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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數位匯流的競爭力對策

先進國家寬頻政策介紹
--專訪陳清河教授

面對數位匯流，寬頻政策的重要性

陳教授對於此次專訪首先提出，數位匯流時

代的來臨，其中牽扯到傳送的內容與服務方式的改

變，不論是傳統的廣播、電視、網路或是電信電話

這一塊幾乎都是以寬頻做為指標，因此寬頻已經成

為國家競爭力的一種指標。陳教授舉出一些國外

寬頻政策的指標可供參考，世界經濟論壇(WEF)提

出「網路整備度評比」、英國經濟人智庫(EIU)提

出「數位經濟評比」與「資訊科技產業競爭力評

比」、歐洲商學院(EBS)提到「創新能力指數」，

這幾個指標可用來評估在國家競爭力在這一塊的強

弱。

陳教授同時也提到了另一個衍生的問題，面對

數位化的發展，處於偏遠地區或是非居住於市區的

民眾就可能發生數位落差的情況，造成的原因可能

來自於經濟的弱勢、族群的弱勢(例如新移民)或是生

理的弱勢(例如視障、聽障)，這些族群在數位的使用

上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公平。雖然在寬頻的環境

無可避免的會產生這種落差情形，但是我們應該要

致力於降低數位落差，讓每一位民眾都有豐富生活

的機會，特別是在數位化的時代，寬頻服務的使用

陳清河教授

美利堅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世新大學傳播研

究所博士。專長：廣播電視電影內容產製與管

理、新傳播科技、電訊媒體經營、 政府公關與

行銷、傳播史研究、紀實片研究、大眾傳播概

論。民國96年曾經擔任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民國99年擔任經濟部數位內容處「創

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審查委員，民國101年

擔任國科會臺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辦公室

主持人。

陳教授現任職於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專

任教授兼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國立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兼任教授、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

律協會秘書長、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研究中

心主任、識讀媒體與當代公民素養養成計畫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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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的生活是緊密結合的。政府不但要維持產業

的公平競爭讓產業持續發展，同時需要兼顧數位落

差的問題。

新興服務的影響

陳教授進一步說明，透過新的科技發展出的新

興服務，例如傳統的電視節目在不同的平台出現，

如IPTV、Web TV的出現。從前是一對多的模式而

且只有單向傳送的功能，現在的發展變為消費者可

以自己點選想要看的節目，與傳統的模式截然不同

是一種新興的互動模式。但是新興服務也帶來了新

的議題，傳統的廣播電視等特許事業在廣播電視相

關的法律已經有所規範，但是相同的內容放在電信

的平台上傳送，而電信只在乎資料的傳輸品質，因

此雖然內容一樣，但是在不同平台上管制的鬆緊程

度不同，造成有差別管制的情況發生。

新興服務對於民眾生活的影響更是不能忽視，

從個人與家庭層面來看，因為社群的溝通而交流更

加緊密。另外，新興的服務多是應用服務，有以下

幾個方面教育、交通、商務與觀光等等，對民眾生

活的影響是無所不在。傳統上，它只是一種媒體而

在新興的服務下它是一種生活。這也會引發其他的

議題，譬如說個資保護，在從前的媒體是一對多的

單向傳送訊息，現在則是從個人或是家庭與外界互

動，個人的資訊就會被包含在其中，私人的資訊如

醫療紀錄或是金融帳號都有可能因此被有心人得

知。這些議題在寬頻政策中都是相當重要的。

先進國家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陳教授說，媒體工具在社會上扮演兩個重要

的角色分別是社會角色與商業角色。以社會角色的

觀點來看，重點會放在數位落差、普及服務與個資

隱私權等議題，從市場角度來看，重點會放在商業

化的模式是否能形成以及經營者是否能夠獲利。專

訪小組進一步問到，政府的目標通常是希望兩者並

重，目前先進國家正往那些方向進行呢？陳教授提

到在管控方面，讓寬頻能滿足國內需求，對外希望

能保持國家競爭力。因為國家的競爭力可以透過文

化的交流、資訊的交流與商業的交流而提高。寬頻

網路的普及率也是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

陳教授再進一步說明，先進國家政府扮演的

角色不外乎由政策主導寬頻速度要達到的目標與時

程應該要怎麼去推行。舉例來說歐盟提出「歐盟數

位議程」、英國提出「數位英國計畫」、美國提出

「National Broadband Plan」與韓國提出「超級寬

頻匯流網路計畫」等等，各國的計畫內容大多是提

出自己的年度指標(參考表1)。例如在數位匯流下，

寬頻的速度應該要達到的水準是多少。各國定出的

目標不盡相同，訂定的依據是國民的生活所得、資

訊交流與應用服務的下載等方向去思考合理的目

標。

先進國家寬頻政策介紹

陳教授繼續對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再做進一

步介紹各國的寬頻政策與發展現況。

一、歐盟

寬頻政策目標， (1)  2013年讓歐洲所有人皆

可使用寬頻服務。 (2)  2020年寬頻服務速度達到

30Mbps以上。(3) 2020年讓超過50%的歐洲家庭的

速度達到100Mbps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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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相關監理法規，(1) 發布監管次世代接取網

路建議案。(2)發布第一次頻譜政策專案規劃書與發

布歐洲寬頻投資數位以驅動成長報告促進投資。

寬頻網路現況，2010年1月歐盟有線寬頻線路

達1.23億條，較前一年比成長9%。人口使用率達

24.8%，成長2%。

二、英國

寬頻政策目標，(1) 普及服務層面在2012年全

國皆可使用速度達2Mbps的寬頻服務。(2) 超高速網

路服務層面在2017年次世代寬頻之覆蓋率達到全國

至少90%的區域。(3) 打造有利的投資與創新環境。

(4) 確保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內容。

現行相關監理法規，通訊傳播管理局(Ofcom)對

次世代接取網路主要有兩個目標，確保具有實益且

即時的投資與促進有效且充分的競爭。同時提出五

項監理原則：競爭能力、創新極大化、平等接取、

反應投資風險、規管明確性及可預期性。另外，設

立次世代基金。

寬頻網路現況，依據Ofcom發布的「2011年

通訊建設報告」，報告中提到英國整體寬頻平均

速率達7.5Mbps，但是有14%的區域速率是低於

2Mbps，全國有約58%的區域可使用到超高速寬

頻服務。在北愛爾蘭，超高速寬頻服務的可達性

97%，遠高於英國其他區域。

三、美國

寬頻政策目標，「美國國家寬頻計畫」著重

於健全寬頻的生態系統發展。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將寬頻生態系統視為網路環境、設備、內容和

應用之集合體。

現行相關監理法規，(1) 建立有效競爭政策。

(2) 確保效率分配及使用政府資產。(3) 修正政策和

制定標準及誘因。(4) 修正普及服務基金制度。(5) 

抵消赤字。

寬頻網路現況，美國2020年布建寬頻網路之長

期目標，主要為提供至少1億戶住宅用戶下載速率達

100Mbps及各社區重要機構(例如學校、醫院及政府

機關)下載速率達1Gbps之寬頻網路服務。

四、韓國

寬頻政策目標，(1) 2013年前將目前60%的有

線(市內)電話IP化，積極推動轉換VoIP網路電話普

及。(2) 2012年後建構高速上網基礎建設，並提供

1Gbps有線上網服務。(3) 無線上網部分，2012年

前對4,000萬用戶提供1Mbps的3G無線上網服務、

2013年起將推出10Mbps的3.9/4G服務。另外，在

2013年韓國廣播通訊網中長期計畫中提到核心技術

開發與標準化。

現行相關監理法規，(1) 鬆綁衛星播送和地面的

數位多媒體傳播服務的管制。(2) 去除商業廣播電視

管制並引入媒體代理。(3) 改善電信通訊市場進入門

檻以及價格管制。(4) 制定新的中長期政策方向為求

促進業者競爭以及強健市場。

寬頻網路現況，2010年FTTH家庭用戶普及率超

過70%。計劃在2015年為1,000萬用戶提供FTTH連

接。韓國的寬頻應用已經十分成熟，透過DSL、HFC

和Apartment LAN技術實現了95%的寬頻接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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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後，陳教授說面對數位匯流的來臨，各國

也提出相應的措施，依據各國本身的情況，提出的

寬頻政策不盡相同。譬如說英國的做法中提到要成

立次世代基金，同時打造有利的投資與創新環境也

要確保高品質的服務內容。至於基金的來源可能是

從商業營運的盈餘或提出營業額的固定比例等方

式，基金的運用可以使用在普及服務、補平數位落

差與公共服務的推廣。美國的寬頻政策則偏向市場

競爭與資本化，政府的方向就朝向創造誘因與獎勵

制度，目標則是讓固網與行動網能夠發揮加成的效

果。韓國特別提到了核心技術開發與標準化，因為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各業者都提出各自的套裝服

務，但是對消費者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因為相同服

務供應者可能會變少，消費者的選擇性也變少了。

雖然各國的情況與目標各有不同，但是他們提出的

寬頻政策對我國依然具有參考的價值。

（綜合規劃處技士朱陳春亮、技佐葉晁恩採訪整理）

表Ⅰ 主要國家寬頻政策

國家 寬頻計劃 普及率或速率的目標

歐盟 歐盟數位議程
2013年，使用超高速網路應用和寬頻接入能覆蓋整個歐洲。2020
年，50%或者更多的歐洲家庭能使用速率100Mbps的網路

英國 數位英國計畫 2012年，每一個家庭能接入2Mbps的寬頻。

德國 聯邦政府寬頻策略 2014年75%的家戶得以取得至少50Mbps的寬頻連網。

法國 數位法國2012 2012年，全法至少提供512KB的寬頻服務。

芬蘭 全民寬頻計畫
2015年讓寬頻網路線路兩公里之永久居民都能接取100Mbps的寬
頻。

美國 Nation Broadband Plan
至少達成100Mbps下載速率和50Mbps上載速度。
全美民眾都能以負擔得起的價格接入寬頻服務。

加拿大 Broadband Canada 在未來的三年內提高全國的寬頻覆蓋。

日本 光道構想 2015年，全國都能使用超高速網路服務。

韓國 超級寬頻匯流網路計畫
為用戶提供全面的多媒體服務(MPS)。韓國人民將體驗到更加舒適、
有效率的生活。

澳洲
二十一世紀國家寬頻網建

設計畫
所有家庭與工作場所提供超速寬頻服務。

新加坡 下世代全國寬頻網路計畫 2015年，全國超過1Gbps的超高速接入寬頻。

( 資料來源：陳教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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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各國對於所謂寬頻網路之新興服務，定義

不一，且相關之範圍界定容或有討論之空間。各國

對於所謂之新興服務，多奠基於寬頻網路推動下，

對於資通訊技術(ICT)的多元運用。參照歐盟委員會

於2010年5月發布之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計畫，其意旨係透過建立快速網路及互通性應用服

務的單一數位市場，傳遞永續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利

益。其目標為制定一套具體計畫，將ICT在社會和經

濟中潛在能量最大化。歐盟認為透過一連串運作良

好的循環，可激發ICT的潛力。吸引人的內容及服務

需要在可互通且無疆界的網路環境上傳遞，於是驅

動了更高速網路及更大容量的需求，相對促成了企

業在高速網路上的投資。隨著高速網路的發展，同

時也開啟建立在快速網路上之創新服務的發展。在

歐盟相關推動政策之下，其著重於有智慧地使用科

技與運用資訊，將能強化歐洲各國面對未來挑戰如

氣候變遷、人口老化的能力。

不同的技術在網路上衍生不同的運用型態，包

括定位服務、遠距醫療服務、網路社群等。不同之

網路服務所對應之規範，嚴格而言，仍必須回歸傳

統現實生活中所對應之法律關係。而網路之新興服

務樣態，以視聽服務為大宗，此也造成廣播電視與

傳統電信服務分野愈趨模糊，視訊服務之規範愈顯

重要。

各國新興服務型態

一、英國

英國對於所謂網路新興服務，著重於網路電視

之規範，德國與芬蘭亦是。而法國則著重於數位內

容之提供，包括影音服務與相關應用服務，並提出

著作權保護之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數位著作權管理)標準以及內容保護基準。

近年網際網路電視與網路電視在歐洲逐漸興

起，根據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com)」在2010

年8月發佈的通訊市場年報(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指出，2010年第一季針對消費者所作的研

究中，發現有31%的網際網路使用者曾透過電腦來

收看網際網路電視，比前一年調查時的23%成長了

8%，成長相當快速。至於收看非線性視訊服務(包括

租賃或購買DVD、隨選視訊服務和從網際網路下載

內容)的用戶亦快速成長，根據Ofcom的調查，目前

平均每用戶一個星期的收視時間中，有252分鐘適用

於收看非線性的服務內容，而隨選視訊服務占非線

性視訊服務總收視時間比例達13%。

內容為王 視聽服務占最大宗

主要國家寬頻網路新興服務型態

■朱陳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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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

德國電信對於 IPTV應用服務，其主要係以推

出套餐服務的方式，透過VDSL的寬頻網路與微軟

IPTV軟體的平台，並利用VDSL頻寬速度30 Mbps以

上速度，在隨選視訊的服務方面，推出“T-Online 

Vision on TV”，提供了Walt Disney、Sony Pic-

tures、Universal Studios和Warner Brothers等節

目內容，在IPTV互動功能方面，與Visiware合作，

推出了“Ready for T-Online Vision”，透過IP 

streaming box「T-Online S 100」連接來進行電視

互動遊戲。此外也推出可與微軟Xbox相容的線上遊

戲計劃。其互動遊戲內容包括投票、足球比賽、賭

博等相關互動競爭遊戲。

三、芬蘭

芬蘭為歐盟第一個實驗行動電視服務之國家。

在手機製造商Nokia、行動電信業者Digita及廣播

電視業者MTV的合作下，2005年在赫爾辛基試行

DVB-H視訊節目服務。2006年3月芬蘭政府核發(行

動)電視平台執照予Digita電信公司。Digita僅經營電

視平台，並應將平台開放予頻道業者，且同一頻道

業者所使用之頻寬容量不得超過三分之一。Digita平

台只能為其他頻道業者提供傳輸服務，自身並不能

成為頻道業者提供節目。芬蘭目前有四個多頻電視

業者(multiplex)在Digita平台上提供節目，共15個免

費頻道及19個付費頻道。同年底Digita建置DVB-H

網路的覆蓋率已達芬蘭全國人口之25%，並持續擴

大覆蓋率中。芬蘭將電視事業區分為平台執照與頻

道執照。行動電視被定位為數位無線電視，但為行

動電視修改法律，在頻道業務管理上，對行動電視

業者之法律義務略為放寬。此外，由於芬蘭電訊業

發展得很早，資料傳輸的安全性已是芬蘭軟體公司

的開發重點，F-Secure﹑Stonesoft及SSH等公司，

在此方面都已有相當不錯的成績。無線通訊產業的

應用程式，包括第三代行動電話、區域網路及寬頻

網路都是開發重心，行動電話上的遊戲、語音及圖

形應用程式，都可創造很大市場。由於芬蘭已在無

線通訊的技術研發上享有領先地位，這些程式可以

透過網路傳輸下載，較無市場行銷的困難，芬蘭軟

體公司在此方面將具有相當競爭力。

四、法國

法國的新興服務發展則著重在以下幾點：

（一）擴大數位內容之製作與普及

● 發展數位內容，並針對法國國內電影、影

音資料、音樂等被保護的數位作品編製總

覽。

● 電視機遊戲及軟體之開發。

● 提出著作權保護之DRM(Digi tal  Rights 

Management， 數位著作權管理)標準以及

內容保護基準。

（二）數位應用與服務的多元化

● 2009年起全國發放電子身份證及設置電子

政府服務窗口。

● 電子簽名的普及化。

● 為了防備網路犯罪，於2012年前擴大網路

警察人力。

● 針對法國國內3.6萬所國小學校的學生(6至

10歲)，提供個人電腦，並設立400個數位

中心(虛擬空間)提供資訊使用教學服務。

（三）數位相關部門管理之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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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網路名

