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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南韓公共廣電 DMB 平台 

 

 
       1990 年代，南韓跟隨著世界潮流，邁入數位化階段；但這十年，卻也是

歷經曲折的一段時期。當韓國致力於數位科技的同時，1997 年的亞洲金融危

機卻打亂了韓國原本的發展步調；但穩固的資訊科技（IT）產業，成為使韓

國度過金融危機的大功臣，2000 年後，南韓的 IT 產製業更逐漸成為世界領導

者，包括半導體、行動電話、液晶顯示器等產品為出口大宗。而廣電和電訊

傳播服務的普及，則是促使 IT 基礎建設的建置可良性循環的關鍵因素；至

2007 年，南韓已有 93%的人口使用手機、超過 95%的家庭使用高速網路，訂

閱付費頻道的家戶數亦達到 78.6%，數位行動多媒體廣播服務（DMB）和網

路電視（IPTV）的訂閱率也持續穩定成長中（Lee, Ahn, & Sung, 2008）。 
 
    韓國國有廣電 KBS 則扮演了使 IT 產業蓬勃發展的關鍵者，不僅在外銷

的內容產業上產製出受歡迎的韓劇，更成功地發展出一項可透過行動電話瀏

覽即時網路新聞、或是影音內容隨選付費的 DMB 服務。這項多媒體服務，

是 KBS 為了強化數位時代的競爭優勢，所積極發展的數位新媒體；其具備了

有線或傳統固網媒體無法提供的行動接收功能，因此被視為無線數位電視在

未來發展上的優勢（彭玉賢，2005）。2005 年，韓國率先導入 DMB 服務商

用化，提供免費的地面波 DMB 服務；至 2008 年 2 月底止，使用地面波 DMB
服務的訂閱者已高達 969 萬人（KBS, Mar. 23, 2008）。 

   
        由上述可知，支撐韓國度過金融危機的 IT 產業，與公共廣電服務在數位

化和行動裝置上的發展，有密不可分的關聯性。顯而易見地，韓國公共廣電

在面臨數位化浪潮，仍延續類比時期受國家保障的特權，除了配合政府的國

家發展政策，也趁此機會，利用行動通訊等 IT 產業技術作為重點發展項目，

以尋求另一條可在數位化時代繼續鞏固公廣正當性地位的生路。 

 
        然而，韓國的公共廣電之所以選擇發展 DMB 數位平台，有其偶然與必

然因素。韓國自 90 年代起便致力發展數位科技，企圖在這一波全球數位潮流

中，追趕上歐美大國和鄰近的日本，其身為後進國家的角色，使韓國在發展

新興科技（尤其是韓國具有許多世界級的電子知名大廠，在數位電視和行動

電話的研發與行銷上具有優勢）上，有了躍進的機會；而這是隨著世界趨勢

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發展過程中，政治和經濟外力的介入，使南韓廣電

的數位化出現許多複雜爭議，包括數位規格的選擇、無線廣電業者和電訊業

者在新數位科技上的競爭，在權力相互拉扯的動態過程中，產生了許多非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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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結果，也促使南韓走上 DMB 數位行動媒體的發展路途。而這必須經過

歷史性的一番耙梳，韓國的廣電數位化脈絡便可清晰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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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南韓公廣與數位科技發展初期 

 

 
        90 年代，全球趨勢逐漸步入數位化階段，南韓政府仍意圖延續過去垂直

壟斷的公廣結構；因此可以想見，數位廣電科技的發展優勢，也必然是由 KBS
主導。此階段的廣電產業仍處於數位技術上初步的研發與轉換過程，但在與

美國技術長期密切合作的影響之下，南韓政府早已有計劃地勾勒出數位科技

產業未來的發展方向，並以「公-私合作研發」的模式，達成韓國在數位科技

產業上的強烈進取企圖。 
 

 

一、政府特意策劃之下，南韓國有廣電的獨占優勢 

 

