景。本

文特別邀訪台大電機系蔡志宏教授，對數位電視可能產生的影

響做一全面的介紹，並為數位電視的後續發展提供專業建言。

 數位化有效增加了消費者選項

在數位科技的發展之下，全球主要先進國家莫不投注心力，或是已完成數位化基

礎的建構與產業的調整，傳播匯流（convergence）已成了勢不可擋的趨勢。因數位

化技術而衍生出新型態的傳播通路與通訊服務不斷增加，對於傳統大眾媒介的服務模

式與經營環境也產生極大衝擊。台灣在數位科技方面有深厚的基礎，更是相關消費性

產品的製造大國，但在數位化傳播產業的發展上，我們正站在起跑點之上，仍有諸多

的歷程有待經歷，亦有未知的困難在前必須克服。

蔡志宏表示，電視數位化議題涵括廣泛，其涉及閱聽眾權益、言論多元性、不同

的服務平台、不同的科技與產業等範疇。基本上，可以由對消費者端產生的影響與改

變，以及整個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兩個方面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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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費者來說，電視數位化最直接的感受就

是畫面與聲音品質的提升，然而在此之外，數位科

技引進數位電視傳輸系統之後，整個電視的服務樣

態將出現巨大的變化。閱聽眾既有的模式原僅有開

關電視或選台觀看，然而在數位化之後，開展了多

元的服務型態，以數位化機上盒（Set Top Box）

為例，付費的頻道、各式套餐等，將使閱聽眾對收

視內容的選擇更為多元。

另一方面，數位化所促進的傳播匯流，讓更多

類型的服務平台出現，包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

網路電視（IPTV）等，消費者不但擁有更多的自主

性，同時也可以自由選擇收視的平台。數位化帶來

的好處絕對不僅只是更好的影音品質而已，更包括

了開闊的、可量身打造的內容與收視媒介，以及更

具彈性的服務與資費。

 電視產業鏈啟動新競爭模式

對於產業端而言，電視數位化將掀起一場全新

的競爭風暴，從內容源頭到消費者末端，整個電視

傳播產業鏈均將受到影響。無論是內容製作，還是

節目上架，或是網路傳輸工作，都需要全面性的數

位化投資。目前數位電視有兩類規格，一種是標準

畫質（SD），一種則是高畫質（HD），然而等級

較低的SD不會是數位化的終極目標，整體產業鏈

勢必要逐步提升至HD等級。在此同時，業者不但

必須面對硬體成本的壓力，人員訓練等軟體的實力

也要相對的提升。

數位化工作的硬體投資成本，顯然是影響數位

化腳步的一項變因，其涉及內容製作、上架播出、

傳輸網路等三大類業者，這三個產業區塊必須能完

整完成數位化工作，任何一個環節未完成，提供的

服務品質就一定無法達到預期，也就失去數位化的

真義。蔡志宏表示，數位設備的初期投資成本高於

類比系統，但高品質的內容產製與新興服務的營

收，應能夠讓這些投資適度的加速回收，業者應將

眼光放遠，勇於投入相關領域。

再者，通路平台也將隨著數位化而全面變革，

前述IPTV等的加入，使得傳統的無線電視台、有

線電視系統面臨新的競爭對手，多元平台的互動發

展，正是數位化對於現階段產業的主要衝擊。蔡志

宏認為，今日已進入「眼球戰爭」的時代，閱聽眾

可以在多種不同類型的平台上進行收視，包括智慧

型手機、網路，經由不同型態的電視平台提供者，

獲得各式的資訊與服務。而且這樣的競爭在日後只

會更加劇烈，業者必須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方能在

數位化傳播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

在先進國家快速進入數位化的此時，電視數位

化已經成為一項國家競爭力指標，一旦腳步落後，

將出現嚴重的問題。以國際的傳播內容交易市場為

例，目前均以HD規格為標準，如奧運的轉播等節

目，已經沒有類比的授權。如果國內的內容產製能

力仍停滯不前，產業將迅速被邊緣化；在空有數位

播放的硬體設備，而無自主的源頭內容產業的情況

下，不但有損社會利益（Social Interest），剝奪

了閱聽眾的收視權益，更可能因外來內容的優勢競

爭能力，侵蝕既有文化的自主權，造成文化崩解的

嚴重後果。

 競爭在不同平台之間蔓延

電視數位化的變革已在發生之中，然而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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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的進展稍微不同。蔡志宏認為，在無線電視

方面，從類比到數位的切換點明確，是最為關鍵的

時間點；在衛星電視部分，其屬於小眾市場，而在

技術上可以很快的進行切換；網路電視的基礎原本

即為數位，故沒有類比訊號轉換的問題；有線電視

系統則是國內收視人口最多的平台，但其進程通常

不會一致，需隨當地系統業者的腳步而有不同。

國內大多數民眾需透過有線電視系統來收看節

目，故有線電視業者的數位化進程也備受矚目，但

其進程也受無線電視數位化進度與消費者期待之牽

動。無線電視數位化後，同一無線頻段可以容納的

頻道數將能再向上提升，原本一套節目在類比時代

需要6 MHz，然在數位化之後相同頻寬則可以容納

3套（SD）節目，日後許多佔用頻譜的類比頻道頻

段被回收之後，政府就有更大的空間，可釋出更多

無線台執照；而各個無線台播送的內容，也將更為

豐富。屆時對於收視需求簡單的民眾來說，直接收

視無線台將可得到相當的滿足。

另一方面，在網路電視平台方面，除現行的

MOD之外，尚有類似型態的壹電視，這些業者提

供多元的內容，可滿足個人化需求的收視行為。換

言之，平台之間的競爭已經出現。如前述網路電視

發展所帶動不同平台間之競爭，亦因寬頻網路頻寬

的持續提升而蓄勢待發，因此目前掌握最多收視群

眾的有線電視業者已經感受到壓力。未來有線電視

業者恐有必要在數位化的架構下思考，提升內容與

服務，如單頻單購、套餐服務、彈性資費等，才能

保持既有的市場優勢。

 優質內容將帶來變革之風

數位化跨平台的特性與更開闊的選擇性，亦將

為電視產業的經濟層面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對於閱

聽大眾而言，數位化提供了更高的視聽品質、更多

的內容與平台，服務也變得更有選擇性；在消費者

自主權增加之下，無形之中也將淘汰製作不佳、觀

眾滿意度低的節目與頻道，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促使製作者能提供更優質的內容，方能在諸多選擇

中吸引大眾，並將內容轉換為獲利。

整個收視行為的變革，也造成產品的改變。蔡

志宏表示，優質內容與付費機制是相輔相成的發展

模式，在國外是行之已久的常態，對於國人卻有些

陌生，然而根據近日的調查研究，國內在電視數位

化與平台的多元性之下，此類消費型態已漸漸展露

需求，已有民眾願意付費以獲得更高品質的收視內

容。本土的內容製作者必須把握住這項的需求，讓

自身的好作品能躋身至付費頻道。

當然，傳統的收視率仍然是業者最為重視一

環，其與廣告收益有直接關係。收視率可說是整個

電視產業的經濟基礎，但在激烈的眼球戰爭之中，

如何能夠吸引大眾收看，其關鍵仍然在於優質的內

容。蔡志宏認為，國內所有的內容業者只有一個選

項，即提升品質，以優質產品提升收視率，或進入

付費頻道，否則市場重整將無情的剔除不具競爭力

的業者。

在數位化之後，蔡志宏預期基本頻道組合也將

朝向多元化市場發展，優質頻道與內容的集中，會

使產業界自然重新組合，形成市場的重整。對於頻

道業者、有線電視業者而言，在未來傳播多元化的

社會中，應思考自身定位後儘速將自身產品去蕪存

菁，並維持內容豐富性、言論多元性等基礎要求，

否則將遭遇消費者不同程度的抵制，並使整個平台

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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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電視發展背後的問題

面對數位化後可能發生的問題，蔡志宏提出了

幾項建議。第一是收視率轉換廣告營收的型態必須

有所檢討，因數位化及多元平台選擇而使大眾收視

行為產生變革，無法反應同一收視率背後卻可能有

不同收視族群之現況；換言之，現行的收視率調查

已無法反應實際狀況，並作為廣告購買的依歸。此

議題牽涉廣告選擇，乃至於廣告主的商品銷售，影

響非常巨大，更將對電視產業的商業模式產生相當

衝擊，值得關注。目前收視率調查通常由民間團體

進行，蔡志宏認為如果有必要，政府可透過委託專

業研究，建構公正而有效的調查方式，以真正的反

應新世代、跨平台的閱聽眾收視行為。

其次，因個人認知、判斷、應用能力的不同，

電視數位化將產生另一種型態的數位落差，面對數

位化後五花八門的選項，將使為數不少的消費者處

於相對弱勢，並有資訊不對等的情況發生。政府對

此應投入更多的資源，以適合一般大眾認知的方式

進行深化的宣導，化解消費者對於數位電視機硬體

設備、平台、資費等選擇的障礙與壓力，讓躊躇不

前的民眾能夠真正享受到電視數位化帶來的利益。

而以整個電視服務產業而論，目前數位化的

進程尚未打通全部環節，政府應對於系統整合、

配套措施等產業予以扶植。舉例來說，具有連網

功能的電視是否可以提供對應的網路服務，讓電

視不只是電視，讓電視可選擇納入電視商務（TV 

Commerce）的功能。又如機上盒是否能與遊戲產

業結合，創造出全新的遊戲平台，同時讓遊戲業者

有新的發揮空間。

最後，蔡志宏呼籲政策決策者，在電視數位化

之下，除硬體建設與內容產業外，應由消費者觀點

來思考，以開闊的視野看待未來應用服務的發展。

未來數位電視產業鏈將有無限的可能性，以台灣資

通訊的產製技術實力，硬體部分完全可以支援，然

而新的服務、新的商業模式則尚待開發與導入。政

府要率先投入資源，強化產業參與的誘因，最終才

能使大眾享受更多樣態、更便利而優質的服務，體

現數位化時代的真正意涵。

蔡志宏小檔案

蔡志宏為UCLA電機工程博士，曾任職AT&T Bell 實驗室，回國後擔任台灣大學教職，曾
主持多項研究計畫，同時參與國內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法規制訂。目前為現任台灣通訊學會理事

長，及國科會網路通訊國家型計畫副執行長。

Taiwan 
Investment 
Panoram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人物專訪 
Focus Interview