稱與號碼登記處)之網路相關管轄政府全球

化。

● 將法國國內既有的10餘個數位相關組織整

合為數位委員會。

● 由政府行政部門的資訊管理者及社會保護

團體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提出未來改善措

施。

法國政府將利用「2012年數位法國」計畫，

積極推動國家資訊化領域的普及，有助於發展法國

國內4G、數位電視廣播及國小生的資訊普及ICT環

境，並可擴大智慧型手機、平面電視機及個人電腦

等市場，為不景氣中注入新活力。法國在此5年計畫

中，也規劃了著作權與內容的保護與管理、電子身

份證與電子簽名的普及化、擴大網路警察人力等奠

定法國資訊化社會基礎之發展措施。

五、北美

在北美市場 IPTV發展並不如想像中快速，主

要是因為其寬頻基礎網路架構是掌握在有線電視產

業，但隨著寬頻逐漸普及，北美IPTV市場已有驚人

的表現，根據統計，至2008年底北美市場IPTV用戶

數約383.5萬戶，較2007年成長116.13%，為僅次於

拉丁美洲成長第二高的市場，佔全球市場 比重也較

2007年的13.30%，增加至17.56%。目前北美主要

的IPTV服務業者有Verizon、AT&T及SaskTel(加拿

大)，其中以Verizon的用戶規模最多。Verizon的服

務叫做FiOS TV，其策略以多HDTV頻道為訴求，強

調Multi-Room的影音傳送與分享服務，除提供韓、

俄、中、法等多國語言的國際電視頻道，以及免費

「Widgets」互動式服務等，還包括用戶交通資訊與

天氣、「Home Media DVR」等；至於美國另一家

IPTV業者－AT&T，其服務則叫做U-verse，至2010

年底用戶數達到104.5 萬戶。

六、美國

在美國，由於IPTV界定的不明確，各大電信公

司還沒有大規模的展開IPTV商用。由於美國1996

年頒發的電信法中，對有線電視業務的定義為：(A)

將視頻節目或者其他節目業務單向傳輸給用戶的業

務；(B)為選擇該類視頻節目或其他節目業務之目的

而進行的所有用戶互動式業務。因此，有線電視營

運商認為IPTV應作為電視業務進行管理，認為「電

視就是電視，不論在何種平台上傳送或以何種技術

傳送」。如果把IPTV界定為電視業務，按照相關法

律規定，提供電視業務的提供商應獲得本地視頻特

許權，並交納一定的特許費用。而電信營運商則認

為「IPTV業務與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公司的業務是

不同的，IPTV採用IP平台，就該像IP上的電話業務

一樣，不應在本地層面進行管制」。因此，也無需

獲得本地特許即可開展業務。這意味著電信公司必

須與數千個地方政府達成協議，算起來要花掉若干

年的時間。因此單純為獲得所需要的本地特許權，

就足以使電話公司開展電視業務的速度慢下來。

七、加拿大

加拿大廣播電視與電信委員會(Canadian Ra-

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

sion, CRTC)開放電信和有線電視允許雙向進入，在

北美IPTV市場中，加拿大傳統電信公司走在前列，

曼尼托巴電信(MTS)和薩斯喀薩溫電信(SaskTel)已

經在VDSL和ADSL網路中開通了IPTV業務，Telus

和加拿大貝爾在2005年進入這一市場。CRTC在

2006年宣佈不對手機電視業務實施監管，給予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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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市場發展空間，有利於推動加拿大電視領域的

創新，而且也不會影響到廣播公司履行《廣播法》

所賦予的各項義務。CRTC認定，由貝爾移動、

Rogers無線、TELUS移動與MobiTV公司聯合推出

的手機電視業務可以適用CRTC制定的原本適用於

在網際網路上提供服務的《新媒體豁免令》。無論

是否經由網際網路提供，手機電視業務都應免於管

制。

八、日本

日本之寬頻政策除重視寬頻實體線路之鋪

設外，亦關注透過寬頻所能帶來的內容應用，從

e-Japan之寬頻政策開始，即推出醫療服務、公共

服務等七個領域的服務型態，而後， i-Japan之政

策則著重於電子化政府、電子醫療、教育與人力資

源相關的資訊應用為主，乃至日本最新的「光道構

想」，則以透過管制革新以促進寬頻網路的利用率

為政策重心之一，針對教育、醫療和公共服務等領

域推動資通迅科技應用，藉以提昇民眾使用寬頻服

務之誘因。就新興服務議題上，總務省透過「利用

電信服務播送法」，讓電信業者能因應媒體匯流發

展提供節目播送服務，創造光纖網路的新附加價

值。

NTT於2003年12月，開始於東京都提供「映像

通訊網路服務(VCAST)」，將光纖鋪設到接收映象

的場所(如個人住宅)，再用70-770MHz的頻段把數

位映像配送到多個數據點。透過VCAST服務，讓有

線電視業者可以利用NTT的網路提供服務，擴大有

線電視的服務地區，同時加以數位電視的普及，也

能作為改善都會區收視不良的途徑之一。將此種服

務用於偏遠地區時，除可解決收視不良的問題外，

還可做為寬頻服務以解決數位落差。

日本的NTT DoCoMo(NTT)除了專供利用電

信服務播送業者使用的VCAST服務以外，另外還

有一種類似我國中華電信MOD提供的「寬頻映像

服務」，此種服務是由 ISP業者所提供。無論是

VCAST或「寬頻映像服務」，NTT本身僅扮演網路

提供平台的角色，不直接投入節目播送市場。ISP提

供的寬頻映像服務(VOD)，主要是由接收訊號的用

戶上網接取後，所提供的個別發訊型態，故屬電信

服務，與「利用電信服務播送」之型態有所區隔，

因而無需負擔「再轉播」與「必載」相關義務。

九、韓國

再以韓國為觀察，韓國國會於2007年通過一項

允許開展IPTV服務的法案，允許電信營運商通過寬

頻網路播放電視節目和電子商務等互動服務。營運

商可以把服務項目捆綁銷售，更多地開發現有網路

的商業價值，提供視頻點播、電視購物、家庭上網

和互動教育等服務。

十、新加坡

新加坡媒體發展局現在有兩種級別的 IPTV營

運執照：第一種是面向大眾市場的全國性IPTV經營

執照，第二種是經營10萬訂戶以下小眾市場 IPTV

經營執照。SingTel（新加坡電信）為目前唯一的

全國性IPTV營運商。SingTel已從新加坡媒體發展

管理局(MDA)獲得提供全國性的IPTV業務執照。由

於SingTel與StarHub的客戶與服務項目幾乎完全重

疊，SingTel計畫以IPTV和triple play計畫，直接與

StarHub競爭。

除了IPTV的發展外，以數位電視、IPTV和其

他電子設備結合，與觀眾有更深一層的互動，即

混合廣播寬頻電視業務（More entertainment at 

your command Hybrid Broadcast Broadban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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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bTV），也一樣席捲新加坡。新加坡「開億媒

體」開發的Digital Signage系統，通過電視機銜接

上攝影鏡頭來收集電視觀眾的面部特徵，然後剖析

這些資料，系統會立即給觀眾想獲知的資訊。另一

家公司開發的IPTV平台，讓觀眾能一邊觀賞正在播

出的電視節目，一邊瀏覽Facebook，接著還可以

打開新聞網站閱讀即時新聞。新加坡一連串之寬頻

網路推動計畫的整體概念來自於政府部門，而執行

方面多由本土公司或外商企業導入建置。以 .NET 

MySingapore計畫為例，這是由新加坡政府和微軟

公司合作的網路服務計畫，.NET是微軟公司積極推

動的新型態服務，但目前宣布導入.NET網路服務的

機構仍屈指可數，新加坡政府率先宣布全國性採用

這項新網路應用，除了可作為其他國家的示範，亦

可吸引更多企業將新加坡作為測試新網路觀念及應

用的市場，並大規模在新加坡投資，進而促進新加

坡經濟的成長，如此，新加坡政府藉助民間業者的

創意和專業，使其政策的落實更具效率和效益。

十一、中國

在中國，如果廣電業者若要提供電信服務，須

先獲得互聯網信息服務經營許可證牌照（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電信業者要提供廣電服

務，則需要先獲得IPTV（Internet Protocol TV，

交互式網絡電視，即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執

照。IPTV 指的是交互式網絡電視，用電信寬頻傳輸

訊號至家用電視上，用戶透過網路機上盒與普通電

視即可收看節目。但真正要提供 IPTV 服務，則需要

有四種執照：  

●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即所謂的IPTV 牌照)

● 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

● ICP 證

● 移動增值業務許可證

中國IPTV、網路電視牌照發放表如下表：

張數 業者

IPTV牌照 7

1.上海廣播電視、東方傳媒集團
(上海文廣)

2.央視國際
3.南方傳媒(南方廣播影視傳媒
集團)

4.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5.杭州華數
6.江蘇電視台
7.北京華夏安業科技有限公司

網路電視

牌照

(集成業務)
3

1.上海廣播電視、東方傳媒集團
(上海文廣)

2.央視國際
3.杭州華數

網路電視

牌照

(內容業務)
0
可能獲牌照者:央視、地方廣電
業者

資料來源：世界各國寬頻政策研析暨對我國寬頻政策規劃

之建議研究報告

中國廣電總局將互聯網電視牌照分成「集成服

務」與「內容服務」兩類。根據中國證券報提供的

資訊，廣電總局將公布《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管理

規範》與《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管理規範》其中規

定了集成服務提供者必須審核希望與其連接的互聯

網，只能與持有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牌照的業者的

節目平台相連接。

新興服務監管架構分析

網路影音服務之提供已成為匯流發展下的重要

新興服務形態，依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對於網際網路協

定電視的定義，係指：「在受管理的網際網路協定

為基礎的網路，提供多媒體服務（如電視、視訊、

音訊、文字、圖像、資料），以提供具備品質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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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驗、安全、互動性與可靠性 ；而網際網路電

視則定義為：「在網際網路的網站上觀看到一般的

廣電節目，也就是網際網路協定電視定義以外的電

視服務。」無論是網際網路協定電視或是網際網路

電視，都代表了一種新的視訊傳播的轉換。

歐盟針對電子通訊視聽服務內容的規範，主要

源自於2007年12月通過之「影音視聽媒體指令」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Direct ive 2007/65/EC)。2007年AVMS指令的

立法方式，主要為增修原有管制廣電媒體業者的

「電視無疆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的方式，將視聽媒體服務的定義等項目

取代電視無疆界指令中的視聽媒體定義。2010年

3月，歐盟將此二法令整併為一，修正條次、條號

等細項文字，但整體內容無太大變化，仍稱為「影

音視聽媒體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Directive 2010/13/EU)(EU，

2010b)。

2007年影音視聽媒體指令的內涵，在於將傳統

於廣電媒體上受管制的節目內容，擴大延伸至在新

興媒體上播送的節目內容，例如經電信網路提供節

目內容的IPTV形式。視聽媒體指令將視聽服務定義

分為電視廣播服務(television broadcasting)，亦稱

為「線性視聽媒體服務」(liner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及隨選視聽媒體服務(on-demand audio-

visual media service)，亦稱為「非線性視聽媒體服

務」(nonlinear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若一節目內容屬線性時，需負較嚴格之內容

監理，隨選視訊服務所負之管制程度則較輕。透過

影音視聽媒體指令的架構，讓電信業者亦能提供視

聽媒體服務，促進寬頻之利用。就新興視聽服務而

言，歐盟透過線性、非線性視聽服務的區分，將隨

選視訊服務以管制程度較低的方式管理，增加有意

投入視聽服務提供的業者誘因，同時，針對廣告的

部分亦獨立出相關規範，避免不當的廣告內容影響

全體視聽人之權益。

歐盟視聽媒體指令，要求會員國應於2009年

12月完成內國法之轉化，故英國於2009年開始

進行修法，新修正之「視聽媒體服務法」（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於同年12月生效。該法第四A章(Part 4A)，即依據

歐盟指令相關定義與規範原則，對「隨選節目服

務」（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加以規

範。在英國法制下，對於符合前述要件之隨選節目

服務提供者，負有通知主管機關之義務，且對於內

容，有確保內容不包含煽動仇恨等言論，以及保障

未成年人之身心健全發展等義務。對於內容管制取

向，並非本文之焦點，故不再贅述。然而其中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對於執行隨選節目內容監管之

架構，係透過所謂「官民共治」（co-regulation）

之方式進行。蓋依據歐盟視聽媒體指令前言第36

段，要求會員國考慮在合適的情況下，以產業自律

（self-regulation）方式執行相關內容監管義務。而

英國OFCOM在考慮英國之現況下，決定透過「官民

共治」之方式作為執行架構。

在英國內容監管「官民共治」的架構下，

「視聽媒體服務法」第368B條授權OFCOM得以

藉由「指定」（designation）之方式，將部分管

制權限授權特定機構單獨或共同執行之。依據此

一授權條款，OFCOM已於2010年3月正式指定由

「隨選電視協會」（Association for Television on 

Demand, ATVOD）此一產業自律協會，作為內容

監管之共同執行機關（co-regulator），而關於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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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商業訊息（主要係指廣告與贊助等），OFCOM