    90 年代初期，面對數位化和全球化趨勢，新自由主義概念滲入社會、經

濟、政治等各個層面。由國家力量形塑與管理的公共廣電體制，亦受自由化

發展之影響，在增強效率與自身實力、參與全球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強化市

場機制，進行廣電結構之調整。南韓於 1980 年代全斗煥政權上台後，便削減

私人媒體的力量，將廣電資源歸屬國家所有，因而確立了以 KBS 為主體的國

有公廣體制。但至 90 年代，商業無線電視台 SBS（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

於 1991 年成立、1995 年有線電視開放，廣電體制開始轉為公、民營並存的

雙元結構；而媒體政策為了配合政府的發展趨勢，也開始傾向廣電市場自由

競爭和新科技發展的態度。 

 
    然而，韓國公共廣電在國家的特意規劃下，仍具市場主導優勢。即便政

府允許廣電私有化，以培養國內媒體的資本積累，與跨國媒體集團相互抗衡

（Lee & Joe, 2000），在許多政策規範或實際措施上，卻是「有限度」的開放

廣電市場，意圖維繫長久以來公共廣電在國內廣電市場中的優勢地位。 
 
（一）商業無線電視台 SBS 之成立與限制 
 
        韓國公共廣電，一直以來均是由政府持有大多數股票的政府公司。但 1980
年代末期，迫於公廣的低營運效率、為政府宣傳工具等質疑下，韓國政府開

始開放民間資本進入原本由公廣獨佔的廣電事業，主要基於以下四項理由

（Kim, 1997）：(1) 促進競爭；(2) 解決廣告頻道不足的問題；(3) 增加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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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性，讓觀眾有更多選擇；(4) 遵循全球媒體私營化的潮流。 
 
    但是，政府有意延續國有公廣主導優勢的企圖心，仍可從 1990 年新修訂

的《廣播法》內容中看出。其一方面允許私人公司進入廣播產業，另一方面

在營運範圍、經濟條件上卻提高進入門檻，是為一種「有限度」的開放，國

家控制力量仍舊強大。 
 
    首先，《廣播法》第六條規定，關於無線廣播經營，營運內部的任何人

均不得持有三成以上的股票及股份；而大企業及其相關產業或相關人士，則

完全不得持有無線廣電事業之股票及股份；再者，第七條禁止廣電業者兼營

日報，公司董事中，具三等親以內的關係者，亦不得超過三分之一的席次（韓

國廣播法，1990）。這兩項規定嚴格限制了無線廣電事業在內部和外部的所

有權，以防止廣電業被大企業財團的勢力所壟斷、或是跨界經營之可能。因

此，國家雖開放商營電視，最後卻選擇由一家知名度不高的泰榮地產建築公

司（T`aeyoung）來經營 SBS，政府亦擁有 SBS 之部分股份。營運三年後，SBS
便占了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市場高度集中的格局仍在，成為 KBS、MBC 和

SBS 三分天下的態勢（劉燕南，2003）。 
 
    由此可知，單從廣電私有化等表象，即斷言政府對媒體採取完全放任的

態度，是極為草率且不精確的結論。即便 90 年代廣電媒體開始朝向私有化、

市場化之發展路徑，但實際上韓國政府在政策上的控制，卻無太大改變；從

政策法規內容和公共廣電的市場份額等資料看來，國家意圖確保公廣主導優

勢的企圖心明顯可見。 
 
（二）有線電視市場的成立與限制 
 
    第二項政府對於廣電事業的解禁措施，是 1995 年有線電視市場的開放。

韓國有線電視存在已久，雖多被視為是利用無線電視空檔時間播放、或是轉

播劣質電影的替代品，卻仍吸引相當多的閱聽眾；至 1980 年代末期，快速成

長的非法有線電視事業終於獲得政府的注意，成為政治議題，企業部門也出

現要求開放有線電視市場之聲音（Kim, 1997）。當 1993 年金泳三政府上任，

新的政治秩序形成，社會各界亦期待能破除長久以來媒體的寡占結構，新政

府便開始著手規畫有線電視的相關政策措施，1995 年起正式營運。 
 
    然而，政府卻採取國家與市場結構的壓縮成長模式，在政策法規上進行

種種限制，致使有線電視無法達成多元和民主性目標。首先，是有線電視的

三大類業者不得進行跨界整合。1995 年的《有線電視法》第四條第 1 項規定，

有線電視系統台業者（SO）、節目提供者（PP）、以及網路傳輸業者（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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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不得跨界兼營；第 2 項則規定不同地區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SO），亦