04



■綜合企劃處

消費出現轉型 產業開始競合

我國數位視訊平臺市場發展概況

 前言

傳播匯流（convergence）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已成了勢不可擋的趨勢，加上新

型態傳播通路及通訊服務的不斷增加，傳統大眾媒介的生態及型式也出現巨幅變化。可

預見的未來中，無論何種傳送資訊的載具（carrier）應用何種新科技服務，通訊及媒體

服務必將皆採為數位模式傳送。善用數位科技後，數位內容將不僅是技術的呈現，而是

整個使用態度的變革。

據此，在電腦及傳播科技的匯融下，電視的數位化，亦使得原本單向、頻道稀少的

電視產業，其獨有的清晰界線逐漸破除，與廣播、網際網路以及電信通訊之間，結合成

一個雙向、多元、快速的傳輸環境；數位電視後不再僅是影音顯示器，而轉換成為串聯

固定及行動寬頻的多媒體網路平臺介面。亦即完成電視數位化後，將型塑一個全新的媒

體，所提供之服務將不僅在電視服務的範疇，更可以順勢建構起數位媒體平臺的理念。

電視數位化係指從業者製作內容、發送訊號提供收視服務至民眾接收訊號收視過程

中所有環節之數位化，亦即，電視數位化是從製作、儲存、處理、傳送、接收等一系列

過程的數位化。因此，視訊產業採用數位技術，從節目內容製作到資訊接收顯示，其工

作原理與過程將與傳統類比電視截然不同。

而我國電視產業在政策引領及科技驅動下，為因應數位傳播時代的趨勢，面臨投入

大量資金於基礎寬頻網路建設、數位內容製作及購買、整體數位環境服務營運轉換等種

種的挑戰。我國自民國87年起建置試播數位無線電視，至96年9月起正式營運起今已有

15個頻道（另有1個公視HD頻道）播出，其訊號發射播出及收視端以機上盒（STB）接

收已具數位化規模，但節目內容製作部分仍再加強進展；有線電視數位化在系統經營者

以策略聯盟及優惠促銷的機上盒鋪設推動，佐以逐漸增加國內外高畫質（HD）頻道引

入，目前數位化規模比例約達10%；至於直播衛星電視因原本就採數位訊號傳輸，故雖

收視比例雖低，但可以說是我國最先及完整應用數位科技的電視媒體。

05NCC News 11月號

Taiwan 
Investment 
Panoram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頭條故事 
Headline News



數位轉換之最大實益應在於頻寬的有效使用；

無線電波頻率的釋出以及數位壓縮技術的採用，使

服務提供者除可在同樣頻寬內提供較多頻道視訊服

務外，原本使用於播送類比訊號之無線電波頻率，

亦可騰讓並收回供其他業務或其他電視新進業者使

用，如無線寬頻接取、行動電視等1。至於有線電視

系統網路的數位轉換，將積極創造寬頻數位網路的

發展。各國政府皆已意識到寬頻數位基礎施設所蘊

含的巨大商機及國家利益，有線電視系統數位化後

所釋出的頻寬，除能提供多重服務匯流及更豐富的

高畫質規格頻道外，亦能透過數位機上盒對內容及

播送實施加密及安全保護，改善產業價值鏈中的收

益減損現象。

而數位化匯流之後的不同媒介，由於技術的進

步而打破彼此的界線，相同內容可能出現在不同服

務平臺、不同終端設備，因此，不同產業也必須進

入同一個市場之中，競逐分食同樣的市場大餅，進

行彼此間的競合。

 我國視訊平臺數位化現況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截至100年9月底我國

行政總戶數為8,042,061戶，可作為我國電視收視

戶之主要參考。根據99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臺灣地區彩色電視機的普及率為每百戶家就有99.4

臺彩色電視機，而有線電視頻道設備（含多媒體隨

選視訊設備）之普及率為每百戶就有83戶擁有有線

電視頻道設備。根據本會資料，可將產業相關上下

游關係暫以視訊內容供應、視訊服務平臺兩層面區

分，並以表格彙整各經營家數如下。

表一、視訊產業經營家數統計（整理時間100年10月31日）

類   別 家數頻道數 備   註

視訊內容供應層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100年 7月底止） 總計 7,173
（業者別）

電視節目製作業 4,490家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1,944家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業 4,373家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100年 9月止） 107家
282頻道

本國業者 83家公司，169個頻道。
境外業者 32家公司，113個頻道。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 8家）

視訊服務平臺層

（100年 10月止）

無線電視電臺 5家 臺視、華視、中視、民視、公視。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含播送系統） 62家 以現行 51個經營區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 9家 本國業者 5家。
境外業者 4家。

多媒體視訊平臺 2家 頻道總數 167個，訂戶共 890,854戶。

網路平臺 -Web TV
（付費網際網路影音網站）

無官方公布統計資訊 註 2

資料來源： 本會網站100年10月31日公布數據、本會99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及新聞局網站100年10月31日公布業務統計數據：http://info.
gio.gov.tw/ct.asp?xItem=96290&ctNode=1823

1 謝葉毓，廣播電視數位化之無線電波頻率分配與利用規範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年 7月。
2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在 98年 11月份所做的網際網路影音調查（http://www.insightxplorer.com/specialtopic/2009_11_video.htm），在

5,481位網路使用者中，使用影音分享平臺的前 5名依序為「YouTube」（70.5%），其次為「無名小站影音」（24.5%）、「土豆網」（16.8%）、
「yam天空部落影音分享」（12.9%）及「I'm Vlog」（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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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媒體整合、匯流的趨勢下，不管是無線

電視、有線電視都將進入數位媒體的時代，甚至傳

統電信業者憑藉寬頻網路可承載多媒體數位內容的

特性，也投身進入數位電視這塊市場。

依據本會委託研究「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

調查」期末報告（99年12月）3，最近一個月內有

收看電視節目的觀眾中（電視收視群）， 81.0%

的觀眾家中擁有「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包

括無安裝數位機上盒（67.8%）及有安裝數位機上

盒（13.2%）；其次，43.2%的觀眾家中擁有「電

腦」收看電視節目，包括上網收看電視節目短片

（34.5%）及安裝電視卡或電視盒（8.7%）；再

其次，42.6%的觀眾家中擁有「無線電視」收看電

視節目，包括無線5臺（7.6%）、無線數位15臺

（25.6%）、車用電視（9.4%）。此外，其他視訊

媒介還包括中華電信MOD（17.0%）、手機電視

（6.6%）和直播衛星電視（1.6%）等。

調查結果顯示，擁有電腦、手機、車用電視等

收看電視節目設備的觀眾比例，已超越擁有傳統無

線電視收視的觀眾，成為觀眾收看電視節目的新興

媒介。

一、 無線電視數位化

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探討始於民國86年。

鑑於國際無線電視數位化之推動，政府為加速數位

無線電視產業之發展，建立數位無線電視環境，提升

產業競爭力，由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

動小組（NII）於民國86年11月10日邀集經濟部、經

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技術處、交通部、交通部電信總

局、財政部賦稅署、行政院新聞局及經濟部高畫質視

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等，召開「數位電視廣播發展推

動會議」，確定我國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推動時程，除

因應國際無線電視科技與服務演進，希望帶給消費者

更佳視聽覺享受，並冀望能帶動相關無線電視產業之

發展。這一階段之數位化作業直至96年相關業者提

出數位無線電視頻率營運計畫，結束數位無線電視試

播狀態後，方算正式完成。

表二、我國視訊市場收視情形

　

　

有
線
電
視
，
但
無
數
位
機
上
盒

有
線
電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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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有
數
位
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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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線
電
視
，
僅
有
無
線5

臺

無
線
電
視
，
無
線15

臺

車
用
電
視

電
腦
，
上
網
收
看
節
目
短
片

電
腦
，
安
裝
電
視
卡
或
電
視
盒

中
華
電
信M

O
D

手
機

直
播
衛
星
小
耳
朵

無
收
訊
設
備

閉
路
電
視

其
他

收視設

備使用

率

主要收視

設備
66.8 11.2 3.9 10.0 0.0 2.4 0.4 4.7 0.0 0.3 0.3 - -

次要收視

設備
1.3 0.7 0.8 1.8 1.3 16.9 2.4 3.3 1.2 0.2 - 3.4 -

收視設備擁有率 67.8 13.2 7.6 25.6 9.4 34.5 8.7 17.0 6.6 1.6 30.4 0.2 0.1

資料來源：本會99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專題研究報告，民99年12月。

3 胡幼偉、陳炳宏、莊春發，「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本會 99年委託專題研究報告，民 99年 12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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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無線電視於民國87年始建置試播，至96年

9月開始正式營運，期間因限於數位機上盒尚未普

及，雖提供各類加值服務卻未達應有之使用率，使

得多數廠商對數位電視仍抱著觀望不前的態度。

在前述數位化過程中，民國87年5月8日交通

部宣布我國採用需2個6MHz頻率，以全區複頻交錯

播出訊號方式，方可達到原類比電視之無干擾電視

收視涵蓋率，達成類比轉數位目標之美規傳輸標準

（ATSC）；後來由於歐規傳輸系統（DVB-T） 僅

需1個6MHz頻率，即可以全區單頻播出訊號方式，

並具行動接收、可單頻網路（SFN）改善收視涵

蓋、室內接收能力較佳、抗多路徑干擾能力強功能

等特色，較適合臺灣地理環境與營運模式，5家無線

電視希望變更傳輸標準由美規改為歐規，並經交通

部於90年6月同意，改採技術中立立場，使得我國之

數位無線電視頻譜規劃做了一次重大的調整，業者

由美規改為歐規技術，因此可節省下來30MHz（共5

家電視臺，每家節省1個6MHz），就成為是否要再

釋出數位無線電視頻率這一議題之根源。

無線電視數位化後，頻道數由5臺增加至15臺，

以數位訊號傳輸與接收電視節目，不同於類比訊號

易出現鬼影或雪花，畫質更為清晰穩定不受干擾；

此外，亦可增加高畫（音）質、多國語言/字幕等功

能。為了全部以數位訊號傳輸，我國自101年1月1日

起，配合機上盒補助，從偏遠地區之類比改善站開

始，採分區分時方式進行關閉，並從3月1日起，針

對全區之大型類比訊號轉播站（主站）同步開始以

降低功率漸進縮小類比頻道訊號涵蓋，並於101年6

月30日前關閉所有類比無線電視發射機，收回所有

類比頻道。為避免民眾在全面關閉類比訊號，無法

收視的情況發生，本會自99年佈建無線電視數位改

善站時，即同步進行民眾的宣導工作。目前本會亦

編列5,162萬元做為宣導經費。

為了讓全民都能享受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的節目

品質，我國政府預計於101年4月前，補助12萬戶低

收入戶每戶裝置1部數位無線機上盒，100年將補助

8萬5千戶，101年續補助3萬5千戶，所需經費約共3

億元。而一般民眾則可視目前家中電視機設備及收

視需求，直接至大賣場或電器行選購適合的數位接

收機上盒或內建具數位接收功能的電視機。

網路，只收看短片
34.5%

手機
6.6%

無收視設備/未表態
8.7%

車用電視
9.4%

中華電信MOD
17%

直播衛星
1.6%

有線電視，但無數位機上盒
67.8%

有線電視且有數位機上盒
13.2%無線電視僅有無線5臺

7.6%

無線電視無線15臺
26.5%

網路，有安裝電視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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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電視數位化