預計將指定英國關於廣告之獨立監管機關「廣告標

準局」(Advertising Standard Authority, ASA)作為

共同執行機關。在此一結構下，所有關於隨選節

目內容之監管與爭議，將由ATVOD（以及未來的

ASA）做為第一線之執法機關，接受包含用戶之申

訴在內之有關節目內容之申訴案件，並透過委員會

方式做成決定，然而ATVOD並無做成如警告通知

（enforcement notice）、罰款與節目下架等強制處

分之權限，而僅可向OFCOM針對個案做出建議，最

後決定權仍然在OFCOM。

英國隨選節目內容管制的最大特徵，即為在

「技術中立」與「平台中立」原則的引導下，針對

節目提供之方式與形式作為研判管制範疇之要件，

凡符合該等要件之隨選節目服務，無論其提供之電

子傳輸網路性質為何，亦無論提供之平台，均將受

到相同之管制待遇。因此無論是有線電視業者抑或

電信業者所提供之VOD，在英國法制下，均屬於視

聽媒體管制法中之隨選節目服務的規範對象。而依

據歐盟以及英國之定義，即便是透過網際網路提供

之電視節目服務（例如web TV），倘若其形式及

內容與一般電視節目相同（亦即符合所謂TV-like要

件），且服務提供者具有決定節目類型歸屬以及排

列組合方式的編輯權限，亦將受到相同之規範。

然而英國制度亦有若干潛在的灰色地帶，有賴

透過未來之實務運作補強之。特別是如何界定受監

管之非線性隨選節目服務與線性電視廣播節目，以

及其他不受監管之內容。對於此，OFCOM利用舉

例之方式，說明諸如非經濟性，且並非與電視廣播

競爭之節目（例如公司介紹影片）、非對大眾提供

之服務、線上遊戲、電子出版物（如線上報紙與雜

誌、服務提供者無編輯權限之網站（如youtube）、

內容給特定人觀賞（如公司內部教育影片），以及

並非透過電子傳輸網路提供之節目（如實體影音

DVD）等，均非隨選節目管制之規範範疇。

結語

由前述各國網路電視之發展演進對照，不難

理解在對於此種新興服務的層級化管制架構已為匯

流發展下不得不然的方向。參考歐盟的架構指令，

到媒體視聽服務指令，皆可見證傳輸 /服務及內容

管理的區分。傳統上通訊傳輸網路與通訊內容之管

制，係建築在截然不同的基礎上。對於傳輸網路之

規範，係以市場失靈與市場力量等經濟與產業結構

問題為基礎，並包含促進競爭、消費者保護等相關

議題。而對於影音視訊節目之內容服務的管理，是

基於其對促進民主、國家文化與認同之維護、社會

道德與秩序、意見之自由流通、言論多元化與充分

資訊取得等。準此，節目內容管理與通訊網路/傳輸

服務管制原本就是處於管制光譜的兩端，各自有截

然不同的正當性作為支撐基礎。將這二種具有不同

管制正當性基礎、不同革新需求，並朝不同方向發

展的政策議題，放在同一部法律裡處理，自然會出

現相互拉扯，無法對焦的情形，使得政策討論非但

無法收斂，而且由於不同管制正當基礎可能相互衝

突，進而產生抵損的效果。網路電視的發展正恰彰

顯這樣發展的必然，在法規未調整一致前，在現有

的架構下，不僅在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中產生了矛盾

衝突，甚致於在實務上的著作財產權之應用，都無

可避免因技術區分所導致法律解釋上的困境。(本文

作者為綜合規劃處技士)

(資料來源：本會100年度「世界各國寬頻政策研析

暨對我國寬頻政策規劃之建議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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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帶動產業  通訊應用轉型結構

主要國家寬頻政策比較分析

■朱陳春亮

推動寬頻政策目的

世界主要國家之寬頻政策，推動寬頻政策之目

的，主要有幾類，第一種類型是為振興經濟發展，即

期望藉由寬頻網路的建置與使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

展，增加就業機會，進而促進景氣復甦或經濟成長，

諸如美國、德國、法國⋯等面臨經濟泡沫化或金融危

機之國家，推動寬頻政策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振興經

濟；第二種類型是追求產業結構的轉型，即希望藉由

資通訊科技的使用，或是寬頻網路的建置與應用，造

就新的產業，創造新的行業別與新的就業機會，逐漸

改變產業結構，例如韓國或新加坡皆是，前者期望使

韓國邁向知識經濟社會，後者希望將新加坡轉型成為

資訊通訊樞紐。然而，第一種類型和第二種類型在本

質上是很相同的，都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第三種類

型是為追求社會平等或說縮短城鄉差距或數位落差，

諸如芬蘭和加拿大皆是。

寬頻政策指標

寬頻政策之衡量指標組成因子有幾項，首先是

普及率，例如是否全國國民都能接取寬頻網路，即

100%的普及率；其次，是寬頻網路的定義，即寬頻

網路之傳輸速率；此外，寬頻網路的組成，即是否限

定於固定通信網路，或再輔以無線通信網路，又或固

定通信網路或行動通信網路/無線網路分別而論。

就普及率來看，多數國家都追求100%的普及

率，即以全國國民都能夠接取寬頻網路為目標；其

次，就寬頻網路的定義來看，並沒有一致性的定義，

就固定通信網路來看，多數國家的定義，為傳輸速

率至少達100Mbps，有些國家的指標值更高，諸如

1Gbps，就行動通信網路來看，有將其納入者，其傳

輸速率可能因為限於技術因素，故其傳輸速率值多低

於固定通信網路之傳輸速率值；就寬頻網路的組成來

看，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類型，一是以光纖網路為主，

無線網路為輔，二者之普及率合計為100%，如澳洲

即是，指標值的設定為93%的澳洲人都可以享有光纖

到戶以及至少100Mbps之寬頻服務，其餘7%的澳洲

人都可以透過固定無線網路及衛星方式接取網路，達

到100%的澳洲人都可以接取網路的目標；另一是固

定寬頻網路與無線網路的普及率各自論之，例如韓國

即是，指標值的設定為於2012年前，至少有1400萬

用戶可以接取傳輸速率在50~100 Mbps的固定網路

服務，至少4000萬用戶可以接取傳輸速率在1 Mbps

的3G網路服務；最後一種則是對於寬頻網路的組成

未有特別著墨，僅在傳輸速率上特別強調者，諸如新

加坡、歐盟及部分歐洲國家皆是。

此外，世界主要國家對於寬頻政策之推動，其

所欲達成的目標和衡量指標與其推動目的息息相關。

以將寬頻視為實施社會公平，例如縮短數位落差或平

均城鄉差距者，其為實現其目標，其對於寬頻網路的

傳輸速率的定義未必會達100Mbps，但會追求100%

的普及率，或將其列為普及服務，視寬頻網路服務為

國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對於將寬頻網路視為國家追

求經濟成長之工具者，尤其是希望藉由寬頻網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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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帶動經濟結構轉型或帶動新興產業者，多將基

礎環境的整備視為必要條件，故對於傳輸速率指標值

通常較高，以允許各種新興服務能夠在高速與高品質

的網路環境下快速發展，此在亞洲國家特別明顯，例

如日本固定網路傳輸速率的指標值為1Gbps，新加坡

和韓國的指標值設定也有相同的情況。

達成寬頻指標之措施

世界主要國家寬頻政策推動模式或策略來說，

多數的國家都以市場主導為原則，雖政府有介入寬頻

網路的佈建，但介入的部分多為市場機制無法有效發

揮的地方，且其介入程度與手段方法並不完全相同。

大致上來說，政府介入或投入寬頻網路建置的方式有

數種，第一種是由政府投入資金，或由政府和企業合

資(即公私協力合作)，成立法人負責建置寬頻網路，

例如澳洲即是，其分別於2007年與民間企業合資成

立OPEL network，於2009年成立一個公營之NBN公

司，負責建置光纖到戶之寬頻網路，新加坡亦有類似

之情況，Singapore ONE的ATM寬頻骨幹的建置即

由新加坡政府和民間合資的1-NET公司所主導；第二

種狀況是給予補貼，此等補貼以直接補貼之方式為之

者，亦有以間接方式為之者，前者主要給予偏遠地區

或電信事業直接的金錢補貼，後者例如在融資上給予

優惠或是租稅減免；第三種方式，則是透過其他方式

為之，創造建置誘因，例如在法規面以予鬆綁，允許

市場進入，提高市場競爭度，促使業者在面臨競爭壓

力下，而有升級其網路之需求，進而間接促成寬頻網

路的佈建，或者降低法規的不確定，加強業者的投入

意願。

其中，就政府強化市場競爭措施來說，法規的

調整或監理政策的調整乃為其手段，而其實質的措施

或內容主要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為促進新競爭的加

入，包括(1)鬆綁法規，允許市場進入，以促進市場

競爭，如中國即是，(2)調整頻譜政策，釋出無線頻

譜，供寬頻網路供應商使用，如美國、歐盟、英國⋯

等，皆有此類的措施；第二類是加強現有業者間的

競爭程度，包括(1)業者間之批發價格以及服務訂價

的檢視，例如美國、英國和澳洲等皆有此類的措施，

(2)路權管理的改善，例如美國即有針對路權管理進

行檢討，(3)開放接取與用戶迴路細分化，例如市內

用戶迴路(含光纖迴路)，例如日本對此即有檢討，(4)

開放公用事業實體基礎設施供電信事業使用，如日

本、英國⋯等國家皆有此等措施。

適用之法規架構

世界主要國家為推動其寬頻政策，達成目標與

指標值，在法規架構上，多有進行相關調整，而其

法規的調整主要配合其擬採取之措施而定。首先，

就增進市場競爭而言，可以分為二個面向論之，一

是調整市場進入門檻，以增加市場競爭，諸如中國

之市場進入或韓國之改善電信通訊市場進入門檻皆

屬之，新加坡亦有類似的措施，另一是強化現有市

場的競爭程度，法規主要著眼的重點有(1)強化對市

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的預防或管理，諸如澳洲和英國

都有相關的規定，較值得一提的是，歐盟將功能分離

列為導正市場不競爭的最後手段，而英國為促進市場

競爭，乃將市場主導者BT進行功能性的分離，由新

組織Openreach負責接取網路與局間中繼網路產品，

(2)網路開放接取，諸如澳洲開放接取之服務項目包

括無條件用戶迴路服務、批發線路出租服務、網路分

享服務⋯等，歐盟於次世代寬頻接取網路規管建議書

提及市場主導者之開放接取義務(含實體網路基礎設

施與寬頻接取)，其他諸如英國、德國等亦有類似或

相仿之規定，(3)用戶迴路細分化，例如日本將用戶

迴路細分化政策延伸至NTT光纖實體線路，而英國對

於BT亦有用戶迴路細分化之求，包括市內用戶迴路

細分化與適用於BT所佈建NGN之網路的虛擬接取細

分化市場用戶迴路，(4)開放公用事業之管道，例如

日本所公布的使用公益事業電線杆、管路等設備之運

用準則即是一例，其他諸如歐盟、英國和美國都有類

似或相仿的措施，以及(5)其他，例如美國改善路權

管理、英國允許偏遠地區得以架空方式佈建網路、日

本之機房共置規定等皆是。

其次，就間接補貼措施而言，主要有二種措

施，一種為租稅減免，減免的對象可以為網路提供者

或使用者，前者如日本的促進新世代通信網稅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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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建置光纖網路、光傳輸裝置⋯等，可以享有租稅

優惠與一定額度的租稅減免，後者如德國修改所得稅

法，將有寬頻接取的建築、公寓或家戶都可以適用減

稅；另一種為融資優惠，例如日本的整建光纖接取網

路特別融資制度即是，提供業者融資優惠，以減輕業

者投資負擔並促進光纖網路的相關投資。

第三，因寬頻發展所帶動的新興服務部分，多

數的國家都有面臨法規適用上的爭議，例如韓國即

是，對於新興視訊服務是否適用廣播法規，相關主管

機關各有不同的考量，有些國家為此等潮流，則有

進行相關法規的調整或修法，例如日本即是，其於

2010年整併放送法、有線電視放送法、有線廣播放

送法及利用電信服務播送法，中國針對三網合一的潮

流，擬制定電信法，將廣播電視與電信的規制內容整

合在一起。然而，從多數國家的法規解釋或修法動態

來看，對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的視訊服務，尤其是開

放式的網路系統，多傾向不以予內容管制，至於透過

封閉式網路傳輸者，則多傾向施以內容管制，諸如澳

洲主管機關認定新興視訊服務如傳輸網路為開放的網

際網路，不適用1992年廣播服務法，加拿大主管機

關認為經由開放式網路提供視訊服務之傳播服務經營

者不適用傳播法，其他國家亦有相仿的見解。

最後，透過無線頻譜的使用，提供無線寬頻

服務，亦是推動寬頻政策之國家所重視者，多有重

新檢視頻譜政策並嘗試釋出頻譜，如日本於2009

年核定四家業者可使用1.5GHz與1.7GHz頻段，作

為LTE使用頻段，德國修正頻譜分配計畫，以提高

業者投入提供無線寬頻服務的誘因，此外，美國和

英國也有類似的作法；同時，歐美國家，頻譜財

產化，允許頻譜的拍賣或交易已成為常態，例如

美國實施頻譜拍賣制已多年，為推動國家寬頻政

策，鼓勵頻譜拍賣，歐盟於電信改革方案提及頻譜

使用自由化及促進頻譜交易與租賃，英國更允許

900/1800/2011MHz頻段可交易。

就寬頻政策之推動措施與法規調適而言，多數

的國家多以市場主導為原則，雖政府有介入寬頻網路

的佈建，但介入的部分多為市場機制無法有效發揮的

地方，且其介入程度與手段方法並不完全相同。大致

上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模式：

模式一：由政府直接投資建設寬頻

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惟為彌補市場機制不足之

處，乃由政府以直接投資之方式建置寬頻網路，投資

成立公司或與民間企業合作共同建置寬頻網路。此種

類型之國家有以下幾個：

一、澳洲

澳洲寬頻政策之發展，可分為二個主要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澳洲寬頻政策主要仰賴市場機制發

展，而政策重心在於偏遠地區之寬頻落差，並期望透

過「公私合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之

機制，加速偏遠地區寬頻建設。然而隨著主導業者

Telstra宣布放棄光纖建設，新進業者之聯合寬頻建設

計畫又被競爭法主管機關ACCC否決，加上偏遠地區

之PPP寬頻建設失敗後，澳洲之寬頻政策，遂進入第

二階段，由澳洲政府直接出資約等於台幣7975億之

資金，成立公營NBN公司，開始全國性光纖網路之

建設，再透過批發市場，創造零售市場之競爭；就法

規調適而言，澳洲主管機關的監理重點主要為對電信

事業的反競爭行為的管理，包括對擁有實質市場力量

之電信事業的管制、資訊揭露與價格監控，另一方面

則為確保網路的近用性，諸如宣告網路接取為開放接

取項目。

二、新加坡

新加坡與企業形成夥伴關係，共同建置網路，

例如Singapore ONE的ATM寬頻骨幹的建置由新加

坡政府和民間合資的1-NET公司所主導。此外，新

加坡政府也直接投資10億新加坡幣（約台幣231億

元），補助電信業者舖設全國性的超高速光纖到府

（FTTH）網路，最高速度達每秒1GB；在法規調適

方面，新加坡著重於市場競爭的強化，主要為實施電

信服務競爭規則，包括新電信事業之市場進入規則、

網路互連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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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