目前有線電視網路除可提供視訊外，已逐步朝

提供寬頻上網、多媒體加值及語音服務等服務範疇

發展；從整體寬頻市場來看，我國至100年6月底，

固網寬頻上網之總用戶數已達538萬戶，其中主要的

接取型態仍為ADSL 及FTTX ，其市場占有率目前為

81％，Cable Modem 約為18％。

截至100年9月底止，我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含3家播送系統）  訂戶數為5,087,066戶，

普及率（以總收視戶占全國總戶數比率計算）達

到63.26%；目前59家經營者實際已推出數位服

務者53家，整體系統提升數位化比例約為89.8%

（53/59），在終端（訂戶端）數位化部分，數位機

上盒訂戶數總數僅為480,518戶，換算數位化服務普

及率為9.45%，仍有絕大多數的訂戶尚未使用數位化

服務。

 依據本會統計料顯示，民國96年至99年間，我

國有線電視總用戶年平均成長率為2.76%，數位化用

戶平均成長率為28.7%。

 有線電視產業基於發展脈絡與結構因素影響，

而形成相應的獨占、雙占行為之經營結果。總計

51個經營區中，39個經營區係獨家經營，12個經

營區為雙占經營，市場持續屬高度集中（HHI：

8837），部分系統經營者間因缺乏競爭，而對數位

匯流趨勢下之變革採消極觀望心態，多數消費者亦

無選擇的機會。

表三、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進程表

時程
執行項目

建置SD改善站 關閉類比訊號 低收入戶機上盒發放

99年12月 建置7站 已關閉變頻機站35 站

100年12月 建置34站 關閉變頻機站46站 發放8.4萬戶

101年4月 建置9站 4月1日起逐步調降7類比轉播站（主站）訊號
功率

4月前發放3.5萬戶

101年7月1日 1.關閉類比訊號，以數位訊號傳輸。
2.公視CH30 HD數位頻道開播 6月30日關閉所有主站類比訊號

資料來源：本會100年9月28日「臺灣電視數位化專案報告」記者會公布資料。

http: //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 & is_history=1 & pages=0 & sn_f=22021

表四、我國有線電視市場數位化用戶成長趨勢

年度 總行政戶數

（A） 
有線電視訂戶數

（B） 
訂戶普及率

（B/A） 
數位機上盒訂戶

（C） 
數位機上盒訂戶比率

（C/B） 

2006 7,394,758 4,807,437 65.01% 156,801 3.26%

2007 7,512,450 4,685,872 62.37% 190,317 4.06%

2008 7,655,772 4,885,309 63.81% 198,583 4.06%

2009 7,805,843 4,980,251 63.80% 256,727 5.15%

2010 7,937,024 5,084,491 64.06% 391,462 7.70%

2011-09 8,042,061 5,087,066 63.26% 480,518 9.45%

資料來源：本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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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系統係屬封閉式系統，其傳輸並非使

用公共頻譜資源，而且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並無具

體明文，授權主管機關要求業者配合政府政策推行

系統數位化，並於特定時程關閉類比信號，同時我

國目前有線電視類比訊號所提供之頻道數量近百，

其「大碗公模式」對多數消費者而言已相當足夠，

故轉換為數位化過程中若為審慎運用頻譜資源而關

閉類比訊號，亦有相當阻力。

於現行法制下，本會為讓有線電視加速數位

化，除加強對業者溝通宣導，同時亦陸續透過有線

電視系統評鑑、換照或申請董監事或股權轉讓時，

採行政指導方式要求業者具體承諾逐年達成數位化

目標。

三、衛星電視與IPTV

（一） 衛星電視

衛星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直播業者和衛星電視節

目供應業者。根據本會資料，截至100年9月底止，

衛星電視直播經營者包括本國業者太空電視等5家，

以及境外業者新加坡商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臺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等4家；而衛星電視節目供應者共

計107 家（境內、境外兼營業者8家），其中國內業

者佔83家，國外業者佔32家，頻道數則總計有282

個頻道。

因為看好使用習慣與美國極為相似，包括經常

使用運動類型頻道，而且使用者都擁有長時間使用

電視需求，美國衛星電視業者EchoStar已於2010年

進入臺灣市場，也是EchoStar將臺灣列為美洲以外

的第1個海外市場，高畫質（HD）頻道數量估計可

達25~35個以上，目前已在臺灣進行小型試播，也正

在評估推出正式商轉服務的時機。

而為改善原住民地區電視收視不良，滅少數位

落差，行政院新聞局與原民會（共碟接收設備補助

部分）進行共星共碟計畫，此計劃係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之「數位臺灣－縮減數位落

差」方案之一，旨在解決山區（原住民地區）無線

電視收訊不良的問題。「共星」是指臺視、中視、

華視、民視、公視等五家無線電視臺共同使用「中

新一號」衛星傳送節目；「共碟」則統一由原民會

負責收視不良地區衛星碟型天線裝置之補助。至目

前為止，共約改善近6萬收視戶，達到山區居民和外

界傳播零距離的目標。

（二） IPTV--中華電信 MOD

中華電信多媒體隨選視訊服務（MOD）是

目前網路電視（IPTV）代表，其藉由數位訊號傳

輸，是可增退訂單一電視頻道，亦可訂購隨選節目

（VOD）的互動服務傳播平臺。中華電信MOD係

利用機上盒（Set Top Box；STB）將既有電話線

結合電話、上網、有線電視的多媒體服務，透過雙

向寬頻網路（如中華電信ADSL非固定制及光世代

網路），將電視頻道、隨選電影與連續劇等多樣內

容，呈現在訂戶電視機之視訊服務。

中華電信擷取香港盈科數碼（PCCW）經驗，

於民國92年起籌畫跨入視訊服務領域，經93年2月行

政院新聞局發給第一期分期有線電視營運許可後，

該公司即於同年3月以「大電視」作為跨業進入視訊

服務領域之發端，惟受限於當時之產業競爭情勢，

無法順利取得足以吸引訂戶之關鍵視訊內容，使訂

戶數始終無法超過有1萬五千餘戶。

本會成立後，中華電信MOD自95年5月起不再

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需以電信開放式平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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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經營，不得擔任頻道組裝者，故頻道商除自行與

中華訂約於MOD平臺播出外，另有由其他頻道組

裝者（如臺灣互動公司、愛爾達科技）進行多頻道

組裝，再行與中華議約於MOD平臺播出。因採數

位技術及使用者付費方式經營較無排頻爭議，電子

節目表單（EPG） 由中華電信自行排列，具線性

（排頻特性）之內容—頻道，需先取得廣播電視法

或衛星廣播電視法之頻道執照，方可於中華MOD

平臺播出。

目前中華電信MOD平臺服務費89元、入門套

餐59元，可視為其基本頻道費用，（入門套餐加免

費）頻道數共有28個，除此之外，其餘由訂戶自行

付費選擇其他頻道套裝組合或單頻單買收視。選購

頻道或VOD服務之收費，以頻道或內容提供業者訂

價為主（中華電信純屬代收性質），以符合開放平

臺之型態，而中華電信與頻道或內容服務提供者則

另行約定平臺租費、平臺設定費、及異動費等。

中華電信MOD自93年3月開始營運，94年用戶

數由10萬戶成長至100年9月約96萬戶，約佔全國家

戶數（以804萬戶計）的12％，其中97年8月北京奧

運對於MOD訂戶具有加分效果。然而，97年9月至

98年6月間包括中視、臺視、華視、民視等頻道有部

分節目因著作權爭議，曾使其訂戶數略有減少。目

前由於許多吸引消費者的頻道，其代理權大多掌握

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投資的頻道商手上，故MOD

業者亦須更努力爭取其授權播出，以吸引更多家庭

收視。

如需使用MOD服務，訂戶自己需準備一部電視

機，中華電信則提供訂戶一臺機上盒（STB，Set-

top box）、遙控器、ATU-R（ADSL數據機）、數據

語音分歧器（splitter）等。若要使用卡拉OK服務，

則另需準備麥克風。

 結語

在21世紀數位化、全球化浪潮下，數位匯流後

所帶來跨業服務匯流已成了勢不可擋的趨勢，加上新

型態傳播通路及通訊服務的不斷增加，可預見的未來

中，通訊及媒體服務必將皆採為數位模式傳送。隨著

網路科技進步，電信業者以光纖網路取代傳統網路，

並提供語音、數據、網路電視服務，而有線電視業者

亦將參進網路、語音等電信市場，電信與有線電視產

業跨業經營相互競爭將成為未來趨勢。

現今既有視訊平臺業者若缺乏政策引導、競

爭壓力以及經濟誘因，即無法運用現有優勢，進行

產業升級，創造更多產值，致使數位化腳步停滯不

前；另對於想參進之業者，由於現行經營規範之限

制，亦無法進入市場提供服務，對既有業者形成有

效競爭；消費者也將受限於目前之經營型態，無法

享有更多元、價廉、質優的服務選擇。

本會自成立後，前瞻於未來匯流發展，審酌

實務環境需要，就促進視訊平臺數位化發展之有利

環境，竭力辦理匯流法制之整備工作，也竭力以助

於產業朝匯流及數位化發展之法律解釋，在現行法

律框架下使匯流得以持續進行，並持續本於行政院

「數位匯流發展方案」為核心目標，促進視訊產業

邁向數位匯流發展，並藉由明確之數位化政策引

導，使視訊平臺業者、頻道業者及相關應用服務供

應商得據以進行效益評估與財務精算規劃，期達成

維護民眾權益、產業均衡發展及提升國家競爭力之

三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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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內容服務 拓展通路行銷