法國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也有和新加坡相仿

的地方，主要為設立開發光纖寬頻(100Mb/s)的地方

政府與民間合作公司，至於法規調適方面，則有資訊

社會法的推動。

模式二：以市場主導為原則，但投入政府資

金，以推動寬頻建設

補貼措施可分為二類，一為直接補貼，即由政

府直接投入資金(此不包括由政府投資設立公司或與

企業合資成立公司)建設寬頻建設者，另一類為間接

補貼，通常為提供租稅減免或融資優惠者。值得注意

的是僅提供租稅減免或融資優惠者，並不常見，但同

時採用二種措施者則有之。此類國家，即由政府投入

資金，推動寬頻建置者，主要有以下國家：

一、韓國

韓國政府對於鄉村地區給予財務方面的支持，

也對IT基礎建設給予低率貸款，並降低稅賦；在法規

調適上，則著重改善電信通訊市場進入門檻與價格管

制。

二、中國

中國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以市場開放競爭為

原則，並投入政府資金，對於基礎網路建置、使用環

節等給予補貼；至於法規調適則基於開放市場進入之

前提，進行監理措施的調整。

三 、日本

日本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以民間主導為原

則，著重公平競爭環境的建立，對於不具特別經濟誘

因之區域，以公共投資的方式佈建寬頻網路，即以設

立補助制度，對較不具經濟優勢的地區補助其當地電

信基礎建設。同時，日本政府也提供租稅及融資優惠

予企業，激發其投資建置寬頻網路之意願；在法規

調適方面，旨在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相關的措施包

括(1)於2000年，將用戶迴路細分化政策延伸至NTT

光纖實體線路，(2)於2000年，制定機器設備共置規

範，讓競爭者能將設備共置於NTT機房，(3)於2001

年，發佈使用公益事業電線杆、管路等設備之運用

準則，以及(4)於2010年公告IP化網路新競爭促進方

案。

四、德國

德國在推動寬頻建設方面，主要有四個面向，

其中之一為提供適當的財務支援，即針對擴大基礎設

施提供額外的財政協助。同時，德國政府修改所得稅

法，將有寬頻接取的建築、公寓或家戶都可以適用減

稅；在法規調適方面，著重於(1)資費必須有效提供

業務成本為基礎，(2)禁止推行不正當行為的折扣，

亦不能有資費歧視，(3)非歧視性之網路接取，以及

(4)必須符合歐盟的指令架構。

五、歐盟

歐盟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主要為促進市場

競爭機制，政府並投入公共資源，透過歐盟相關

機構(例如歐盟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等)提供高速寬頻佈建的

基金，同時研究如何透過強化投資信心的方式，吸引

寬頻投資資金；於法規調適方面，提出電信改革方

案，主要內容包括共用管道基礎設施、明定功能分離

監理工具為導正市場之最後手段、次世代寬頻接取網

路規管建議書與市場主導者之開放接取義務(含實體

網路基礎設施與寬頻接取)。

六、芬蘭

芬蘭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主要透過公共計畫

推行，並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投入，包括中央政府分擔

金額上限6,600萬歐元，業者分擔下限6,800萬歐元

(業者分擔比例應超過三分之一)，剩餘部份則由自治

市和歐盟區域發展基金分擔；公共資金主要著重於建

設郊區寬頻線路，而業者投入的金額多用於擴大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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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範圍；在法規調適部分，由芬蘭公平交易局

確保寬頻市場透過競爭法案發揮監督競爭。

七、美國

美國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主要促進市場有效

競爭，政府僅於必要基礎項目投入資金，包括(1)建

立競爭機制，透過健康競爭使消費者利益最大化，並

在此基礎上促進創新和投資。在網路服務、設備、應

用程式和內容方面構建良好的寬頻系統競爭環境，

(2)透過對國有資產進行有效分配及管理，促進寬頻

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並降低競爭門檻。在寬頻網路

的部署中，政府為了對國有資產的使用進行監督，制

定了相關的政策。與此同時，政府也對大量的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援，(3)創建激勵機制，

普及寬頻服務，確保所有的美國人有足夠的能力使用

寬頻服務、支付得起寬頻服務、具備利用寬頻網路開

發數位文化的技能，以及(4)完善法律、政策、標準

和獎勵措施，在政府主要部門最大限度地發揮寬頻所

帶來的好處；至於在法規調適方面，則有釋出無線頻

譜、對通信桿路的使用制定統一且便宜的資費且改善

路權管理。

八、英國

英國在寬頻政策的推動上，維持業者主導與技

術中立原則，鼓勵私部門投入寬頻網路佈建，而政府

公部門資金介入只限於電信網路中，一般商業公司比

較不會投入的特定部分，並同時將此特定部分開放接

取，包括(1)設立次世代基金，作為補助偏鄉地區網

路建設，(2)設立Broadband Delivery UK (BDUK)，

負責審核寬頻網路補助申請及數位英國執行進度控管

事宜，(3)開放BT及其他公用事業(下水道、瓦斯及電

力事業)實體基礎設施供其他通訊業者共用，以及(4)

釋出頻譜供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在法規調適部分，除

釋出無線頻譜外，尚包括(1)對BT執行功能分離(接取

網路與局間中繼網路)，以促進固網接取網路市場之

競爭，(2)修訂BT市場主導者義務(主要為開放接取，

包括用戶迴路細分化、實體基礎設施接取)，(3)開放

電信事業租用其他公用事業之管道，以及(4)允許電

信事業於偏遠地區採架空方式佈建網路。

九、加拿大

加拿大的寬頻建設是依靠私人投資針對性的政

府撥款和公私合作共同實現，未建立用於補貼寬頻部

署的專項基金，但將根據實際情況，對籌資機制進行

評估及變更。

來自市場的資金及有針對性的政府撥款將繼續

推動在農村及偏遠地區部署和改善寬頻接入服務給予

寬頻服務營運商自主選擇技術的權力，以滿足消費者

不同的需求。

結語

世界各國之寬頻網路部署與其政策目的息息相

關，多數的國家推動寬頻政策之目的在於追求經濟成

長，其又可以分為二種態樣，一是將寬頻建設視為一

種公共建設，可以經由寬頻網路的建置與使用，帶動

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進而促進景氣復甦

或經濟成長，另一是期望利用寬頻建設與其他資通訊

科技的應用，帶動產業結構轉型或誘發新興產業的萌

芽；部分國家推動寬頻建設之目的不單純是為了經濟

成長，尚為了追求社會平等或縮短城鄉差距或數位落

差。

其次，就寬頻政策之衡量指標而言，多數的國

家追求100%的寬頻網路普及率，期全國人民都可以

接取網際網路；其次，對於所謂的寬頻網路其傳輸速

率應達多少以上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但是將寬頻建設

視為追求經濟成長工具之一的國家，對於固定寬頻網

路傳輸速率的要求多介於50-100Mbps間，甚至追求

更高的傳輸速率，而將寬頻建設視為實現社會平等或

縮短城鄉差距者，一定追求100%的寬頻普及率，但

其寬頻網路傳輸速率則未必需要達到50Mbps以上。

(本文作者為綜合規劃處技士)

(資料來源：本會100年度「世界各國寬頻政策研析暨

對我國寬頻政策規劃之建議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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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會主任委員石世豪

主講人：德國漢堡大學榮譽教授

              Dr. Wolfgang Hoffmann-Riem

翻  譯：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許春鎮教授

前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主任

委員石世豪於11月5日接見德國漢堡大學榮譽教

授Dr. Wolfgang Hoffmann-Riem(以下簡稱H教

授 )，雙方就當今通訊傳播跨業經營及匯流趨勢

下之媒體監理交換意見。隨後H教授以「廣播電

視的獨立性作為管制任務—以德國法為借鏡」為

題發表演講，並與本會同仁及貴賓分享他對匯流

後新興媒體科技內容監理的觀察。這場演講由

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許春鎮教授擔任翻譯。  

　　H教授指出，德國憲法保障媒體從業人員的

獨立性，至於媒體編輯台內部的新聞自由則由

勞資雙方共同協商訂立組織內部公約，此即所

謂的內部廣電自由。德國對於傳統廣電媒體的

監理也較嚴格，政府原則上不強制介入，主要

係對廣電組織結構、監理措施及組織資金進行監

理。另外，H教授也點出網路瀏覽器及搜尋引擎

標榜客製化為個別接收者「量身訂作」內容，儼

然成為現代守門人，過濾訊息，而使用者往往忽

略在接收過程中訊息已被「操控」的危險性。  

　　H教授為國際公法著名學者，曾任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法官（judge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漢堡邦司法部部長、德國巴登符騰堡邦

「新媒體委員會」委員、德國國會「資通訊技術委

員會」委員及德國「媒體問責委員會」委員等諸多

要職，並赴美國擔任哈佛及史丹佛等大學進行研

究。他對匯流趨勢下之新媒體科技發展監理等有深

刻觀察，在傳播法、媒體社群、德國憲法、行政

法、商業法和環境法等領域著作等身，以下內容係

節錄H教授當日演講：

一、保障廣電自由之義務

    媒體滲透並塑造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生活領

域，對於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有重大意義。就民主機

制的運作而言，媒體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媒體功

能的發展與確保成為法律秩序的任務，也就不足為

奇了。歷史上，許多國家的媒體自由必須經由奮鬥

新聞自由與公權力   商業市場的拉鋸

廣播電視的獨立性作為管制任務
— 以德國法為借鏡

主委石世豪接見德國漢堡大學榮譽教授

Dr. Wolfgang Hoffmann-R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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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並且面對新掌權者仍須防衛。現代憲法均

保障言論自由並禁止言論審查，許多憲法也特別明

文保障新聞自由。

在西方民主國家，此種保障乃基於其政治及

哲學上啟蒙思想的傳統，因此也就特別受到注重個

人及小眾自我發展的自由概念影響。德國憲法(基

本法)第五條所保障之通訊傳播基本權，一方面是

防禦權，以對抗國家對於人民通訊傳播發展自由之

干預，但另一方面憲法的基本權不能也不得無限制

地保障自由。國家高權的干預如果是為了保護其他

法益，例如他人之人格權，而且符合比例，則人民

必須忍受。然而，自由的危害並不只來自於國家，

所以基本權對於自由的保障也包括防衛非來自於國

家之侵害。此即在德國所謂之基本權之客觀規範功

能，準此，國家負有提供保護之義務，並確保重要

制度均能自由正常運作；廣播電視即屬於此種重要

制度。

許多國家對於廣播電視機構的組織均有特別的

規範措施，其目的係避免人民接收片面資訊，使節

目內容能兼顧不同利益、價值與經驗，同時也反映

多元社會的價值。此外，法規也確保人民免於在廣

電通訊傳播中受他人之操控。所以，大多數國家的

法律體系對於廣播電視皆非放任由市場經濟決定，

而是設定一個法律框架，即使是對於商業廣電業者

亦然。除此之外，許多廣播電視制度也設法將特定

廣電提供者設計成無須受商業機制擺佈，亦即所謂

的公共廣播電視。

二、廣電管制之持續正當化

德國的立法者認為，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句保障廣電自由之任務，無法僅因私經濟廣電業

者的存在而達成。雖然私經濟的廣電業者在德國已

設立數十年，擁有廣大的聽（觀）眾，並在德國的

媒體機制中已不容忽視，但立法者還是認為，公共

廣播電視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

調，廣電媒體即時傳達資訊及結合影音畫面編輯賦

予資訊高度可信的特性，長久以來均已影響民眾生

活作息。新科技帶來內容與傳播模式的擴大與變

異，產生新的節目內容，使得上述的影響力顯得格

外重要。

廣電制度正常運作之所以需要法律保障，聯

邦憲法法院特別針對其風險論述：「⋯新聞及經濟

的競爭⋯並不當然就會讓企業經營者將新聞目的置

於首位，而在其廣播電視節目中反映社會多元的資

訊、經驗、價值觀以及行為模式。一如媒體經濟文

獻之分析，廣播電視節目相較於其他產業具有特殊

的經濟特性。⋯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單透過市場來

導引廣電業者的行為，會危及以民主機制運作重要

目標之內容多元化。尤其，廣告收入，強化了譁眾

取寵的節目內容標準化趨勢。⋯也有片面新聞操作

及藉機影響的風險。經濟上競業的壓力及新聞上為

爭取觀眾注意等，常會導致扭曲事實的報導模式，

例如偏好危言聳聽及傾向只報導箇中的特殊性如醜

聞。⋯而這些都會產生多元化的欠缺。」

針對偏向片面利益的風險，聯邦憲法法院則指

向廣播電視市場的發展，特別是集中的趨勢以及與

媒體無特別利害關係的國際金融投資者之介入通訊

傳播領域。聯邦憲法法院指出新聞影響力與經濟上

財力相互強化的各種潛在可能，及其片面影響對於

輿論形成的風險。聯邦憲法法院認為，預防性的管

制以避免上述風險，乃合理正當，蓋一旦出現錯誤

之發展，僅能有條件地且極其困難回覆原狀。

三、廣電之獨立性

獨立性之確保不僅僅是確保自由，更是確保整

體廣播電視制度功能運作的重要要素，然而獨立性

不會自己產生，而是需要法律的保障。獨立性之內

涵可能會涉及廣播電視業者本身、個別通訊傳播人

員（例如記者），但也會涉及監督機關（在德國就

公共廣播電視而言，係指內部的行政委員會及廣電

委員會；就民營廣播電視而言，係指媒體企業外部

的各邦媒體監督機構）。此外，閱聽眾的自主性，

特別是接收過程中不受操控的自由，也必須加以確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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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獨立可能用來抵抗國家的介入，也可能