新興媒體1之發展潛能
■黃天陽

據統計，家戶寬頻普及率超過 60％的國家，大多數包含歐盟主要國家、美國、加拿大、

澳洲及紐西蘭；另外，在亞洲國家部分，如日本、南韓、新加坡及我國，家戶寬頻普及率也

甚高；同時藉由寬頻接取服務，帶動民眾得以選擇網際網路各種多樣化的技術創新，驅動了

相關網際網路應用服務的發展。

透過寬頻網路讓許多消費者在家裡也可以使用電視、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

機或機上盒等，觀賞網際網路上所提供的視訊服務，而同時許多國外電視節目，紛紛打破疆

界藩籬，透過網際網路傳輸收視，也引發了新興媒體服務之潛在商機，惟新興媒體服務雖立

基於寬頻普及已奠定之基礎，而更容易推廣相關服務，但在現實環境仍將面臨若干挑戰。

 寬頻普及率的增加

依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以下簡稱ITU）統計2，全

球各區域使用網際網路普及情形，整體而言，在2002至2010年間，除歐盟各國接近飽和較趨

緩外，家戶採用寬頻接取網際網路呈逐年上升趨勢；如再進一步深入調查，在針對15歲至74

歲年齡層間，使用寬頻接取網際網路之調查結果發現，尤其在冰島、挪威、瑞典、紐西蘭、

日本和南韓，無論是電腦及寬頻的家戶擁有普及率均為世界最高的國家。

 速率提升與費率下降

透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組織發布2011年通傳展望（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之調查

報告結果，觀察34個OECD會員國102家電信業者，包括數位用戶迴路（Digital Subscriber 

Line，縮寫：DSL），有線電視及光纖網路等行銷方案。如將所有國家的686項行銷方案綜

合平均，其平均下載速率為 36 Mbps及平均上傳速率為16 Mbps。相較於2008年（下載17 

1 本文係針對透過寬頻接取開放式網際網路（Open Internet）下，彙整近期國外OTT（Over the top TV）或聯網電視
（connected TV）相關影音服務發展之側寫。

2 參考2011年ITU發布之<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1報告>，第108頁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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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U,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1

圖一、ITU統計各地區家戶使用網際網路情形

Mbps及上傳5 Mbps）統計，相對有較明顯提升。另

參考2010年9月統計，每年DSL平均價格降幅2%，

而平均下載速率提升15%；同時有線電視寬頻上網

之上網速率增加了20%，而年度價格降幅為5%。

 網路使用行為之觀察

參考ITU統計3各國網際網路使用情形之調查結

果，發現網路使用者行為多數集中於收發電子郵

件、社群軟體、搜尋商品服務資訊、閱讀線上新聞

或雜誌，還有線上遊戲軟體或軟體下載，以及越來

越多的下載視、音訊或線上視訊服務；如表一所

示，摘要部分國家發現，如歐盟平均27國、日本、

香港、南韓、巴西、加拿大、紐西蘭、摩洛哥及新

加坡，在運用網路使用於下載視、音訊或線上視訊

服務之行為比例較高。

彙整OECD報告結果，雖然平均而言，傳統廣

電仍是最常收視之媒體，但在年輕族群，黃金時段

收視（傳統）電視的時間逐漸下降，而網際網路的

串流視訊也逐漸增加，例如在英國，雖然（傳統無

線）電視收視時間維持平穩，但使用網際網路的時

間平均每日約27分鐘，1年內增加了超過17%；在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報告表示，使用網際網路平均

每月約29小時為2009年的2倍，其中42%的用戶曾

下載或使用串流視訊內容服務。

 消費電子廠商加入戰局

除了一般認定的付費電視市場業者（如：寬

頻服務接取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衛星廣電節

目內容供應者、直播衛星電視服務經營者等廣電業

者）外，電視及消費電子製造商、遊戲主機廠商及

各類高科技業者，不但感受到潛在的商業利益，融

合了資訊社會網絡與電視的經驗，也都爭相藉由網

際網路連接至客廳的電視機4，引發了開發創新應用

服務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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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考2011年ITU發布之<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1報告>，Page 122-123 Table 5-5。
4 參考Furturescape Ltd 2011年研究報告「How connected TV Transforms the Business of TV」第1頁第6段，內容提及韓國的電視製造
商-SAMSUNG，在2010年的聯網電視之應用服務程式的軟體開發支出約美金7000萬元；SONY設計了一款整合藍光播放與Google TV的機
上盒；微軟 Xbox Live和SONY的PlayStation PS3遊戲機亦提供網際網路線上服務，提供視訊互動功能；另蘋果、TiVo Boxee和Roku公司
正在提供機上盒視訊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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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電視家電廠商之競爭激烈，除了持續推出

大尺寸、輕薄等規格外，更透過網際網路，設立自

已的應用服務網站，結合網路視訊、VOD多媒體服

務、圖片分享、遊戲軟體下載、網路書店及整合社

群服務應用功能。

遊戲主機廠商除遊戲連線對戰及下載使用外，

也將網路連結能力充分發揮，也逐漸衍生出網路視

訊服務，如Xbox 3605、PS3及Wii6也都發展網路影

音連結平臺，對遊戲主機而言，以互動遙控界面推

出視訊影音平臺，將可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並延

伸產品價值與生命週期。

 廣電與內容業者也積極佈局

因應寬頻普及率提升及消費型態的轉變，既有

廣電業者或有在各國政府引導下，也開始運用既有

資源（如寬頻網路、垂直整合內容），開發網路影

視內容服務。

歐盟的無線廣電業者（除英國外）共同提出

HbbTV（Hybrid Broadcast Broadband TV）的寬

頻網路視訊整合標準，期除收視基本無線數位電視

（DVB-T）外，也提供包含VOD、互動內容及網路

多媒體整合服務。

越來越多的體育、財經及新聞節目內容可透

過網際網路與傳統廣電媒體同步直接播出，傳輸

到各種固定或手持終端設備。部分內容業者也結

合行動通信業者提供加值行動視訊付費服務，包

括：Sky News、 CNN、 FOX Sports News TV、

Sky Racing、 Cartoon Network、 Nickelodeon、

Animax、 MTV、ABC Kids及Adultshop TV等。

5 英國衛報2011年9月報導-微軟公司發表Xbox TV計畫，該公司將與40家以上頻道商及VOD內容服務業者簽約 ，並預計於聖誕節提供視訊服
務。

6 查詢Wii公司網站目前影音服務係與Netflix合作提供連結VOD視訊服務，惟臺灣尚無提供該項服務。

表一、 摘要部分國家網際網路之使用行為

Economies

EU27
歐盟27國
平均

Japan
日本

Hong 
Kong,
China
香港

Korea
（Rep.）
南韓

Brazil
巴西

Camada
加拿大

Morocco
摩洛哥

New 
Zealand
紐西蘭

Singapore
新加坡

Reference year  調查期間 2010 2009 2009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09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goods or services
搜尋商品與服務資訊

81.2 ... 87.1 62.4 53.3 64.4 8.1 73.8 29.4

Getting information gealth  搜尋健康資訊 49.3 ... ... 19.0 46.6 67.1 20.1 34.6 7.7

Getting information form government  搜尋政府資訊 40.7 ... 63.7 19.9 22.9 54.3 13.4 45.8 12.7

Interacting with government  接洽公共事務 46.3 3.6 14.7 12.8 11.3 25.9 9.2 39.8 11.5

Sending or receiving e-mail  收發電子郵件 88.6 56.3 83.1 81.2 74.9 89.3 56.9 90.0 70.3

Telepgoning over the internet/ VoIP  網際網路電話 26.8 ... 59.7 13.2 16.6 13.2 52.1 28.3 4.3

Posting information or instant messaging  上傳資訊即時簡訊 45.4 ... ... 52.9 72.4 52.1 43.3 23.9 27.6

Purchasing or ordering goods or services  上網購物或服務 45.3 38.6 17.0 54.6 22.4 48.5 4.7 53.4 15.9

Internet banking  網路銀行 52.1 11.0 32.3 35.1 15.2 64.0 5.0 64.8 25.8

Education or learning activities  線上教育或學習 56.9 2.1 16.4 50.0 70.5 48.3 26.0 20.5 19.6

Playing or downloading games  線上或下載遊戲 40.4 9.5 34.6 65.5 50.7 40.3 38.3 19.3 23.6

Downloading/ listening to/watching music, video, images, TV
下載視音訊或視訊服務

38.2 33.3 47.9 65.7 71.1 60.5 58.0 54.7 28.2

Downloading software  軟體下載 30.9 ... ... 8.2 12.8 33.6 27.8 41.4 8.8

Reading/downloading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線上閱讀新聞雜誌圖書

49.7 ... 83.8 34.4 39.8 65.0 48.2 34.3 28.0

資料來源：ITU,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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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11 IFA展會Smart TV趨勢觀察>2011年9月

圖二、 各家電廠商提供之網路整合服務

以美國前三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SO） 

為例，Comcast、Time Warner及Cox等，也分別在

2009年及2011年推出網路電視服務，以作為有線電

視收視加值服務之應用，以創造TV-Everywhere的收

視環境為特色，將有線電視服務套裝整合來推廣線

上影視服務。包含電影、影集等VOD內容以及有線

電視頻道轉送服務，將視訊內容直接轉置到網路串

流至電腦PC或其他行動裝置，讓用戶得以隨時跨越

不同平臺、不同時間來收視，達到多螢一雲的應用

方式。

另對於美國直播衛星服務提供者而言如Direct 

TV、DISH等，也結合電信之網際網路提供遠端遙控

功能，將視訊服務、運動賽事等，透過行動終端設

備來讓用戶隨時隨地轉傳頻道內容或視訊影片。

此外，在美國據統計年齡層在13歲至31歲間之

消費者約有11％比例，至少每月一次收視串流視訊

或下載視訊服務。

 社群網站與線上收視

網際網路之使用改變了觀眾收視電視的體驗、

造就相關服務發展以及引領社群網站興起。近期統

計資料顯示7，主要國家臉書（Facebook）網站會員

數及人口比例如表二。

參考臉書網站統計資料，我國會員年齡分佈以

18歲至34歲為主與英國相近8，其次為35歲至44歲，

這些年齡層分布之人口，無論在生活或工作需要，

都較能善用網際網路及接受相關應用服務。由於年

輕族群具備網路資訊運用技能，多數能使用電腦或

可攜型終端設備，在觀賞網路電視節目以雙視窗多

工方式，同時進入社群網站針對劇情討論或作相關

評論。

約有63% 9 的網友認為，採用線上收視的好處包

含可以即時獲得收視訊息、與社群網站互動及線上

購物資訊蒐集。例如：2010年9月MTV音樂頻道的

頒獎節目，整合了社群網站Twitter的會員網友作即

時的互動轉播。對於經營付費電視市場之廣電業者

而言，利用社群網站的長尾效應10之擴散效果，同時

將產生宣傳作用，也是一種能使廣告效果更加聚焦

的媒介。

表二、各國社群網站-臉書之會員分布比例

國家 Facebook會員（萬人） 該國人口總數（萬人） 會員比例

美國 15,142 30,911 48%

加拿大 1,685 3,407 49%

英國 3,039 6,204 48%

臺灣 1,105 2,319 47%

資料來源：Facebook網站統計2011年10月16日

7 依據Facebook網站統計（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全球約有8億會員，且平均每個會員名單約有130個朋
友；另參考http://www.checkfacebook.com/統計資料，整理出主要國家的會員人口比例。