是對抗來自於私企業的影響。所以應該設法，透過

防止集中以及限制跨媒體整合的預防措施，保障廣

電領域其他參與者的活動空間。而媒體監督者面對

國家時，法律也要保障其獨立性。所以，德國各邦

媒體監督機構作為民營廣播電視的監督者，即擁有

同受憲法保障的獨立性。但在面對私人影響力時，

也必須有防護機制。私人影響力可能來自於媒體企

業，也可能來自於其他足以影響媒體的工商企業。

面對國家時，媒體本身包括媒體從業人員的獨立

性，乃透過國家不介入媒體以及媒體自由作為抵抗

國家的防禦權之理念，以基本權加以確保。

媒體企業內的通訊傳播人員面對國家時，其

獨立性也同受基本權保障，在媒體內部則無此獨立

性保障，但並不排除以契約或以法律規定，此在德

國稱之為內部的廣電自由。為確保內部的新聞及廣

電自由，德國自七十年代以來已有多方努力，但以

法律規定來加以確保，則仍未竟其功。媒體從業人

員個人的獨立性其實是有限的，賦予記者獨立性並

非是為了其個人的自我實現，而是期待記者能運用

其所享有的自由，盡最佳可能達成為公共服務的任

務。

四、廣電管制

廣電管制的核心為信賴自律，但此自律同時也

被各種管制規定所束縛著。在德國，對公共廣播電

視的管制規定比對民營廣播電視更嚴，內容也有所

不同。其次，對傳統的廣播電視的管制規定也比其

他大眾媒體嚴格。廣電管制原則上不採強制介入的

手段（強制及禁止），而主要是針對整體廣播電視

的組織結構、監督的措施以及廣播電視業者的資金

等作出基本的規範，對公共廣播電視更規定其具體

的組織模式。

上述廣電管制的基本前提是，資金來源及組織

模式將長久影響節目內容。由於不同的資金來源及

組織模式可能對節目內容帶來不同的優缺點，因此

應結合各種不同組織模式的廣播電視業者或結合各

種「廣播電視制度的面向」，以綜合各面向優點，

並將其中一個面向可能發生的欠缺，盡可能透過另

一個面向較好的功能來彌補。所有廣播電視業者必

須在其節目中遵守某些共同價值，例如人性尊嚴、

人民風俗及宗教信仰的保護；尊重生命、自由及身

體之不可侵犯；尊重他人之信仰及意見。此外，節

目還需符合多元化的要求。

公共廣播電視與民營廣播電視最核心的差異在

於其資金來源。民營廣播電視的資金來源幾乎是不

受限制的，而僅在廣告、捐贈或類似情形受有部分

（輕微）限制，公共廣播電視的資金來源限制則較

為嚴格。公共廣播電視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不在於私

經濟的營利收入，而在於國家的規費，例如德國自

2012年起，以家戶課稅方式徵收收視費。

德國對公共廣電業者規範其法律上的組織模式

及內部組織，特別是在公共廣電機構內強制設立經

多元組成的監督機關，並採「合議制」，即所謂的

行政委員會及廣電委員會；但對於民營的廣電業者

則另設置外部的監督機制，即法律上具有獨立地位

的各邦媒體監督機構。

五、市場失靈與管制失靈

廣電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般，所要反映的是市

場機制的失靈。但必須注意，國家管制本身也常有

失誤的風險。例如就獨立性之確保而言，國家管制

即面臨管制措施本身危及廣電自由的風險。但反面

言之，如果不設定一些監督機制，則法律對於廣播

電視業者的規定、對資訊、教育、娛樂等等不同類

型節目的要求，將不會有任何效果。監督機制即是

允許為確保個人意見及社會輿論形成之自由所為之

介入行為，但介入行為本身有時也會發生失誤。

就公共廣播電視而言，此一風險特別與其內部

的監督機制 (即行政委員會及廣電委員會) 有關連。

此等委員會是由社會各界代表以及政府與國會推派

的代表共同參與。透過此種組合，盼能反映多元社

會意見，同時也能促使節目內容多樣化且公平地對



專欄話題

NCC NEWS      20

待各種族群利益。對於德國第二電視台行政委員會

之組合是否違反基本法有關國家不介入廣播電視的

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近日將有判決結果。

民營廣播電視領域的問題是，國家及政黨對於

各邦媒體監督機構的影響力可能過強。各邦媒體監

督機構的委員會也是多元組合，其中也有國家及國

會所推派的代表參與。如同公共廣播電視，國家及

國會推派代表參加委員會本身並不違憲，但國家及

國會推派的代表與社會組織推派的代表比例，應值

得注意。議會民主制度下，國會及政府推派的代表

也可以合法正當地承擔監督的責任，但必須注意其

席次不得有導致片面影響之風險。

此外必須注意，放棄國家管制也可能危及獨立

性。當媒體依附社會的當權者時，此風險即出現，

尤其是當權者利用其新聞傳播力實現片面利益，甚

至操控媒體閱聽眾。此種情形，至少必須透過監

督，同時也透過防止集中包括限制跨媒體擴張的法

規，加以防制。

六、廣電管制真正的受規範者

傳統的廣電管制係針對廣播電視業者，至少

在廣播電視發展的前幾十年是如此。因為有關節目

製作及傳播所必要的工作，基本上是集中在廣播電

視業者本身，所以針對廣播電視業者進行規範，其

效力可及於各環節。而現在到處都是分工，將各個

作業過程分散至前製、輔助以及後製作業領域。因

此，根據所謂的價值創造鏈，在每個不同的作業階

段即有許多參與者，相互合作。

其次，拜數位化以及壓縮及解壓縮技術、新的

網路週邊設施以及終端機器、通訊傳播技術上及內

容上的進步等等之賜，內容的供給也變得極端多樣

化、更輕易且更快速。最主要是出現了新的個人及

大眾通訊傳播管道，以及新的市場行銷模式。新的

服務取代了部分傳統的廣播電視。廣播電視業者也

利用機會開發其他活動領域，尤其是網際網路上的

通訊傳播模式及內容。

上述發展對廣電管制而言，是一個特別的挑

戰：雖然沒有人主張上述所有服務皆須受廣電管制

之拘束；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前製以及部分後

製領域的作業對於廣播電視的運作可能會有長遠的

影響。然而，此影響卻經常是難以辨認，而其細節

更是幾乎無法想像，長久以來的著名例子就是外製

電影或影集中的置入性行銷，某些新型態的廣告模

式讓資訊透明化的問題以及巧妙操控的風險更加嚴

重。

現行實務運作顯示，如何達成廣播電視規範的

目的，已受到前製及後製階段作業多方面的挑戰。

因此，廣電管制必須思考，面對這些風險，是否可

以將既有的規範擴大到狹義廣播電視節目以外的其

他區塊。當然廣播電視節目本身才是法律保障廣電

自由的最重要對象，此點仍不受影響。

七、操控使用者篩選行為的風險

身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今日通訊傳播服務

的供給對於個別媒體閱聽眾而言，已經無法完全掌

握，因此就需要篩選。問題是，有多少是媒體閱聽

眾自己的選擇，還是該選擇其實早已被其他參與者

預先操控，這值得探討。媒體當然想盡可能剝奪媒

體閱聽眾此一選擇權，傳統的方式就是將素材編輯

處理，今日則有許多不同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製作

與會者專注聆聽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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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節目或配裝複合平台；其次，瀏覽資訊時的入

口以搜索引擎以及特殊編碼控制；透過此等及其他

措施，即可控制進入及使用通訊傳播服務的管道，

預先過濾阻礙媒體閱聽眾的自主決定，同時也可能

操控通訊傳播行為，例如為提升媒體自身之非新聞

性質的利益。現在已有媒體閱聽眾收到「量身訂

作」的內容，但他們卻不知道在接受資訊過程中是

如何受到「操控」。

瀏覽器及搜尋引擎等技術是現代守門人，其所

發揮的功能類似於傳統的編輯部門。以前對於媒體

從業人員的期待，例如遵守專業倫理、遵守通訊傳

播利益、並且進而實踐其新聞責任等，對於瀏覽器

以及搜尋引擎都沒有用。此外，對瀏覽器及搜尋引

擎等這些現代的守門人，我們也無法要求其透明化

或者接受公共監督。

即使目前已有一些法律原則以解決此問題，但

新的挑戰不斷出現。例如當下網際網路通訊領域的

活躍者Google或Facebook，即利用其技術上以及

實質上的可能性來操控使用者的行為模式。利用數

位媒體系統的結構以及其所使用的軟體碼，即可過

濾內容並管制媒體閱聽眾的通路。搜尋或通訊過程

中所出現的個資，不僅媒體本身會多方加以利用，

即便是其他企業也會透過商業途徑取得。卓然有成

的活躍者例如Google，即以此種方式不僅在其同業

間取得無比的影響力，同時也獲得了在其他通訊傳

播、電視、社群網路或智慧型手機領域活動的資金

來源。

但全球活躍的Google卻不受，或者說僅受有限

的國家規範拘束。Google的核心業務，即搜索引擎

及其附隨資訊的行銷，在國際或甚至全球，不受任

何國家高權所制訂之規範拘束，其活動僅極其有限

地受法律拘束，例如當某國家的資料保護法規適用

於其在該國管轄範圍內之活動時。

結果這類瀏覽器及搜尋引擎幾乎未有系統的公

共監督。媒體企業如Google幾乎不讓外人一窺其

內部實際作業，他們僅以定型化契約規範使用者關

係。由於來自使用者或國家的公共壓力，他們會提

供某些防制操控的安全措施，但絕非普遍。這聽起

來或許矛盾，但卻是目前的事實：網際網路，特別

是Web 2.0雖然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公共空間，但這類

媒體卻沒有受到有效的公共監督。

八、願景

對人民的通訊傳播模式而言，廣播電視的意義

已逐漸遞減，但仍然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透過

國家、跨國家及國際規範，以確保不完全按照市場

經濟法則，也不僅僅追求自己利潤的通訊傳播服務

（不只是廣播電視節目）業者能有生存的空間。同

時廣播電視業者也必須將資訊傳播、人民娛樂及教

育功能，優先視為是富有意義的通訊傳播任務，就

如傳統上將其視為公共服務一般。

透過對於組織結構與獨立性保障的規定，可以

也應該能繼續確保，在廣播電視及其他類似媒體活

動具有影響力的企業，能繼續對公共服務理念盡其

義務。但這並不表示所有或大部分通訊傳播的供給

應該對公共服務理念負有義務。在個人通訊傳播領

域，此一義務應該沒有正當性。至於個人與大眾通

訊傳播領域交錯的區域，則需審慎檢視，欲使該通

訊傳播供給符合特定法律的規定，其正當性為何。

另一方面，在此交錯領域亦須注意其通路自由以及

不受操控之自由。國家或者國際管制的最低要求，

是改善其過程及結果的透明度，而這裡也應該有某

種程度的多元化。可能的方法是發展具有公共服務

理念的搜索引擎或瀏覽器，且特別將其設計成獨立

於企圖片面過濾通路的媒體企業之外。他們必須要

能維護多元、政黨中立以及公平原則，而其組織設

計與資金來源也必須讓其實際上能維護此等原則。

儘管目前無法清楚劃定公共服務理念的運用界

限，但可以確定的是，公共服務理念的概念與內涵

應時時檢驗，其適用範圍應釐清，必要的話並重新

界定。諸多新的大眾及個別通訊傳播模式及其相互

間之結合顯示，應將公共服務理念擴張到傳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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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以外，從而產生一個擴大的 「公共服務媒體」

領域。通訊傳播服務只要在功能上能提供傳統公共

服務廣播電視過去幾十年相同內容，都應該涵蓋在

公共服務的理念下。

九、綜合問答與交流

◆主持人：管制議題在媒體匯流時，變得更為

複雜與棘手，其重點放在功能上與廣播電視發揮一

樣效果的媒體，而非狹義傳統概念下的廣播電視，

所以挑戰會不斷衍伸，直到新媒介出現，如Google

已成為新力量擁有者，且儼然成為如同傳統廣播電

視般具強大的影響力，而我們的法律工具卻很少，

所以H教授提出此或可說是革命性的議題，現在歡迎

大家提問。

◆Q1：有關媒體集中形成匯流的影響意見為

何?匯流的勢力是否經由不同的平台而使意見更為集

中，或因更多業者的投入，跨媒體可形成多元意見?

H教授回答：若法規領導者無法預見未來，將有

兩種選擇，一是坐視等待，另一則是在情勢發展變

得更糟時至少先訂立並實施某些法規。媒體提供多

元內容協助公眾在社會發展與政治紛亂中尋求生活

方向，我不甚瞭解台灣或亞洲國家的發展，但愈來

愈多的新進業者並非對媒體內容感興趣，而是想藉

媒體賺取利益。我無意指責那些唯利是圖的媒體業

者，而是反對他們在公共傳播領域的壟斷作為。

◆Q2：中國大陸會否透過大企業間接購買台灣

的媒體，進而操控台灣政治發展趨勢，有可能透過

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嗎？德國聯邦基本法第21條，

規定政黨運作必須符合內部民主原則，媒體與政黨

都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在媒體這一領域來說，

是否可能採防衛式民主的概念處理？另公視的主要

財源來自政府預算，如此會否減低媒體的獨立性？

聯邦基本法有所謂的廣電自由，又會否牴觸公平法

所謂的自由競爭機制？

H教授回答：對於媒體追求經濟政治上的利益，

我們必須防制其追求政治上的利益，以義大利為

例，前總理透過媒體來操縱選民，所以媒體不只對

經濟有影響，對政治亦有其影響力，除維持媒體獨

立性之基本立場外，要有一個相對抗衡的力量。公

視的經濟來源是稅金與捐獻，不可有廣告收入，這

存在一個風險，即公視希望得到持續資金挹注，會

去迎合有權分配資金者。德國公共廣播電視資金的

來源，原係以設備徵收規費，自2012年起改採以家

戶為單位之課稅方式，但聯邦憲法法院尚未定論其

合憲性。當監督機構發現有媒體集中情形，應要求

媒體企業(尤指民營)在基礎程度上維護從業人員的自

由，若企業承諾予從業人員更多的願景與自由，則

其申請將較易受批准，並希望企業可接受外製(獨立

製作)的節目，以確保內容多元化及反映社會服務。

◆Q3：教授是否認可建立搜尋引擎或瀏覽器以

為公共服務，亦即不受制於私營企業？另德國會考

慮成立公共搜尋引擎嗎? 

H教授回答：就我所知，德國的一個媒體監管機

構曾提出此計畫，但我認為成功機會並不樂觀，因

為重點不在於其可否產製公共服務內容，而在於其

如何能夠具備相當的可信度且立場中立不偏。以目

前的搜尋引擎來看，使用者是無法對其中立性完全

信任，如Google或其他搜尋引擎目前雖然還不是傳

播領域的主要業者，但未來會是。我們所期待建立

的機構是不受制於政治且非以營利為目的，其財務

以某種中立形式存在，並由公共機構監督管理。

◆Q4：承接前項議題，線上媒介能為我們所

信賴，著實重要，甚多技術與政策議題討論，均聚

焦於何種法規可適用規範線上媒介？多年前，南韓

為打擊電腦犯罪，引入網路實名制，要求Google等

搜尋引擎網站，在用戶登錄時必須通過“居民身分

證”對其進行實名認證，此作法直至今年8月才因用

戶個人隱私問題而廢除，同時被南韓憲法法院裁定

為違憲。因此，要規範Google確有困難，重點是如

教授所言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個財務系統或補助以支

持該中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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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教授回答：所提南韓實名認證法律事件外，

Google 亦曾被中國要求在其搜尋引擎協助政府進行

審查與過濾。我所贊同的機構是完全獨立於政府的

私營企業，其財務解決之道，則或可如德國資助公

營廣播系統的作法，而除了財務支持外，跨國活動

尚需透過國際公約以規範，然而Google是不會同意

限縮其力量去接受此協定的。

◆Q5：剛才提到收費問題，是公共財的概念及

資訊不對稱的關係，可依支付或承擔能力來課稅，

以維持制度運作，未來若朝向以家戶為單位課稅，

應是可行，作法則再議。人類世界存在制度係為解

決問題，但制度本身有其得失也不盡完善，如市場

失靈而政府出面解決後又造成政府失靈。傳播事業

是提供內容的工具，怕工具被操弄而制定法律，但

法律再被操弄，乃形成無止境的惡性循環，教授對

此看法？

H教授回答：財政問題基本上用此公共財的方

式是可行的，但是有不同的形態，如規費、租稅，

或分攤金 (類似我國的健保費) 以維持廣電機構獨立

性是可行的。我們不是住在天堂，(立法者)規範與受

規範者間一定會產生落差，如果從憲法角度來看，

為要創造一個獨立自由廣電市場，這個秩序是憲法

所課予我們的義務的話，與其放棄管制，其所造成

問題，恐怕比我們不完美的管制所帶來的問題更

大。廣電管制或其他管制都一樣，這中間都有許多

不同的利益要衡量，基本上，無法找到一個管制方

法可均衡照顧到各方利益或法義。所以現今管制理

念，不是將個別利益極大化，而是均衡照顧每一個

利益，即所謂的雙贏。在廣電管制追求完美當中，

在德國係利用兩個體系，即民營及公營，各有優缺

點，希望透過二者的互補，以達到完美化。而是否

透過此機制可達完美境界，不敢保證，但一個負責

任的政治就應積極追求完美。

◆Q6：媒體從業人員的獨立自由，是維護媒體

獨立的核心工作，教授提到70年代起有嘗試立法，

何以未通過？近期我國亦發生類似記者辭職向報老

闆抗議事件，編輯室公約概念入德國工會法，或可

透過此機制，跟報老闆協商，可有近期發展？若入

法，可有憲法上對私人財產保障的妨礙?