8 依據2010年8月Ofcom發布通傳消費使用行為報告，該國使用社群網站主要年齡以15歲至34歲為主約占61%。
9 參考Furturescape Ltd 2011年研究報告「How connected TV Transforms the Business of TV」第8頁第四段內容摘要。
10 指那些原來不受到重視的銷量小，種類多的產品或服務，由於總量巨大，累積起來的總收益可能超過主流產品的現象。在網際網路領
域，長尾效應尤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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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電視發展

國際電信聯合會電信標準技術部門（ITU-T）之

IPTV焦點工作組（FG IPTV11），為網際網路協定電

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以下簡稱 IPTV） 

定義 12為：「以網際網路通信協定為基礎，在具有

管控提供一定服務品質、滿意度、互動性及可靠性

的網路上，提供多媒體整合服務，包含：電視、影

像、聲音、文字、圖片與資訊等。」；此外，全球相

關國際組織和各大電信、資通訊產業均高度關注

IPTV技術標準化發展工作。如：歐洲（ETSI）、

美國（ATIS）、日本（TTC）、韓國（TTA）和中國

（CCSA）等地區和國家的標準化組織紛紛將 IPTV

視為工作重點，一些主要運營商和設備製造商還成

立了專門的旨在促進互通操作的產業推進組織，如：

開放 IPTV論壇（www.OpenIPTVForum.org）等。

在各國競向整體寬頻提升，使得電信或有線電

視等纜線事業，面對下世代光纖網路之巨額投資，

又在傳統語音收入呈遞減趨勢下，為兼顧收入與平

衡投資，也紛紛提供語音、資訊、行動、多媒體平

臺整合綁約服務，也提供可控制性（或稱Walled 

Garden）之網際網路電視服務，例如：香港PCCW 

Now TV、美國AT&T U-Verse TV、Verizon FiOS、

Comcast、日本NTT-E FLET'S HIKARI -TV、英國

BT、BBC iPlayer、法國FT Free TV及我國中華電信

MOD等。

另外，由於網際網路（Internet）因具有開放

性及快速傳播的特性，使得資、通訊或媒體產業，

也紛紛利用網際網路的互動性、去中心化、跨疆

界、變易特性，併以寬頻技術及軟、硬體研發創新

基礎下，結合內容服務提供者（如：壹電視網樂

通、PPStream、PPLive、Google TV、Yahoo、

YouTube、Hulu、Apple、BBTV），帶給消費者

高畫質、高音質、互動的娛樂饗宴，同時提高附

加價值廣度及帶來更多廣告收入。並隨著點對點

（P2P）及串流（streaming）等網路傳輸技術的發

展，人們只要使用能夠連上Internet的終端設備，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收視型態打破了空間的限

制，使觀眾擺脫電視頻道線性編排節目的控制及國

界疆域。未來數年年輕世代透過Internet收看全球免

費視訊內容的趨勢，亦值得觀察。

 國外對網際網路視訊內容之監理

參考O E C D出版的 2 0 11年通傳展望報告

（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第6章，

雖然OECD各會員國發展情形不一，但傳統廣電媒

體仍為收視主流，而對廣電媒體的定義雖不盡相同

但大同小異。整體而言，多數國家定義廣電媒體仍

屬無線廣電、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提供一般大眾接

收普遍收視，而對經由網際網路和隨選視訊的收視

方式的定義仍存有部分差異。

在歐盟方面，歐盟架構指令以層級管制

為思維，定義「電子通傳網路」（e l e c t r o n i c 

communications network，ECN）與「電子通

11 ITU-T FG IPTV每3個月舉行一次正式會議。第一次會議於2006年7月10~14日在日內瓦召開，確定了FG IPTV的組織架構，下設6個工作
小組（WG，Working Group），而最近一次標準化倡議之工作小組會議於2010年10月在印度Pune舉行。（網址：http://www.itu.int/en/
ITU-T/gsi/iptv/Pages/default.aspx）

12 原文為"IPTV is defined as multimedia services such as television/video/audio/text/graphics/data delivered over IP based networks 
managed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level of quality of service（QoS） and experience（QoE）, security, interactivity and reliability."

資料來源：Facebook網站統計2011年10月16日

圖三、 臺灣Facebook年齡層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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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ECS）。電子通傳網路（ECN）係指可用以交換、

傳輸及路由之設備或其他，使訊號得以透過有線、

無線、光學或其他電磁方式傳輸之傳輸系統，因此

包含電信固網、行動通信網路、無線廣播或電視網

路、有線廣播電視網路、衛星網路乃至於電力線

系統。使得不同的傳輸技術與網路，在營運服務

（ECS）之管理將適用相同的一套監管制度，而對

於提供視聽內容服務的管制上也能一體適用視聽媒

體服務指令（AVMS）規範。

2010年3月10日通過之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

令，對於視聽媒體服務的定義，係指由媒體服務提

供者以一定節目時間表，提供觀眾同時收視，或者

由服務提供者提供篩選的節目選單，由觀眾依其選

擇的時間收視等二種線性及非線性服務，也擴張了

媒體之適用範圍。惟其所規管的範圍限縮在歐盟運

作條約所界定的服務，但不包括性質屬於非經濟性

（non-economic）的活動，也不包括那些不和電視

業者競爭的活動（例如：私人網站，或是內容是由

私人使用者為在其社群內分享交換所提供和流通的

視聽內容服務）。

另一些國家以較寬鬆的法規甚至沒有法規來

規範（如加拿大、丹麥、義大利），而另有些國家

援引技術中立原則，將隨選視訊視為類電視（TV-

like）的服務，進而為修正法規架構深思熟慮中，

但首要目標仍先著重於避免接觸到不適合兒少的

有害內容。在其他許多OECD的會員國，經由網路

提供的內容服務都被視為資訊服務（ information 

service），亦有以明示或未表態方式承諾是否不在

規管範圍，舉例來說，加拿大就和新興媒體達成類

似豁免性質協議，在確保遵守相關基本義務下，讓

新興媒體得暫不受既有廣電法規規範，各國或有基

於扶植產業發展需要，對於管制思維有不同看法。

 結論

本文蒐集相關開放式網際網路之視聽服務發展

情形作為探討，先藉由各國匯流寬頻建設朝向更高

速、更便宜及更普及化趨勢下，說明了奠定網際網

路整合應用服務及新興媒體科技之發展基礎。

參酌國外網際網路電視發展趨勢，對於創新服

務先行者而言（如GoogleTV、AppleTV），由於

未及廣電媒體之影響程度，且將遭遇網路頻寬、廣

告收入、內容來源是否充足等商業營運議題尚待協

商解決，未來我國對於此類新興媒體服務之持續發

展，仍有待觀察。

各國對於IPTV或Web TV新媒體服務監理看法，

目前基於產業創新持續觀察市場發展，一些國家採

低度管制，但就內容流通及管制，可參考目前歐盟

或英國作法係對於兒少保護及節目內容最低限度，

以指定協會或團體組織自律共管模式，並加強向產

業或民眾進行觀念宣導以形成共識。在中、長階段

上，可參採歐盟配合層級架構規範之調整，修訂視

聽媒體服務指令，對於視聽媒體服務的重新定義，

以整合媒介平臺之適用範圍。

另外，在網際網路電視發展挑戰面向上，對於

網路中立性、著作權保護及市場公平競爭之議題，

還有隨著年輕世代透過網際網路收看各國免費視訊

內容趨勢，此類新興媒體服務模式之國外發展情

況，與對於我國民眾收視行為是否發生質、量的改

變，或可作為未來數年持續觀察之面向。

回顧1996年凱文．曼尼所著的「大媒體潮 

（Megamedia Shakeout） 」一書所述，隨著時代

巨輪滾動，科技發展與創新機會相應而生的，潛在

的商機引爆了廣電產業內的競爭，同時也吸引過去

不曾出現的對手，彼此合縱連橫，也競相產生跨域

之競爭。

展望未來新興媒體勝出之關鍵因素，包含通路

為王觀點-誰最接近消費者家戶；以內容為王觀點-誰

最能提供豐富內容；以服務為王觀點-誰具有提供整

合服務的能力，需要產業在發展新興媒體策略時，

能夠通透相關資訊、通訊、傳播面向，以進行整體

規劃思考。

（作者為綜合企劃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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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對於法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選年，因為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發

生以來的總統大選，而新任的法國總統在5年任期中，將肩負著帶領法國人走出歐債

危機，降低國內失業問題的重責大任。由於明年總統大選對未來的重要影響，目前法

國各政黨及政治人物無不費盡心思，希望爭取到最大可能的媒體曝光率，特別是在廣

電媒體的報導，吸引選民的注意。此時廣電媒體對政治人物的平衡報導與否，就成為

各政黨斤斤計較的焦點。

如同我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專責於監理廣電媒體事業，在法國亦

有相類似執行此一業務的行政機關，即是國家高等視聽委員會（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簡稱CSA）。該委員會成立於1989年1月17日，依照法國1986年

9月30日頒布之第86-1067號通訊自由法（LOI n°86-1067 du 30 septembre 1986 

relative à la liberté de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通訊自由法）第三條之一1的規定，

其機關性質為獨立行政機關（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indépendante），不受法國總

理監督，獨立執行法國廣播電視事業管制職務，並且督促各廣電媒體遵守本法的規

定，履行其義務。CSA最重要的一項職責在於必須確保各電子傳媒落實其通訊自由法

第一條所明訂之遵守多元意見表達的原則。

督促平衡報導 避免意見偏執

維護政黨多元意見表達的實例：
談法國CSA對廣電媒體新聞報導
的監理

■鍾起惠*、翁曉玲*、紀和均**

* 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 作者為國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院下比較研究中心博士生。
1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512205&fastPos=1&fastReqId

=743039936&categorieLien=cid&oldAction=rechTe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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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落實「多元意見表達原則2」，尤其在政黨

多元意見原則部分，CSA曾在2009年7月21日作出

一項重大的強制性建議3，該委員會要求各廣電媒體

於每日的新聞中，必須平均分配政府、執政黨、在

野黨及其他重要非屬政黨的政治人物之報導時間有

比例規定。其標準是，政府－特別是法國總統－與

執政黨人士的報導時間，至多為在野黨人士報導時

間的1倍，不過在廣電媒體實務上的報導量，通常

接近1:1。CSA每3個月進行1次各廣電媒體及政黨

新聞報導量／比例的統計，並且向國會及各政黨於

國會中的黨團代表報告其統計結果。凡是違反該標

準者，依照通訊自由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CSA得向該違規之廣電媒體提出警告，要求業者自

動改正其違規行為；若持續不改正，同法第四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可處以高額罰鍰，其金額最高可達廣

電媒體收入的3%或按同法第四十二條之十第二項的

規定，向中央行政法院（le Conseil d'État）起訴，

請求判決暫停該違規媒體的播送。

今年10月19日CSA公布第三季的此一觀察報

告4，該報告指出，有5家廣電媒體由於過度報導法

國最大在野黨：社會黨（PS）的政黨新聞，包括社

會黨籍前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總裁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性侵醜聞案及社會黨黨內初選新

聞；相對來看，卻沒有公平給予執政黨相當的報

導時間，導致執政黨無法充分表達其公共政策及

公共議題的看法。其中，3家衛星新聞頻道，包括

i-Télé（1.46倍）、BFM TV（1.42倍）與LCI（1.30

倍），及2家廣播電台Europo 1（1.52倍）與France 

inter（1.29倍）等，均呈現不符比例的在野黨（社

會黨）報導量。根據CSA主管落實多元意見原則業

務的委員Christine Kelly女士表示，這5家廣電媒體

一再違反政黨多元意見原則，在該委員會多次給予

提醒後，仍未改善，因此在9月27日委員會中決議，

給予警告，並要求其自行改善，否則將不排除依通

訊自由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處鍰規定或第四十二條

之十第二項暫停播放規定，強制對這5家媒體履行其

法定義務。

雖然在多元意見自由原則之下，各媒體均可有

其偏好的政治理念，但是廣電媒體為社會公器，除

上開意見自由外，仍不該忽視其他意見出現於媒體

的機會，這是多元意見呈現的重要原則與精神。本

文認為廣電內容自由的行使，由於其頻道有限，非

每個人都能任意行使之，受特許之廣電媒體往往常

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形成某種程度上意見市場的獨佔

性，再加上接受訊息者眾多，影響層面廣大，針對

特定議題，更要避免單一意見獨佔整體媒體報導的

情形。要求各廣電媒體的新聞中落實多元意見自由

原則，就個別媒體而言，必須維持各類議題報導量

／比例的平衡，例如在野黨vs.執政黨報導比例的平

衡，這是貫徹個別媒體內部多元意見；而對整體廣

電媒體而言，該委員的觀察報告，則是結構性的掌

握廣電媒體的外部多元呈現的實踐。對CSA而言，

只有透過對個別媒體的檢視，才能得知言論意見市

場是否已失衡，CSA正是失衡意見市場的最後矯正

者。唯有如此，才能讓廣電媒體成為名實相符的公

共論壇。

2 http://www.csa.fr/infos/controle/television_pluralisme_accueil.php
3 http://www.csa.fr/actualite/communiques/communiques_detail.php?id=128930
4 http://www.csa.fr/actualite/decisions/decisions_detail.php?id=13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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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隨通訊傳播技術的不斷創新，資訊、通訊、傳播匯流（convergence）所帶來的

產業、服務業升級，已成提升國民生活水準、創造國家競爭力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為使頻寬做最有效的運用，傳統佔大頻寬的類比傳輸方式，勢必均將為佔用頻寬小、

可壓縮、分割、重組的「數位化」傳輸方式所取代。

過去涇渭分明的不同資訊、通訊、傳播產業，早已經由「數位化」的手段相互交

流、跨業發展。這股新興的科技匯流趨勢帶動了包括電信服務、廣電服務與通傳網路

產業升級的需求，也帶來了新的市場動能，讓通訊與傳播市場出現相互整合與競爭的

發展契機。

我國的資訊、通訊環境建設早於民國90年即展開，我國的（通訊）網路環境整

備度在亞洲一直名列前茅。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於民國

99年公布的2009-2010「（通訊）網路整備度」評比結果，我國的（通訊）網路整備

度即排名全球第11位、亞洲第3位，躋身先進國家之林1。

如何在我國既有的資訊、通訊發展基礎之上，如何再將「數位化」引進民眾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之電視服務中，是政府現階段努力的目標，讓民眾在享有資訊、通訊數

位化後所帶來的便利之外，也讓民眾能在日常生活中也享受到視訊品質、音訊品質更

佳的電視服務。

增加頻譜運用 提升視聽品質

歐洲先進國家無線電視
數位轉換介紹

■閻立泰

1 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年）」，民國99年12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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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在統合各部會後，於2010年底所核定公

布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即將「加速電視數位

化」作為方案中六大推動主軸之一2。未來類比無

線電視訊號數位化後，由於訊號壓縮技術的進步，

頻寬使用效益變佳（如類比電視訊號轉換為數位播

送，不僅可以消除更多雜訊、提升畫面品質，帶給

民眾更好的節目收視感受外，更可提供更多的視聽

節目頻道空間，提升國民收視權益，提供未來更多

的收視選擇），另原類比電視完成數位轉換後騰讓

回收之頻段，可規劃作為通訊傳播使用，滿足民眾

其他的通傳需求，並帶動整體資訊、通訊、傳播產

業的發展。

我國目前預定於2012年6月30日完成推動無線

電視數位轉換，即代表著也將步入無線電視數位化

時代，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依據OECD所公布之

研究顯示3，目前所有OECD會員國皆已公布他們

的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和類比無線電視訊號關閉的計

畫，但這些計畫及進度的更新，隨國家間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歐洲國家多已依歐盟制定的指令規定，

將在2012年之前關閉類比電視訊號，在此同時，

有些國家也是設定在相同的時間範圍內完成，或者

將截止期限延後（如：墨西哥）。已經完成數位轉

換的國家包括：比利時、丹麥、芬蘭、德國、盧森

堡、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OECD各

會員國對於類比訊號關閉的規劃，也採取了不同的

策略。如加拿大，是以可收看數位地面無線電視的

家戶超過85%以上時，就關閉類比地面無線電視訊

號；在澳洲、捷克和英國，則是以階段性的方式，

逐步關閉每一地區的類比訊號；而其他國家（如：

丹麥和芬蘭）規劃以整體、全國性的方式關閉類比

訊號。

對於無線電視而言，數位化可能的立即衝擊

之一，就是高畫質電視頻道和新頻道的產生4。傳

統的無線電視業者，多靠廣告收入支撐營運，而未

設有收視費用；為了爭奪視訊市場營收，目前針對

觀眾所製播的新頻道，看起來越來越接近有線和衛

星電視套裝服務。在英國， BBC新增了多個新頻

道（BBC3、BBC4、BBC24、BBC國會頻道、給

兒童看的CBeebies，以及BBC HD等），德國公

廣RTL集團也新增了3個頻道（RTL Crime、RTL 

Passion、RTL Living），澳洲廣電業者增加了7個新

頻道和高畫質頻道。依據OECD的統計，在2006年

時，OECD28個會員國中，全國性無線免視訊費之

電視頻道、有線和衛星頻道約有1,650個；到了2009

年底時，OECD26個會員國中，則有7,930個頻道

成立。每個會員國的頻道數目從冰島和愛爾蘭的17

個，到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1,000個以上。

 歐洲主要國家無線數位轉換情形

依據德國媒體主管機關 -監理事務委員會

（ZAK）所發表的2010年數位化報告（Digitisation 

2010）5 顯示，2010年初全歐洲接收數位化視訊服

務（包括直播衛星、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網際網

路電視IP-TV）的家戶數已達60%，即全歐洲2億

2 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年）」，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及10餘個部會共同參與；該方案將透過「整備高速寬頻網路」、
「推動電信匯流服務」、「加速電視數位化進程」、「建構新興視訊服務」、「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及「調和匯流法規環境」等六大

主軸面向推動，建置我國的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環境，期能達到「創造優質數位匯流生活、打造數位匯流產業、提升國家次世代競爭力」的

政策願景。

3 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p229。
4 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p230。
5 此份報告中，德國及其他歐洲各國之數位化數據統計，係依據SES ASTRA satellite monitor （March 2010）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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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萬家戶中已有1億4,600萬家戶完成數位化；較

2009年增加19%、共2,400萬戶。但是歐洲各國數位

化的進度及重點要項並不相同：當西歐數位化比例

已達68%的同時，東歐僅達32%；在西歐，消費者

在意的是數位電視的高畫質服務HDTV及相關新應用

服務（如智慧錄影的時光回溯time-shift功能），而

在東歐，數位化能吸引消費者的是更多的頻道數以

及較優的畫質及音訊。

在歐洲，若以接收設備來看，92%的直播衛星

收視戶業已完成數位化、數位無線電視則為48%、

數位有線電視則為34%；為加強未來數位化的推

動，仍須持續增加技術、頻道內容及消費服務資訊

的相關投資。

如以全歐洲已完成視訊數位化的家戶觀之，其

中還是以數位直播衛星所占的49%比例最高（7,100

萬戶），較2009年增加了700萬戶（11%）。其他

視訊平臺近年亦急起直追，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戶

2009年增加了1,000萬戶、相當於增加了32%，目

前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戶約4,200萬戶、占數位化家

戶的29%；IPTV則小幅成長200萬戶，達到900萬

戶，占數位化家戶的6%；數位有線電視持續排名第

3，目前共2400萬戶（較去年增加430萬戶、上昇

22%）。

一、英國

英國數位轉換方式與部份歐盟國家相同，係採

取分區分時方式完成。在初期階段，英國文化、媒

體與運動部長曾於1999年宣布英國政府初步規劃

於2006年至2010年完成數位轉換。英國政府並於

2001年底公布數位電視行動計畫（Digital Television 

Action Plan），作為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之政策基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Spa
in