H教授回答：70年代努力並未達到立法，但有

達到透過企業內部約定，即編輯室規章。在德國私

營媒體企業有很大政治影響力，所以一旦要立法，

他們會去阻擋。出版者擔憂記者太多的獨立性，會

影響其政黨取向。最大反對者是德國的跨國出版

社，因政治意向非常明顯，為使記者遵守其意向，

反對制定此規章。相對其他有些出版者，雖無明文

約定，但卻予從業者很大的自由。透過工會的問

題，在德國亦曾討論過，難道記者自由不是一種勞

動權嗎？在這方面曾著作立場反對，即廣電自由不

應作為個人的權利。記者非單純勞工，記者獨立或

自由不僅是保障其薪資或勞動權益，而應有記者倫

理的要求。工會目的是維護勞工權益，而非僅記者

權益，工會不一定是新聞自由支持者，若觸及相對

利益，工會也會反對媒體。當年極力主張，工會是

要保障勞工參與權益，但記者的獨立新聞自由，不

應僅站在勞工參與的角度來看，所以應與工會目的

是不同的，因而反對透過工會的方式來處理。

◆主持人：有關員工參決權可否確保記者在媒

體組織中的獨立自主地位，H教授從實證的觀察來

說，不會有這結果，更重要的是，新聞專業所要呈

現的價值，除了自由心證空間，還涉及公共價值，

這一點是不可透過勞工權去等同的。今天非常謝謝

教授饒富趣味且具革命性的演說，我們獲益良多，

亦將試著更精進尋求眾議題的解答。

(綜合規劃處劉佳琪、高念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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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寬頻速率量測(Broadband 
Performance)

 一、背景說明

依英國2003 通訊傳播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規定，Ofcom主要職責在於增進英國

民眾通訊傳播之權益，以確保消費者得享有包括寬

頻服務在內的廣泛電子通訊服務，並鼓勵相關市場

之投資與創新。因此，Ofcom必須在費率、品質及

價值等方面考慮消費者的利益。此外，Ofcom的責

任還包括執行消費者經驗的調查研究及公告調查結

果，並採取相關措施。

爰Ofcom針對消費者關切的寬頻速率問題，依

屬性在固網(fixed-line)及行網(mobile)上分別委託

SamKnows及Epitiro兩家公司針對上網速率進行專

業的量測及分析並提出報告。以下參據2011年5月13

及3月14之量測報告簡要說明該等量測計畫之背景，

以利後續議題之討論。

(一) 固定通信網路

1.現況說明

英國固網寬頻服務與我國類似均以ADSL為主，

約佔寬頻市場77.6%，其次Cable 22.2%，FTTC 

0.3%，寬頻網路使用者已超過1,800萬使用者， ISP

業者超過200家，Ofcom依據區域ISP競爭數目多

寡，將頻寬市場定義如表1。

依據Ofcom最新發布的測試報告，英國寬頻

用戶以申裝8Mbit/s~10Mbit/s佔51%最多，其次是

穩定處理能力  資訊揭露宜明確易懂

考察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功能性
分離及寬頻速率量測監理政策（下）

■劉崇堅、鄭明宗

13 Ofcom ”UK fixed-line broadband performance, May 2011 ─The performance of fixed-line broadband delivered to UK residential consumers”
14 Ofcom ”Measuring Mobile Broadband in the UK, March 2011”

表1. 英國固網寬頻市場定義

Market Description 交換機房 佔有率

Hull Area
此區僅有Kingston 
Communications一家業者
供服務

14 0.7％

Market 1
此區僅有BT一家業者供服
務

3,388 11.7％

Market 2
此區有2家業者以上供服務
（含BT）

660 10％

Market 3
此區有4家業者以上供服務
（含BT）

1,539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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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bit/s~24Mbit/s佔45%次之；英國頻寬平均速率

為6.88Mbit/s，惟到2011年第1季尚有24%用戶不滿

意現在的寬頻速率。

2.量測方式

Ofcom的寬頻速率量測計畫係委託Samknows

公司執行，測試模式為全部家用相關上網設備連

到終端量測器(whitebox)，連接modem，再連接

Internet，透過用戶端測速軟體進行速率量測，同時

whitebox監控網路使用量，並於網路閒置時執行量

測速率工作，其示意如圖7。

3.系統架構

量測系統架構包含「機房端伺服器」、「測試

網站」，以及安裝在受測用戶家的「終端量測器」

(whitebox)。whitebox負責執行連線速率之量測，

所量測到的結果紀錄經過加密後，傳回機房端伺服

器；機房端伺服器則負責執行資料之分析處理，包

含測試資料之認證、收集、解密、建檔、分析等，

並將結果呈現於網站。Ofcom於倫敦附近建置5個伺

服器中心，用戶測試時，採round-robin方式輪流連

接這些伺服器，分散伺服器中心的資料處理量，以

確保伺服器中心維持穩定的資料處理能力，並分散

資料安全保全的風險。

4.量測項目

寬頻速率量測計畫測試項目如表2所示，測試項

目包含Download Test、Upload Test、Web Page 

Loading Test、Latency、package Loss and Jitter 

Test、DNS Test等，除了Download Test、Upload 

Test的測試間隔較長外，其餘測項一個小時測試一

次，而大部分的測試資料是來自Latency、package 

Loss and Jitter Test。

圖7. 英國Ofcom固網寬頻速率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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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樣規劃

Ofcom的量測取樣規劃係採分層取樣，將全國

劃分為多個區，每個區再分成多個小區域並以交換

機房為中心分配取樣點，取樣點係以徵求自願的受

測者登記參與測試計畫，然後再從這些登記者，抽

樣選取成為受測客戶。其寬頻速率量測計畫取樣方

式，考量距離為寬頻訊號衰減(如圖8所示)的重要因

素，因此將距離納入選擇取樣點的重要依據，將用

戶與交換局機房的距離5km以內，切割成多個同等

距離的不同區域，依各區域的人口比例分配取樣點

(如圖9所示)，Ofcom從2008年9月開始進行寬頻速

率量測一直到現在，在歷次的量測活動中，為確保

其測試數據的準確度，取樣點維持在大約1700個

左右， 測結果係以平均值的95%信心區間（95% 

confidence interval around the mean） 表示。

6.資料處理

Ofcom將測試資料分為 ISP及全國的使用情

形，並以市占率、技術類別、鄉村 /都市、與交換

局距離、地理市場區隔等因素作為全國的量測資料

加權的依據，以真實呈現出全國使用情形，統計

資料除了用加權平均速率來表示用戶連線速率，

另使用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Typical Speeds 

Range，25~75百分位)呈現用戶實際的連線狀況，

英國Ofcom的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 ，係採最高

25~75%的用戶平均速率範圍當作參考，例如TSR: 

表 2 . Ofcom寬頻速率量測計畫測試項目

測試項目 測試內容 測試頻率

Download Test

Upload Test

Web Page Loading Test

DNS Test

Latency, package Loss 
and Jitter Test

1次/ hr

1次/ 6hr

1次/ hr

1次/ hr

0:00~18:00 1次/ 6hr
18:00~24:00 1次/ hr

同時下載3個2MB檔案，
測試下載速度。

同時上傳3個1MB檔案，
測試上傳速度。

測試網頁讀取速度。

測試DNS是否正常。

測試從使用端至外部伺服

器訊號傳送所需之時間

(Latency)、Latency穩定
度(Jitter)及封包損失。

圖8.距離影響連線速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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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 bps，代表有50%用戶連線速度介於3~4M 

bps，另25%用戶連線速度低於3 M bps及25%用戶

連線速度高於4M bps。

7.資訊揭露

B C A P ( t h e  B r o a d c a s t  C o m m i t t e e  o f 

Advertising Practice，英國廣電廣告業務委員會)及

CAP(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英

國廣告業務委員會)於2011年1月重新檢視固網業者

於廣告速率(Headline Speed)標示的合理性，並諮

詢各界意見做為參考，並於2011年8月提出固網業

者廣告速率標示的規範草案送交ASA(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英國廣告標準管理局)理事會

審查。

BCAP/CAP的廣告規範提案內容如下：

(1) 廣告速率

廣告宣稱的最大速度至少要有10%使用者可以

達到廣告速率。 

(2) 影響速度的限制條件 

A. 關於最高達(Up to)

a 廣告中標稱的廣告速度(最高速度)須加上”

最高可達(up to)”等字眼。 

a 廣告中標稱的平均速度則不須加上”最高可

達(up to)”等字眼。 

B. 要標註明顯影響使用者連線速度的因素 

a 例如: 訊號衰減、話務壅塞、網路架構管理

及網路協定(overheads)等。

a 影響因素須以明確及易懂方式表達，避免用

技術名詞解釋，大眾普遍了解之技術名詞除

外，影響因素須以明顯及粗體型態呈現。

a 廣告若有以下相關速度表示型式出現，則不

須表示訊號衰減因素。 

■ X%以上的速率在Y Mbit/s以下(例如10%

以上使用者的速率低於20Mbit/s) 

■ X%以上的速率在Y Mbit/s以上(例如10%

以上使用者的速率高於20Mbit/s) 

■ X%以上的速率在Y Mbit/s及Z Mbit/s 之間  

(例如10%以上使用者的速率介於10Mbit/

s~20Mbit/s)  

C.其他 

a 速率量測可以透過第三方單位或業者執行，

量測、取樣、常態化及統計方式並無限定，

但業者需向ASA清楚解釋”測試計畫的設計

原理”，週期性更新資料(例如6個月) 。 

a 允許透過抽樣及統計方式，以受測用戶的上

傳及下載速率模擬全部用戶數的實際速率。 

圖9.取樣點分配情形



國際瞭望

NCC NEWS      28

a 量測 

■ ISP應使用有依據的標準量測方法。 

■ 測試模式應考量一般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離峰及尖峰時間、protocol  overheads。

a 取樣及統計 

■ 考慮訊號衰減、在某特定區容量的變化，

透過常態化及統計表示出大眾的實際情

況。

(二) 行動通信網路

Ofcom與專業的寬頻檢測公司Epitiro合作，測

 並比較英國五家行動網路業者（「3」、「O2」、

「Orange」、「T-Mobile」與「Vodafone」）的行

動寬頻網路效能，以及調查使用USB數據機或數據

卡的消費者經驗。

1.量測方法

(1) 靜態定點量測：在英國各處擇定97個室內定

點，以PC對五個行動網路業者進行每天24小時的網

路效能監測。 

(2) 動態量測：在英國四個不同都市化程度特定

區域，以車上手持設備進行網路效能之量測。 

(3) 消費者端監測：在自願受測之消費者的電腦

上安裝測試軟體，以進行消費者端之監測。 

2.量測項目

每種量測方法的測試項目涵蓋消費者所使用的

典型應用與服務，典型應用服務與量測項目如表3。 

本量測所蒐集數據用於分析一天不同時段及平

日與週末之不同行動寬頻效能。因為量測結果會受

訊號涵蓋程度極大影響，而且所選取之消費者群組

無法代表業者網路的涵蓋 (此計畫不包括評估涵蓋

率)，故本計畫會公開特定業者在動態量測與消費者

端監測的量測結果。由於靜態定點量測之監測點皆

位於業者良好3G/HPSA涵蓋的區域，故5家業者之

行動寬頻效能比較將於靜態定點量測中呈現。

3. 統計方法概要

係依前述三種量測方法蒐集超過420萬筆量測資

料，再經過統計分析，以獲得量測分析結果。為確

保正確的分析與結論，只有樣本數足夠之統計數據

會納入報告中。業者間網路效能之比較，是在95%

的信心水準下進行，並確保當數據的統計誤差很大

時，仍能清楚呈現。 

靜態定點量測、動態量測及消費者端監測之量

測數據將各別分析，並各自產出數據結論。靜態定

點量測與動態量測的數據主要由市調專家YouGov

進行分析，Ofcom則進行消費者端量測分析。每次

量測期間業者之載體可能隨時改變，因此靜態定點

量測並未各別分析3G與HSPA的數據。除非特別說

表3. 典型應用服務與量測項目之關  

典型應用服務  量測內容 

網頁瀏覽 
從網頁下載HTML框架所需的秒數，因為DNS解析時間也是用戶上網經驗的重要

因素，故也納入量測中。 

檔案下載 檔案下載速率的量測單位為Mbit/s，下載檔案可能為大型影像或聲音檔。 

檔案上傳 檔案上傳速率的量測單位為Mbit/s，上傳檔案可能為照片或email附檔。 

線上遊戲 
網路往返延遲時間的量測單位為毫秒(milliseconds)，網路延遲時間可作為要求低

延遲之線上遊戲的適用指標。 

VoIP與影像   
針對這些服務，消費者所能感受到的品質受一些量測項目的組合影響，包括延

遲、UDP封包遺失、UDP抖動與雙向傳輸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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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靜態定點量測並未包括低速率的2G服務。消費

者端量測時，因無法分辨當時使用的載體，因此將

包括所有載體(2G, 3G及HSPA) ；而在靜態定點量

測中，必須確保在相同位置及相同時刻，使用一致

的量測設備，對所有5家業者進行量測。 

二、訪談議題與內容

(一) 共通性議題

1.由於固網及行網的取樣量測都必須有消費者

長時間的配合量測，才能取得大量的抽樣數據。

Ofcom如何徵求消費者？又如何確保消費者願意長

時間配合量測? 是否有提供足夠的誘因？消費者還

沒測完整個期間就退出的比例有多少?

(Ofcom) 當2010年我們與Samknows成為技術

夥伴，並且公開詢問是否有人對此計畫感興趣並願

意參予此研發，他們可以上網取得這些資訊並且自

願加入。因此我們為自願者設立了一個專門的資料

庫，當我們要準備成立小組時，自願者們可自行至

此資料庫搜尋並了解是否有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最近試圖獲得足夠的樣本庫成員，我們請

ISP的人隨機選擇一些他們在特定套裝的客戶並寄電

子郵件給他們，並且對他們解釋若到特定的網站他

們可以成為志工。即使我們讓ISP保留如何對外宣布

的權利，我們仍須確保對此研究有興趣的人都是自

願的，而不是被遊說的。

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應該會持續以上兩種方

式來執行。而我們確實有人員退出的問題，在這專

案的早期階段，我們用獎勵的方式使成員間相互競

賽，以iPod或是其他的東西為獎勵辦法；現在每個

月他們若是停止對主機系統回報時，系統便會自動

寄出電子郵件給專案小組的人員，之後其中一些就

會重新回到線上。在專案中，會有一些自然退出的

人和被要求退出的人員，有些是因為對此研究喪失

了興趣或是也許是有硬體上的問題無法解決。現在

在這兩年間自願者退出的比例大約是20%，並不是

最理想的，但還算可以接受，我們有把這些編入了

成本預算，但如果可以再降低的話那就更好了。

2.在固網方面，有請業者在廣告時清楚標示

TSR (Typical Speed Range)的建議，TSR的標示是

否也可運用在行網？

(Ofcom) 手機它們在廣告方面是完全不像固定

式的。所以，固網往往要做在速度方面的廣告，而

在手機方面就不是這樣了。當2006、2007年移動寬

頻服務出現時，當時的重點是放在你能得到什麼樣

的速度，這也是它被銷售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手

機網路真的不再根據速度在賣，所以如果你買了一

個移動寬頻的產品，是買一個加密(dongle)或WiFi，

或智能手機，那麼消費者對會得到什麼樣的速度不

會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們尚未達成像在固定通信那樣標示TSR

的共識，即移動寬頻服務現在仍然不在速度上做

廣告。有趣的是，當我們做這些測試時，發現在幾

個月或一年中移動寬頻的速度是以X %的增加率在

提升，這可能會在未來使移動網路業者對速度變得

更加重視。還有即將在 2013 年或 2014 年到來的

4G，其上網速度將比3G更快，這雖都還在推測階

段，但是速度非常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

3.固網及行網的寬頻上網，其實各有其特性，

請問Ofcom是否在公布量測結果時，同時教育消費

者如何依其需求選擇最適合的上網工具?