Unit
ed

 K
ing

do
m

Ita
ly

Can
ad

a

Neth
er

lan
ds

Hun
ga

ry

Fra
nc

e

Ger
man

y

Ja
pa

n

Tu
rke

y

Fini
an

d

Pola
nd

Swed
en

Den
mar

k

Gre
ec

e

Cze
ch

 R
ep

ub
lic

Belg
ium

Aus
tria

Slov
ak

 R
ep

ub
lic

New
 Z

ea
lan

d

Slov
en

ia

Por
tug

al

Switz
er

lan
d

Lu
xe

mbo
ur

g

Nor
way

Ice
lan

d

2009

2006

資料來源：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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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依該行動方案，英國政府與業界之相關利害關

係人開始推動「數位電視計畫」（Digital Television 

Project），並針對頻譜分配、用戶終端設備、市場

準備等議題，成立工作小組，為數位轉換工作預作

準備。英國依此「數位電視計畫」之規劃，將無線

數位電視轉換，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分別是規劃與

奠定基礎期、社會溝通期、宣布轉換時間表與執行

數位轉換等四個階段，並預計以4年時間完成數位轉

換工作6。

英國政府於2003年檢討「數位電視計畫」時，

發現2006年開始實施數位轉換有相當限制，故經檢

討、於2007年完成實驗計畫後，將全國劃分成15個

區域，自2008年至2012年間實施完成。

為主責執行數位電視轉換計劃，英國政府於

2005年4月成立「數位英國」（Digital UK），該機

構係由BBC、ITV、Channel 4、Channel 5、S4C等

共同資助的公共服務廣播，屬於非營利機構。Digital 

UK身為負責推動數位轉換的單位，設有專屬網站協

助推動數位轉換工作7，並公布2008年至2012年間、

由北邊地區開始、15個電視收視區與67個主要發射

群組之分區逐年數位轉換計畫。

依據Ofcom於2011年9月21日發布的新聞稿顯

示8，全英170萬（或 63%）的英國家庭正在進行無

線電視數位轉換，目前全英剩下四個區域－倫敦、

英格蘭南部、英格蘭東北部和北愛爾蘭還沒完成數

位無線電視轉換，預計在2012年完成。另Ofcom

表一、歐洲主要國家視訊平臺數位化比率

網際網路協定電視

（IPTV） 數位無線電視 數位有線電視 數位直播衛星
數位化比例/
數位化戶數

芬蘭

213萬戶 1.2% 50.6% 44.4% 3.7% 99.9%
213萬戶

英國

2,549萬戶 1.3% 34.7% 9.8% 42.7% 88.5%
2,256萬戶

西班牙

1,602萬戶 5.2% 56.3% 6.4% 15.5% 83.4%
1,337萬戶

義大利

2,390萬戶 3.3% 35.5% 0% 32.9% 71.7%
1,712萬戶

法國

2,458萬戶 13.4% 31.9% 4.1% 20.7% 70.1%
1,725萬戶

荷蘭

712萬戶 4.3% 10.7% 32.7% 8.5% 56.2%
400萬戶

德國

3,743萬戶 1.7% 5.3% 16.9% 32.4% 56.3%
2,112萬戶

全歐洲

24,419萬戶 3.7% 17.1% 9.8% 29.1% 59.7%
14,575萬戶

資料來源：德國2010年數位化報告（Digitization 2010）， 頁45，轉引自SES Astra Satellite Monitor, March 2010 

6 謝進男、鍾起惠、羅金賢，『我國數位電視服務市場及未來需求研析案英法參訪報告書』，民國99年7月，頁24-25。
7 該網站網址http://www.digitaluk.co.uk/
8 http://consumers.ofcom.org.uk/2011/09/digital-tv-switchover-passes-the-halfway-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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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之2010年第二季數位電視發展傳播市場季報

（The Communication Market：Digital Progress 

Report Digital TV Q2 2010）統計，英國家戶數位電

視比例為是92.7%，消費者並持續進行家中第2臺電

視機的轉換，至2010年6月止，約有71%家戶的第2

臺電視機也進行多頻道的數位轉換，另以數位無線

電視做為主要數位收視的家戶約為1010萬戶，佔英

國全部家戶數的39.3%。

自2008年英國數位電視數位轉換的工作正式起

跑起，基本上皆能係依政策規劃之時間表進行。依

據Ofcom的調查，無線數位電視涵蓋率於2009年時

便已達到全國家戶數之73％。Ofcom預計在2012年

底時，將會有95%的家庭使用數位電視，屆時數位

轉換之訊號涵蓋率將達98.5％，和現在的類比電視

覆蓋率相同。

二、法國

自2000年8月1日相關法令授權通過起，法國高

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開始規劃推動法國的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其

實際佈建起始期間為2005年3月31日，並於2007

年11月7日決定，在2011年11月30日類比訊號全面

關閉前，要讓全法國95%人口可以收看到無線數位

電視9。

法國之轉換過程係採階段性轉換；並非讓全

國同時完成數位化，而是劃分區域，逐步的進行

轉換。整個規劃工作是由兩個機構負責︰一為高

等視聽委員會（CSA），二為專為此數位轉化成

立之公共事業單位－法國數位電視協會（France 

Telenumerique）。高等視聽委員會（CSA）負

責掌握數位轉換時程及頻率的規劃，將法國全國

行政區22省，劃成26區，依時程分區逐步轉換為

數位電視，直至最終停播傳統類比訊號，每一地

區都各自訂有時程。法國數位電視協會（France 

Telenumerique）則協助推動數位轉換業務，並協助

數位機上盒補助方案執行，主要是在每個地方執行

駐地管理、補助與溝通協調的工作10。

在轉換區域方面，高等視聽委員會（CSA）首

先將法國土地分為南北2大區，由北部先開始，依據

2010年公佈之最新轉換時程表，2009年有2個區完

成數位轉換，2010年12個區，並將在2011年完成最

後的12個區。

另值得一提的是，法國針對收訊地區較差的低

收入戶族群（約佔全法人口5%），則是計畫由政府

編列4000到4500萬歐元預算，以衛星碟之方式協助

其接收數位無線電視訊號11。

三、德國

有線電視目前為德國最大的視訊平臺（占

51.4%），但與2009年相比，研究認為12，應是網路

電視DSL-TV的興起－約有2.3%的收視戶使用電信纜

線（網路）收看電視，影響了有線電視的市占率；

其原因應該在於網路視訊的服務越來越豐富，同時

價格也更具競爭力。

9 Telecoms and Media 2011，p177。
10 謝進男、鍾起惠、羅金賢，『我國數位電視服務市場及未來需求研析案英法參訪報告書』，民國99年7月，頁6-7。
11 李 ，「數位轉換在歐洲（一）:法國、西班牙」，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岩花館，http://rnd.pts.org.tw/p9/2010/04/Switch%20Over-

FandS.pdf。
12 德國監理事務委員會（ZAK），德國視訊平臺數位化（Current state of digitisation in German TV households），2010年數位化報告
（Digitisat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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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其境內之北巴伐利亞州之大部分完成數

位轉換後，已於2008年11月25日完成全國的無線電

視數位轉換，回收了原已服務五十年的類比無線訊

號。目前在德國，僅剩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尚未完

成數位轉換，而網路電視DSL-TV自始即是以數位方

式發展。據研究14，德國3740萬家戶中，約有2100

萬戶現已達數位化視訊收視，其中在2009年約100

萬戶完成轉換。數位直播衛星仍是最大的數位視訊

平臺，占58%，另外數位有線電視占30%、數位無

線電視10%、IPTV則為3%。

德國無線電視占有率近年皆持續維持在10%左

右，可分為公廣服務（public-service）及商業無線

電視服務（commercial broadcasters）兩種，其中

公廣服務訊號可及之處仍占絕大多數的區域。但研

究顯示，數位無線電視雖免費收視，但顯然對民眾

未具吸引力。就整體視訊平臺之數位轉換而言，目

前無線電視雖已全面完成數位轉換，但直播衛星數

位轉換比例則約為3/4、有線電視則約為1/3；目前

1200萬的類比有線電視收視戶將成為全面數位轉換

的最大挑戰。研究認為，德國目前數位化仍落後全

歐洲平均數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目前仍可在有線及

直播衛星的類比頻道中，收看到高畫質的節目，因

此類比用戶欠缺轉換動力，另外類比有線電視全數

位轉換時程未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據調查15，約1/3（33.7%）的德國家戶內擁有

超過一臺以上的電視機，其中僅有一臺電視機的家

戶數位化比例為56.4%、而擁有三臺即超過三臺電

視的家戶數位化比例則為77.7%，並且研究發現，

家中最常使用的電視機通常最先數位化。

 結語

無線電頻譜為各國均享有之稀有資源，亦是

各國在發展無線通訊、廣電服務發展上關鍵性的元

素，當全世界各先進國家因應數位匯流雲端科技時

代的來臨，重新檢討各國現有無線電頻譜資源之有

效運用之際，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稀有無線電頻

譜，創造出更多元、有效益的服務，以造福更多民

眾、帶動產業的升級、創造更大的產值，遂成為各

國資通傳產業政策努力發展的目標。

表二、德國視訊平臺市場占有率13

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無線電視 網路電視DSL-TV

2005 51.7% 43.1% 9.7% 0%

2006 51.8% 42.0% 9.2% 0%

2007 53.7% 42.5% 11.5% 0.3%

2008 52.5% 42.0% 11.1% 0.3%

2009 52.8% 42.1% 11.3% 1.0%

2010 51.4% 42.8% 11.1% 2.3%

13 總比例大於100%係因為家戶中會有數種視訊平臺同時收視使用之情形。
14 德國監理事務委員會（ZAK），德國視訊平臺數位化（Current state of digitisation in German TV households），2010年數位化報告
（Digitisation 2010）；此份研究報告係由市場調查公司TNS Infratest於2010年5月20日至6月28日間，用電話訪問德國16個邦、共8000
家戶所得。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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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歐洲學者研究認為16，數位轉換的大目標在