(Ofcom) 我們目前沒有這樣做。因為雖然我們

已經發布了一些行網的資料，但我們可能會將此放

在較長的研究中，而且目前我們正準備連結這兩項

研究工作，但願在未來我們可以直接比對這兩項研

究。

這是一個關於品質的訊息，Ofcom除了提供資

訊給顧客，我們不另外多做些什麼建議。針對你們

現在的問題，處理網際網路和行動網路服務有非常

不同的特性，而且很多顧客會選擇兩者都用，而一

些顧客會選擇其中一個，所以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只

是提供消費者資訊使其可做出選擇，除了提供資訊

外，我們盡量避免去影響他們的決定。

但除了直接提供資訊給消費者之外，我們以後

也將會從建議的這個角色提供資訊給消費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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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所做的是鼓勵ISP的方式將實務守則組合在一

起，這樣可以判斷給予顧客關於速度的資訊，在他

們簽約前，瞭解這個實務可能的速度，顧客資訊是

Ofcom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給消費者的教育，以作為

消費者比較ISP直接提供給消費者的資訊。

(二) 固定網路部分

1.寬頻速率量測計畫(Fixed-Line Broadband 

Performance)中的速率量測機台(whitebox)是委由

Samknows開發嗎?貴單位是否有參與 whitebox 的

規格(specification)制定?或是都交由Samknows規

劃?

(1)(Ofcom) 實際上發生的是， Samknows在

和我們聯繫前，他們就開始做相關(box)的研發了，

即他們已有了一個版本的硬體，並不是說這就是我

們現在使用的版本，而顯然當時我們已有這樣的軟

體技術。當我們實際與他們簽約時，我們提出有關

whitebox中可以做和不能做的某些規定，很多的相

關規定都是為了專案小組的安全與保障，所以它不

會記錄任何除了測試結果以外的資訊，並且不會影

響任何現有的防火牆或防毒軟體程序。由於它可以

從遠端升級，所以我們不需要任何的專案人員去更

改設定。此外，我們還有下載測試的時間表，我們

會去找出哪些測試需被執行，何時被執行，這是蠻

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在那時候運行這些測試特別需

要資訊。由於ISP的套餐裡的資料數很少，因此我們

要確認我們的專案人員在測試中使用重複的資訊時

不會被重複扣款。從我們這個專案研究到現在已有

了些改變，裝置不時的更新，還有我們需要每秒可

記錄60MB的更快硬體設備。

(2 ) (SamKnows)  本公司開發的固定和移動

whitebox，以及基於網絡的測試和智能手機的測

試。

2.該速率量測機台(whitebox)開發所需的時間及

花費為何?

(1)(Ofcom) 根據我們與Samknows的合約，

我們絕大多數的資金都是使用於硬體設備上，這是

我們在合約裡的一部分義務。所以如果你們去找

Samknows，他們可能可以提供開發這項研究所需

花費的資金與時間給你們更完整的資訊。但就像我

說的，我評估絕大多數的花費是在我們所給付的硬

體設備上。

(2)(SamKnows) 本公司於2008年開始發展

whitebox解決方案及測量寬頻平台，迄今已花費數

百萬英鎊於技術方案和業務專長兩者的研發，且將

持續發展運作這些寬頻性能研究。

3.該計畫中是否有考量whitebox硬體的故障率

問題?請問該硬體故障率及會提撥多少良品預作備

用。

( 1 ) ( O f c o m )  如果消費者直接向他們

(Samknows)抱怨，那他們就會派人去維修。倘若是

他們自己發現問題，他們便會分階段性對多處的問

題在一次的更新中做一併的解決。

(2 ) (SamKnows)  是的，這是一開始就應該

考量的重大事項，無論硬體如何便宜及堅固，

SamKnows始終要求硬體的最小故障率要低於產業

平均水平的3％。

4.該計畫發布的統計數字，除少部分採99%信

心水準(level of confidence)外，其餘為95%信心水

準，請問在95%及 99% 信心水準下的統計數字，誤

差值約為多少?

(1)(Ofcom) 我們涵蓋了眾多的表格來支持這

95%-99%，據瞭解通常都是用99%的，我們發現在

用這99%的信心值在不同的產品就有些許的差異，

特別在於ADSL套餐，因為最重要的是有效樣本的分

配。所以我們現在實際上看這95％，在這95%的信

心值裡會發現一些基本上的不同，我們把這兩種涵

蓋在報告中。我們專注在分析這95%，但最後我們

卻得到99%。審視這個錯誤值，錯誤值有所不同是

在於我們分配有多少的受測成員在每一個不同的ISP

套餐服務上，依據這些成員表現出來的變數，所以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它依照lSP套餐服務

數值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2)(SamKnows) 每項研究的信賴度及誤差範圍

都是取決於這項研究的具體樣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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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該計畫依據交換機房與用戶距離的分佈比例

來分配取樣點，因為每個區域的交換機房與用戶距

離的分佈比例皆有所差異，請問如何判斷交換機房

與用戶距離的分佈比例?

(1)(Ofcom) 對於這個抽樣分佈的問題。當我們

引入新的面板時，我們該做的是計算從本地至其他

家ADSL連接的直線距離。然後我們所做的事情是

實際的比較不同的ISP套裝軟體，我們先規格化這

些，顯然當我們規格化他們時，他們能發揮到最大

效率。幾年前剛開始時發現有一個特別的ISP可以

運轉ADSL 1的寬頻和ADSL 2+的寬頻。而我們只賣

ADSL 2的產品給那些距離夠近的，並在從ADSL 2+

中取得比ADSL 1得到更高效益的消費者。實際上這

樣的意思是這個ADSL 2的產品他的線路分佈是更短

更複雜的，所以我們出現了一些問題，ADSL 1通常

是在英國普遍被使用的，而且是針對每秒8MB而設

計的。ADSL 2+直到最近在廣告標示上的改變普遍

都宣傳標示在每秒20-24MB。現在我想是以每秒14-

16MB。ADSL 2的平均速度是比ADSL 1高，所以，

為了可以更實際的比較，我們必須這樣做。在這問

題裡有提到使用者在不同的地區。我的意思是在城

市的區域中，你可以預期平均的線路是較短的，這

也是其中的一個理由為什麼我們要規格化他，這也

是為什麼我們不針對區域的表現來作觀察，原因

是，做這樣的方案是非常花錢的。這也表示，我們

針對區域性ISP 套餐所做的樣本的大小不夠提供有

力的分析。在人口數較多的地方我們可以預期ADSL

使用密集，線路會縮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規格

化的原因。

(2)(SamKnows) 本公司所建立的抽樣計劃，從

區域對區域基礎上的電話交換端，以便每小組都具

有代表性的分配。然後，我們加重從交換點到每個

whitebox距離的數據。那樣的方法使我們擁有一組

實際消費者分佈的代表，這樣，我們擁有一個小組

是代表實際用戶分佈，但透過我們的分析統計，我

們考慮到交換機距離的影響。

6.該計畫的伺服器中心位置是建置於各ISP業者

的on-net嗎?還是off-net？

(1)(Ofcom) 我並不認為伺服器在不同的位置會

影響到ISP，那是我們的技術合作夥伴(SamKnows)

在這方面的專長領域，坦白的說我不能完全肯定伺

服器的正確位置在哪，他們有伺服器在倫敦，曼徹

斯特，但也有伺服器在北美，亞太地區。但所有的

資料收集都是通過whitebox，因此所有的資訊都是

在當地伺服器中聚集的，因此所有的情報都是在地

化的。

(2)(SamKnows) 在英國，我們利用網際網路

上被置於主要互連區的測試點，獨立於正被測量和

因此網外的每一個ISP。在美國（和其他市場），

SamKnows利用網內網外相結合，其目的是在比較

ISP電腦網路及寬頻網路如何互動及兩者間的成果比

較。

7.該計畫的伺服器中心的聯外頻寬有特別的限

制嗎？

(1)(Ofcom) 實際的限制需從Sun 伺服器上收集

數據而非從whitebox 中取得的資料，必須聲明，這

部分我們將留給Samknows處理，當然在這個研究

初期我知道他們必須個別升級。

(2)(SamKnows) 每個測試節點有最低規格和連

接性，透過設備測試探針(whitebox)及測試點的標準

化（伺服器），SamKnows能同時控制測試末端及

結果的準確度。

8.對於連線速率量測值過低的業者，Ofcom會

要求業者改善嗎？ISP如何利用這些公布的數據來調

整自己的產品？會不會仍有廣告不實的情形？

(Ofcom) 不會!如果你是指用寬頻速度研究裡所

測量出來的速度，我們不會請他們去改善它，但所

有ISP都非常清楚知道我們的研究。另外，剛才提到

了寬頻速度的執行在去年被修改了，並根據該修訂

的行為守則，任何人簽署了一個固定的寬頻套餐服

務，在銷售的當下應該給予產品的速度預估一個範

圍，而且如果實際的速度比預估範圍慢，ISP又不能

改善時，那他們就可以在無任何罰責的情況下取消

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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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布結果部分，我們只是發布數據的本

身，因為消費者對ISP提供的服務品質很重視，例如

它們的排名， ISP正在依據我們測量數據的方式，努

力改善他們的表現。現在，我們希望我們正在做的

工作是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性能，而不是尋找欺騙

系統的方式。但我認為所有的ISP，尤其比較大型的

ISPs，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並想以此作為一個行銷工

具。我認為自從我們開始發布這項研究結果後，發

生的趣事之一是有線電視公司，Virgin Media，他們

一直明顯的在固定線路網路表現方面的贏家，透過

電纜連接比透過任何銅線連接有更快的速度，不管

是從BT直接來 或從任一個的客戶來的。對於這樣的

結果，意識到有線網路是一個市場不斷成長的優質

網路，導致電纜公司進一步投資，換言之，在消費

市場裏，這是一個有助於鞏固超高速寬頻服務知名

度的事情。反之，有線電視公司已經在其網路做了

投資，現在BT已經投資佈建光纖網路，就有了競爭

壓力。消費者必須認識到為他們之間服務的差異因

素，以作為他們的選擇。

廣告方面，我們認為這件事主要是消費者關心

廣告上宣稱的特定速度，但事實上在很多的情況下

其實傳送的速度是低很多的，這雖然沒有確鑿的證

據，但是我們直覺的知道，這是驅動我們進行做量

測的原因之一，同時希望在市場的競爭力方面形成

良性的競爭。這(量測)件事比我們預期來的成功，我

們的出發點是消費者對廣告的不放心，最後達成了

我們保護消費者的目標，也推進了電纜的增建。

9.BCAP/CAP(the Broadcast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 ice)曾就寬頻速率廣告資訊揭露徵詢各界意

見，Ofcom亦就此議題提出相關意見，可以請問

Ofcom的具體建議為何？BCAP/CAP於2011/8

提出寬頻業者廣告速率標示的規範草案送交

ASA(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理事會審

查，可以請問後續的發展嗎？

(Ofcom) 我們的建議是應使用一個典型的轉速

範圍(TSR)，它會是中間的 50%，所以 25%以上，

低於  75%的速度，我們也建議是否使用最多的速

度，但是TSR應該給予同等的重視。CAP /BCAP 實

際上做的是，他們決定並推薦給 ASA的是，凡寬頻

服務的廣告速度應該可以達到至少 10%的特定 ISP 

套裝軟體的客戶群。這些指導方針是在幾個月以前

發布的。現在實際發生的是ADSL2+ 的服務，我們

之前廣告宣稱是每秒20MB或24MB，這些都是廣

告，但TSR可能是14 MB、16 MB或也許18MB，所

以CAP/ BCAP沒有按照我們的建議，但在同時我們

現在看到的廣告服務速度更加真實。

10.該計畫整體經費約為多少？

(Ofcom)從籌備期的成本花費，我們投資了大量

的時間去建置且使它能夠運行起來，然後進入到計

畫執行時，每年的過程都是費用龐大的量測作業，

之後我們每半年公佈研究結果，並且我們必須支付

額外的費用給統計分析和其它提供的數據，但絕大

多數的成本是在我們給付的whitebox上。

在這過去兩年持續的合約時間裡，大約是2,200

個whitebox，每個的成本每台30磅的，然後我們

為囊括 ISP 套餐服務另外還開發了一種貴一倍的

whitebox(每個60磅)，還有另一項經常的支出是我

們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及與此有關的人員。至於研

究團隊(SamKnows)花了很大的努力才使它建置及運

行起來的系統，當第一個報告出來時，我們花了很

多時間試圖去了解我們所得到的數據，尤其是如何

以公眾習慣的方法來表達這些統計數據，並同時保

持這些統計數據的準確度和精確度，那是我們第一

次這樣做時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三) 行動網路部分

1.根據Ofcom 2011年3月公告的”Measuring 

Mobile Broadband in the UK”報告，在Ofcom

的三個行網測項中，有定點量測（sta t ic  probe 

test ing），但沒有移動式量測（moving probe 

testing），請問原因為何？

15 英國有5家行動網路業者（「3」、「O2」、「Orange」、「T-Mobile」與「Vodafone」），即每個連結器量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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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 關於移動寬頻的研究，我們即將開始

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每六個月收集移動寬頻的測

量數據，我們正等候一個策略合作夥伴為我們去收

集數據資料。之前我們委託 Etitiro公司，他們有不

同的設備在每天24小時、每週7天的時間裡收集資料

並從移動網路和網際網路進行下載的測試，同時以

車載設備收集來自英國不同地區的數據。我們也有

一個消費者的應用程式，選定的消費者有一個會收

集數據的自動化應用程式收集資料，目前量得的結

果為：個人的移動寬頻速度平均為1.5 MB，而在百

貨商場是2.1 MB。

至於我們即將進行新的三年計畫是委由

Samknows公司，我們保持新舊這兩項研究分開，

因為它們對於測量的問題沒有太多共通之處。

Samknows 要去測量五種不同類型的地點，包括

測量家中、企業及公共熱點（例如購物中心、  鐵

路車站、  機場）等地點，另計畫作磁碟機測試及

消費應用程式。我們希望這一研究將在今(2012)年 

9 月開始，基本上以每六個月發布一份報告。我們

現正在和Samknows討論量測技術細節，預計將會

使用以下（A）或（B）的量測方法：（A）在智慧

型手機安裝智慧軟體，會在不同的位置由消費者端

來執行測試；（B）另一個是由稱之為whitebox進

行，是一個非常類似於固定式的whitebox，但是這

個whitebox有6個連接器和CPU在裡面，而且這個

CPU使用其中1個連結器，針對其他5個執行量測每

個在英國的移動網路15，並產出資訊，然後進行比

對。我們會在今年底開始第1組資訊收集，然後每6

個月1次，Samknows每6個月將為我們提供一次報

告，我們賦予他們資料供給的責任，他們也會提供

一些統計分析的資訊。

2.在消費者經驗（Consumer Experience）

的量測結果中，為何只公布所有業者（ f o r  a l l 

opera tors）的平均數據，而未公布業者別（by 

operator）的量測數據？

(Ofcom) 我們沒真正指出各家營運商，是因

為它的取樣太少，不具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如果

您有整項研究計畫的資料，還要按照個別營辦商分

析，而卻只有五分之一的樣本，所以沒有統計上的

意義，這是我們不按各家營辦商做出報告的原因。

我們認為發佈對消費者有意義的資料是我們的責

任，有時資料顯示的變化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有

其他原因，是無助於消費者的資訊，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通常會嘗試回去做更多的研究和拿出在資料品