各國皆一致，但仍會視其國情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取

向和經驗。主要的變項包括：（1）市場大小和成熟

度、（2）無線電視、衛星電視以及有線電視等收視

平臺的平衡度、（3）提供頻道數量的程度以及廣告

收入和訂閱費收入的平衡度、（3）是否有足夠的無

線頻譜可供類比/數位雙載、（4）公共電視角色、以

及（6）補助政策。該研究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完全立刻「跳到」數位無線電視，即使是無線電視

平臺只佔極少的收視平臺比例的國家亦同，且幾乎

每一個進行數位轉換的國家，也都需一段時間後才

能停止類比無線傳輸。

因關閉類比無線廣播電視訊號所騰讓釋出的頻

譜--位於1Ghz以下的頻段物理特性涵蓋性高、穿牆

性能強，所以價值特別的珍貴，利用這個頻段（發

射訊號的通傳服務）地面涵蓋率很高，即使在室內

也能收訊良好。因無線廣播電視完成數位轉換後所

釋出頻譜資源，可再發展出更高價值的服務，稱為

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被視為改善及擴展

更多服務的機會，能促進更好的數位涵蓋率，增加

電子通訊傳播網路的近用。

先進國家皆已以各種方式把握這樣的機會17。

在英國，Ofcom已公布數位紅利的檢討報告，以討

論數位轉換後頻率釋出的基礎，以及所謂頻譜重整

（interleaved spectrum）後的再利用計畫，其目標

即是使社會福祉極大化。在美國，已將數位電視轉

換後所釋出的原類比電視頻段的一部份─700MHz頻

段進行競價釋出，獲得約200億美金，獲勝的競價者

計畫使用這些頻率建立無線寬頻網路及行動電視服

務。在法國，電信郵政主管機關（ARCEP）已經完

成重新指配數位轉換所釋出頻率最有效率方法的研

究，該國認為核配供行動寬頻服務使用，可在經濟

上增加較高的價值。在日本，較多的關注焦點則集

中在騰讓出行動廣播所使用的頻譜，給行動電話和

其他可攜式設備使用。此一議題，則是我國接下來

所應積極面對之重要議題。

（作者為綜合企劃處視察）

表三、德國家戶數位化設備分佈情形

完全類比收視比例 數位收視比例

家中僅一臺電視機 43.6% 56.4%

家中有兩臺電視機 29.3% 70.7%

家中有三臺（及以上）電視機 22.3% 77.7%

總家戶統計 38.3% 61.7%

16 María Trinidad García Leiva and Michael Starks ，”Digital Switchover across the globe: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regional 
patterns”，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09 31: 787，p801-804。

17 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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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平台漸謀合 營運模式大變身

從OECD通傳展望報告看未來
電視產業發展趨勢

■紀效正

由34個經濟體所組成的經濟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定期檢視各主要國家通傳產業的發展後，每

兩年公布的通傳展望報告（Communications Outlook），本文試就2009年與2011年

的兩次報告，描繪出未來電視產業的發展趨勢。

由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逐漸過渡到視聽媒體服務：2009年出版的通傳展望報告第

六章，章名還使用廣播電視（Broadcasting），到了2011年，章名已更名為廣播電視

與視聽內容（Broadcasting and Audiovisual Content），由章名的變化就可窺出，傳

統廣播電視服務的意涵，已隨數位匯流的演進，發展為視聽媒體服務，過去廣電業

者垂直營運的模式（同時肩負節目製作、頻道組裝與訊號傳輸），也因產業及科技發

展朝向水平分工（不再由單一業者同時負責節目製作、頻道組裝與訊號傳輸），各國

管制機關的管制模式、法規勢必進行相對應的調整，否則無法因應數位匯流時代廣

播電視重新定義之變局，歐盟在2010年3月所通過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Directive）即為顯明的例證。

數位化的全面啟動：OECD各會員國都致力推動無線電視的數位轉換，歐盟各

會員國期盼在2012年底前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將原類比電視所使用之頻段，以

「數位紅利」的概念，重新規劃釋出供其他通傳服務使用；有線電視數位化，則由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採多合一服務（multiple play）的模式，同時提供消費者電視、電

話、網際網路服務的方式逐步推動；而衛星電視因租用衛星轉頻器租用價格昂貴，是

最早完成數位化的電視產業。

觀眾的選擇權逐漸增加：隨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電視數位化逐步推動，加上越

來越多的消費者使用各種不同終端設備來收視電視，輔以數位錄影機（DVR）日益普

及，傳統收視線性（linear）排頻頻道的觀眾，越來越朝向先錄影後收視觀賞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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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傳統的電視業者在市場中仍維持著一定程度

的優勢地位，但其優勢逐漸流失，隨網際網路IP化

視訊服務逐漸興起，非線性（non-linear）的隨選

（看）的收視，日益成為新興族群觀眾收視電視

的主要途徑，可以大膽預言，在不久的將來，觀

眾收看非線性隨選（看）電視內容的模式，將與

線性的收視模式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傳統的線性

收視模式。

以廣告為主要營收之營運模式必將調整：隨具

錄影功能的電視終端設備日益普及，越來越多的觀

眾，在廣告播出時，以快轉方式跳過，雖然也有相

對應的技術提醒觀眾停止快轉，或設計在快轉速度

下仍能收看到的廣告，但是隨著數位化後頻道數量

大增，瓜分原有之收視市場與廣告市場，且觀眾日

趨分眾化，過去以廣告為主要營收之營運模式，也

逐漸朝向依賴觀眾訂閱為主要的營收方式，對傳統

不用觀眾支付費用以廣告為主要營收之商業電視業

者而言，其面臨收視率下滑與廣告營收減少之挑戰

日增。

公共廣電也面臨跨入新興媒體領域的挑戰：依

賴公共財源（含政府補助、電視機持有者繳交執照

費）為主要財源的公共廣電業者，在隨匯流腳步跨

入新興媒體領域的當下，也遭遇到越來越多商營電

事業者希望限縮公共廣電業者經營的範疇，特別不

希望公共廣電業者挾不受廣告市場與訂戶市場榮枯

影響的財源，主導新興媒體市場未來的發展，對其

他商營廣電業者形成另一種型態的不公平競爭。

相同視訊內容出現在不同平臺上日增：傳統在

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各平臺所播出之視

訊內容，也逐漸出現在由電信業者跨業進入的電信

視訊平臺（如固網平臺或行動通訊平臺），相同的

視訊內容也越來越容易出現在網際網路上，以下載

及串流方式供消費者收視，越來越多的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及手持式終端設備，具備同

時可接收電信與電視訊號的功能，在在都使相同的

內容出現在不同的平臺上的機會日增，使視訊內容

製播產業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特別是在線上視

訊市場中，播出內容與成本間的微妙關係，使視訊

內容製播者之間，與線上平臺間合作與競爭關係更

加複雜。

數位匯流所衍生網際網路規管的問題：廣播電

視的法規定義在OECD的會員國間不盡相同，多數

國家將廣播電視定義為經由無線、有線、衛星直接

傳送給一般大眾之內容，但也有例外，如美國就不

把經由有線和衛星傳送並由訂戶付費接收之電視內

容服務，界定為廣播電視；對網際網路播出的節目

和隨選（看）內容，規管方式也不盡相同，一些國

家以很輕的規管方式對網際網路播出的節目和隨選

（看）內容進行管理，甚至連專屬法規都沒有，至

於其他國家，部份援引技術中立、相同服務相同管

制的原則，將隨選視訊視同廣播電視服務，歐盟視

聽媒體服務指令即是在此精神下，將以一般大眾為

目標觀眾的傳統電視（線性服務）和隨選（看）電

視（非線性服務），都涵括在視聽媒體服務指令適

用的範疇內。

小結：OECD的通傳展望報告已經描繪出未來

廣電/視聽媒體服務產業發展之趨勢，如何因應發展

趨勢，即早準備，應是產業界及管制機關應面對的

課題。

（作者為綜合企劃處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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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秘書室議事科

 日     期 事                                項

 100年10月3日
審議通過國家地理音樂頻道、HBO、華藏衛星電視臺、創意頻道、A-one體育臺、叮噹成人電
視臺、The MGM Channel、Syfy Universal、Universal Channel、Diva Universal Channel及
CINEMAX等11個頻道之評鑑結果為「合格」。

100年10月7日

審議通過暫不予論處東風衛視臺、臺灣綜合臺，未依98年第2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運評鑑結果
改正裁處案，俟該等頻道改正期限屆滿後再予檢視。

許可臺南之聲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蘭潭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蘭友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及臺中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廣播事業屆期換發廣播執照。上
揭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受衛生單位裁罰件數較多，該公司應於核准換照日起1個月內，提
出落實電臺廣告品質管控機制及強化節目廣告品管人員訓練之改善計畫。

許可蓬萊仙山電影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變更公司名稱、頻道名稱、營業地址、董事長、董事及監

察人。

100年10月12日

審議通過不予許可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全民財經臺」頻道。

准予核配桃園縣市內交換機局碼3個（即03273~03275，內含3萬門用戶號碼）予新世紀資通股
份有限公司。

審議通過「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附件一、附件五修正草案之預告，以落實定期檢討之

機制。

100年10月17日

一、 許可臺灣互動電視股份有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阿蒙拉娛樂科技股份有公司及香港商亞太星
空傳媒有限公司分別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Outdoor HD」頻道、「TRAVEL 
CHANNEL」頻道及「星衛娛樂臺」頻道。

二、 不予許可豐禎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快樂綜合臺」衛星頻道執照案。
三、 駁回聯鑫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申請「M&E綜合娛樂臺」衛星頻道執照案。

100年10月19日

審議通過公告普及服務分攤者應分攤99年度電信普及服務費用之營業額下限、分攤比例及分攤
金額。

審議通過修正「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業餘無線電管理辦法」、「計程車

專用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及「民用

航空器無線電臺管理辦法」等5項法規之預告，主要為調整部分條文之主管機關，以配合交通部
組織改造。

100年10月26日

許可家庭票房股份有限公司換發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HBO Family、 HBO Hits之頻道執
照，及太空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執照。

一、 許可大千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之音廣播電臺股份有
限公司、飛揚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嘉雲工商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

臺等6家廣播事業屆期換發廣播執照。上揭嘉義之音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及嘉雲工商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受衛生單位裁罰件數較多，該2公司應於核准換照日起1個月內，提出落實電
臺節目及廣告品質管控機制與強化節目廣告品管人員訓練之改善計畫。

二、 審議通過新營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改善計畫及改善事項執行成果報告，並許可
該公司換發廣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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