質方面更好的東西給消費者。

3.根據Ofcom網站上的資料，Ofcom於2011年

又再進行一次行動寬頻上網速率之量測，請問量測

報告何時會公告？

(Ofcom) 我們希望可以從今年約 9 月的時候開

始測量。這將是一個試驗性的，在這個試驗後將進

行正式資料的收集。然後它將會是每六個月一次，

所以可以指望這個報告可能會在幾個月出來。

4.該計畫整體經費約為多少？

(Ofcom) 對於移動寬頻的專案我們定的價格範

圍可以從公開招標看到。你們可以看到該專案的價

格範圍是 15 萬至 25 萬英鎊之間。因為移動式跟固

定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使用固定式連接，你可以

得到大量的頻寬，可以使用它很長時間且它都仍然

會停留在速率上限範圍內。至於移動式的就不能這

樣。所以我們才要在半年內的約每兩個星期測試一

次，每六個月收集、 分析報告，和發布。另外在其

他單位也有相當多的移動式的研究專案，例如在巴

西也有一個滿有趣的案子，他們做了固定式和移動

式的研究工程—兩者合在一起，那是一個龐大的超

級研究。

三、建議及心得

參照Ofcom委託Samknows公司針對固定通

信網路之量測計畫及報告，同時考量我國電信寬頻

用戶數量及分佈，以及業者市場占有比例，作成以

下「固網寬頻上網速率服務品質」監理措施建議。

至於行網部分，因本次考察未及訪問Epitiro公司，

Ofcom即將自2012年9月另行委託Samknows公司以

whitebox進行為期3年更完整之量測，並於半年後公

布結果，爰屆時可加以參考。



國際瞭望

NCC NEWS      34

(一) 量測對象：初期以4家固網路業者為主，未來再

擴大至ISP及CABLE業者

(二) 量測類別：初期為FTTx及xDSL，未來將包括

CABLE。

(三) 量測範圍：全國

考量用戶未因使用寬頻所在地理位置之不同而

有收費之差異，並為呈現全國各地網路建設造成之

上網速度品質狀況，測試範圍應包含全國，以反映

各地區網路連線速率的實際情形。

(四) 量測系統架構：參照英國之量測方式及架構，

特點在用戶端以硬體(韌體)執行測試。

量測系統架構 (如圖 1 0 )包含「機房端伺服
器」、「測速網站」，以及安裝在受測用戶家的

「終端量測器」，其中，測速網站建議初期架設

單一伺服器中心於我國4大IX(Internet eXchange, 
IX)中 ISP業者進駐最多的台灣網際網路交換中心
(TWIX)，未來再視量測規模考量增設之必要性。測
速網站所連接的伺服器中心(Ethernet Switch)應獨立
建置，並與IX流量分離，如此可以避免量測結果會
受到原有商用訊務影響。如圖11所示，建置一套測
速專用Ethernet Switch，作為各ISP業者與測速網站
之介接。

圖10.量測系統基本架構

圖11.機房端系統架構

終端測試器 用戶modem

測速網站

機房端伺服器

更新測速網站

更新終端測試器韌體
更新終端測試器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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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量測器負責執行連線速率之量測，所量

測到的結果紀錄經過加密後，傳回機房端伺服器；

機房端伺服器則負責執行資料之分析處理，包含

測試資料之認證、收集、解密、建檔、分析等，並

將結果呈現於網站。伺服器中心在用戶測試時，採

round-robin方式輪流連接這些伺服器，分散伺服器

中心的資料處理量，以確保伺服器中心維持穩定的

資料處理能力，並分散資料安全保全的風險。

 (五)量測項目及量測頻率

計畫先期將上傳及下載納入測試項目，待日

後計畫執行順利，再將其他相關測試項目納入，上

傳(Upload)測試項目為量測由用戶端同時上傳3個

1MB檔案至伺服器的上傳速率；下載(Download)測

試項目則為量測自伺服器同時下載3個2MB檔案至

用戶端的下載速率。測試時間分成平時忙時段、平

時其他時段、假日忙時段、假日其他時段，以便分

析不同時段之寬頻連線速度，相關量測頻率配合量

測項目如表4所示。

  (六)量測取樣規劃

量測取樣規劃係採分層取樣，將全國劃分為多

個區(縣市) ，每個區再參考Ofcom做法，分別再分

成多個小區域分配取樣點。而Ofcom的作法，係先

徵求自願的受測者登記參與測試的計畫，然後再從

這些登記者，抽樣選取成為受測客戶。其寬頻速率

量測計畫取樣方式，考量距離為寬頻訊號衰減的重

要因素，因此將距離納入選擇取樣點的重要依據，

將用戶與交換局機房的距離5km以內，切割成多個

同等距離的不同區域，依各區域的人口比例分配取

樣點。

1.樣本數

資料分析處理結果之誤差，會與實際取得的

樣本數有關。若以『95%的信心度（Confidence 

L e v e l）』和『分析結果誤差（C o n f i d e n c e 

Interval）在±5%內』的兩個假設條件之下，則所

要取樣的總數為384。384這個數字，是針對一種的

服務速率而言。例如：量測50M的服務(包含上傳及

下載測試)，需要有384個以上的測試點；若要量測

  表4.測試項目及量測頻率

測試項目 上傳測試 下載測試

測試方法 同時上傳3個1MB檔案 同時下載3個2MB檔案

平時其他時段測試頻率

(星期一~星期五)
00:00~20:00

1次以上/ 2小時 1次以上/ 2小時

平時忙時段測試頻率

(星期一~星期五)
20:00~24:00

1次以上/小時 1次以上/小時

假日其他時段測試頻率

(星期六~星期日)
00:00~12:00

1次以上/ 2小時 1次以上/ 2小時

假日忙時段測試頻率

(星期六~星期日)
12:00~24:00

1次以上/小時 1次以上/小時

測試期間 8周 8周

測試資料量 848筆資料/測試點 848筆資料/測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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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的服務，也需要384個以上的測試點，惟考量

整體取樣架構(請參考下節: 取樣方式)，建議單一服

務速率至少設置400個測試點以上。

2.取樣方式

所有登記參與量測計畫的客戶，都有可能成為

實際的受測客戶。每一次的量測計畫，按照規劃的

取樣方式從這些登記之用戶，隨機選擇出來作為實

際的受測客戶，建議採用分層抽樣的方式取樣，首

先，第1層將全國依行政區劃分為20個區(縣市)，再

依各區(縣市)用戶數佔全國用戶數的比例分配取樣

數；其次，第2層各區(縣市)將用戶與交換機房距離

(0~5km)劃分為10個距離等分，依每個距離等分用

戶數佔區(縣市)用戶數的比例分配取樣數，取樣規

劃如圖12所示。

(1) 第1層：以區(縣/市)為單位，依據這個區

(縣/市)的「區(縣/市)服務用戶數」佔「全國服務

用戶總數」的比例，決定出這個區(縣/市)的取樣總

數。每一個區建議至少要有20個以上的測試點，圖

13係以台北市為例，計算台北市測試點總數。

(2) 第2層：在區(縣/市)內，以0.5km為單位，

將用戶與交換機房間的距離(最多5km，超過不納入

測量)劃分為10個小區域，每個小區域以距離等分稱

之，距離0~0.5km的小區域稱為第1距離等分，距離

0.5~1km的小區域稱為第2距離等分，其他距離等

圖12. 取樣規劃示意圖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花蓮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宜蘭縣

新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全國 區（縣市） 距離等分

將全國依行政區劃
分為20個區（縣市）
，再依各區（縣市）
用戶數佔全國用戶
數的比例分配取樣數。

將用戶與交換機房
距離(0~5km)劃分為
10個距離等分，依
每個距離等分用戶數
佔區（縣市）用戶數
的比例分配取樣數。

第1距離等分

第2距離等分

第10距離等分

0∼0.5 km

0.5∼1 km

4.5∼5 km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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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台北市各區測試點分配情形

圖13. 取樣規劃示意圖

臺北市

新北市

新竹縣

新竹市

桃園縣

宜蘭縣

花蓮縣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苗栗縣

台中市

嘉義市
嘉義縣

澎湖縣

臺東縣

屏東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假設條件如下：
全台1000萬用戶

台北市100萬用戶

全部共有500個測試點

台北市測試點總數計算如下：

100萬

1000萬人
x 500個測試點﹦50個測試點(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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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參數關係圖

全國

台北市

高雄市

區（縣市） 距離等分

統計資料架構 本處研析及具體建議措施

統
計
資
料
架
構 全國速率

產出統計參數

全國距離等分速率
產出之統計參數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花蓮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宜蘭縣

新北市

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平均最高速率

加權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加權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加權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加權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平均最高速率

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平均最高速率

產出之統計參數

產出之統計參數

產出之統計參數

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平均最高速速率

產出之統計參數

產出之統計數字

產出之統計數字

第1距離等分

第1距離等分

第10距離等分

第10距離等分

0∼0.5km

0∼0.5km

4.5∼5km

4.5∼5km

澎湖縣

分以此類推，再依「每一個距離等分用戶數」所佔

「區(縣/市)服務用戶總數」的比例，決定出各個距

離等分的取樣數，然後隨機取樣出登記用戶進行量

測計畫，表5以台北市為例，計算台北市各區測試點

分配情形。

(七)資料處理方式

參考英國Ofcom寬頻速率量測計畫，採用加權

平均速率來表示整體用戶連線速率，以及平均速率

分布範圍(TSR，Typical Speeds Range)表示用戶

實際的連線速率情況，並為利國際間比較，建議比

照Ofcom 採用的25~75百分位，例如TSR: 3~4M 

bps，代表有50%用戶連線速度介於3~4M bps，

25%用戶連線速度低於3 M bps及25%用戶連線速

度高於4M bps。並建議至少應統計歸納下列12個參

數，以完整呈現全國寬頻連線速率實際情況，各參

數間的關係如圖14。

1.全國參數

(1)加權平均速率

(2)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25~75百分位)

(3)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2.全國各距離等分參數

(1)加權平均速率

(2)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25~75百分位)

(3)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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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區(各縣市)參數

(1)加權平均速率

(2)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25~75百分位)

(3)加權平均最高速率

4.區(各縣市)各距離等分參數

(1)平均速率

(2)平均速率分布範圍(TSR，25~75百分位)

(3)平均最高速率

(八)資訊揭露

為避免消費者對於業者廣告速率有所誤解，按

照英國廣電廣告業務委員會(BCAP)及英國廣告業務

委員會(CAP)對Ofcom的諮詢後提出之廣告規範內

容，配合前揭建議量測所得之參數資訊，針對國內

寬頻上網速率，建議業者應有下列之資訊揭露。

1. 業者須於廣告速率(理想值)前加上最高可達

字眼，並於廣告中加註平均速率分布範圍

(TSR，25~75百分位)。

2. 廣告宣稱的廣告速率(最高速率)至少要有10%

使用者可以達到廣告速率。

3. 廣告須揭露影響速率的因素，並以明確及易

懂方式表達，避免用技術名詞解釋，大眾普

遍了解之技術名詞除外，影響因素須以明顯

及粗體型態呈現。

4. 業者須於公司網頁提供之資訊

(1) 用戶申裝地點與交換機房的距離。

(2) 公布本會量測所得之12項參項。

(3) 公布資料傳送速率衰減對應距離之理論

值。

(4) 定期更新統計資料。

(5) 揭露影響速率的因素，並以明確及易懂方

式表達，避免用技術名詞解釋，大眾普

遍了解之技術名詞除外，影響因素須以

明顯及粗體型態呈現。

伍、結語

我國適逢電信法修正草案中有關對市場既有

及主導業者─中華電信公司之用戶迴路功能性分離

議題，以及政府因應輿情加強對寬頻上網速率監理

作業之際，觀諸英方成功的作為，他山之石故可攻

錯，但如何落實於我國境內，將其本土化，仍有待

本會主政單位費神思量，本報告謹針對上揭議題之

考察建議或心得詳加陳述，期拋磚引玉，踐行本會

富國興利、數據管理的施政原則，成為聰明的管理

者(smart regulator)，進而實現「促進通訊傳播健全

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等法律賦

予之任務。

陸、附錄

（請連結至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

務出國報告資訊網檢視詳細內容，網址 : h t t p : / /

report .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 l .

jspx?sysId=C10102225）

附件一：25 June 2012 Samknows：The 

Ofcom’s broadband performance簡報稿

附件二：27 June 2012 BT：The UK’s 

Functional Separation簡報稿

附件三：26 June 2012 Ofcom & NCC record 

of meeting會議紀錄

附件四：27 June 2012 BT(Openreach)& NCC 

record of meeting會議紀錄

柒、參考文獻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9 年12 月「多網合一服

務之監理制度探討」委託研究報告

二、O f c o m   ”U K  f i x e d - l i n e  b r o a d b a n d 

performance, May 2011 ─The performance 

of f ixed-l ine broadband delivered to UK 

residential consumers”

三、Ofcom ”Measuring Mobile Broadband in the 

UK, March 2011”

(本文作者為本會委員及通訊營管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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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01.11.1-101.11.30

  日     期 事                                項

101年11月7日

照案通過第35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

審議通過「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第2條、第3條及第5條修正草案辦理後續預告事宜。

准予核配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網路編碼5個單位（即50萬門，0979-

00-0000 ~ 0979-49-9999）。

准予核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個第七號信號系統國際信號點碼。

審議通過依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申請，解除公告該公司為第一類電信事業行動電話業

務市場主導者。

許可紘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經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

「潘朵啦高畫質玩美台」、「三立戲劇台」頻道及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換發境

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全美運動網頻道」執照。

許可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報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共78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

區計畫。

許可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報位於臺南市永康區8個里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

區計畫。

101年11月1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279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35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60件。

審查通過世界衛星電視台、汎音達衛星電視台及CNN Headline News等3個頻道之營運計

畫評鑑結果為「限期改正」，並請前揭業者依評鑑結果於2個月內提出改正計畫，逾期不

改正者依法裁處，其改正計畫執行情形將納為下次評鑑之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16條之1修正草案辦理後續預告事宜。

審議通過「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續發布事宜。

准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換發行動

電話業務特許執照，上揭特許執照有效期間依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2條第3項規定，

自換發執照核發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30日止，屆滿後失其效力，該等公司於審查委員會

所作之承諾納為行政處分之部分。

審議通過「設定行動通信網路(2G、3G)接續費有關之方法及步驟行政計畫草案」，並與

配合修訂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14條、第16條及第17條之修正草案一併進行對

外意見徵詢作業。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255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36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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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事                                項

101年11月21日

審議通過以附款方式許可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股權轉讓予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上

揭附款為：

一、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董事長及董事不得擔任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

二、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不得擔任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以避免涉入該公司營運。

三、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應每年向本會提報受捐贈股份行使股權情形及相關財務報表，俾

利本會瞭解該基金會是否有涉入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情形。

四、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與漢儒基金會之董監事不得互兼。

許可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家庭票房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

供應者亞洲美食頻道及「HBO亞洲」電影頻道，及否准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設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靖天映画」頻道。

許可西海岸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報位於臺中市沙鹿區1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

計畫。

准予核發西海岸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臺中市市內網路業務特許執照。

許可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報位於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6個里、西勢里13個里及

二王里12個里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計畫。

審議通過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電費補助原則，本會並自103年起已無數位轉換計畫，爰無

編列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電費補助預算之依據，未來將朝復徵無線廣播電視普及基金方向

研訂相關法規。

101年11月2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347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36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3件。

許可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報彰化縣員林鎮「員林國宅」1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

實驗區計畫。

審議通過南天等8家有線廣播電視（播送）系統經營者102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如下：

一、臺南市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05元。

二、臺南市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10元。

三、臺南市三冠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480元。

四、臺南市雙子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480元。

五、嘉義市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10元。

六、澎湖縣澎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25元。

七、金門縣名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80元。

八、連江縣祥通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每戶每月收視費用為5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