不得相互兼營。如此一來，可限制內容與權力的多元性。第二，限制私人媒

體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系統之營運。如《有線電視法》第四條第 3 和第 4 項規

定，無線電視台、日報及通訊事業均不可兼營有線電視系統台。第三，是防

止大企業對於有線電視系統台產業可能形成的壟斷。如《有線電視法》第四

條第 5 項，規定大型企業集團和相關產業，均不得經營有線電視系統或持有

股份。 
 
    《有線電視法》對於經營所有權的種種限制，可看出韓國政府有意圖地

提高有線電視產業的進入門檻，導致大企業和相關子公司僅能在需要大量成

本的節目產製部門上進行投資；同時，亦規定系統業者必須播出所有 PP 業者

所產製的節目，以確保 PP 業者享有寡占優勢並獲利，如此大財團才有誘因投

入內容產製（Nam, 2008）。系統經營者在不可同時經營內容產製的嚴峻規定

下，導致有線電視缺少節目來源，不得已只好向三大無線電視台購買（郎勁

松，2006）。這是韓國公共廣電長久以來施行「製播合一」制度所導致節目

壟斷的後果。韓國電視產業起步之初，因缺乏專業技術和市場分工，製播合

一是非不得已的選項；然而，當公共廣電體制建立，在唯有製播合一才能維

繫公營壟斷優勢的邏輯下，反而導致節目製作缺乏多元，市場無法流通，三

大無線台彼此間也極少進行橫向的節目交流（劉燕南，2003）。即便政府於

90 年代初期，便將節目委外製作的配額制度納入審議事項，但三大無線電視

台仍想出多種經營之戰略─即成立節目製作子公司，以「形式」上的分公司，

確保過往內部交易的益處（郎勁松，2006）。 

 
        因此，當有線電視業者若面臨節目供應上的匱乏，只好轉而向具有節目

生產優勢的公共廣電購買，否則，將面臨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挑戰：包括公共

廣電數十年來獨佔的收視率和垂直整合的節目自製力量（自製率：KBS-1 占

96.2%；KBS-2 占 84.5%；MBC 占 93.5%；SBS 占 92.2%）；以及為解決上述

公廣龐大的產製威脅，並填補突增的播放時數，而大量進口外國節目（亦有

20%的外來節目播送限制）的外部危機（Nam, 2008: 652）。由此可知，政府

透過相關法令的規範，雖限制私人資本在有線電視系統業中的擴張，卻有意

將有線電視視為「內容產業」來經營；同時，也默許了公共廣電在內容服務

提供上「製播合一」的優勢。 
 

 

    檢視上述資料可知，90 年代開始，韓國廣電媒體便開始擴張；政府鼓勵

大資本的進駐，並顯示市場導向及去中心化的媒體政策。然而，政府在市場

中仍扮演強有力的指導性角色。面臨廣電市場「表面上」開放的競爭態勢，

KBS 等公共廣電的獨占地位，卻處處受國家之保障。此時，由於廣電的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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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術和產業鏈是漸進式發展，因此南韓國內的廣電產業尚未進入數位化放

送階段；然而，數位化廣電技術卻早已於 90 年代初首先進行電視機處理的部

分，隨著類比轉向數位化的世界發展趨勢，南韓在數位廣電科技上亦迅速累

積研發成果；南韓公廣的角色，也隨著日後數位行動生活的必然趨勢，產生

新的定位。 

 

 

二、90 年代，南韓致力發展數位科技 

 
    1990 年代，科技從類比轉向數位的典範轉移，是資訊科技發展的顯著趨

勢，更是市場後進者視為趕上其他科技先進國家的契機。南韓在 1990 年代初

期便自覺到其過去依循高資本投資和勞動投入來帶動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

在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生產力均急速下跌的狀況下，已遇到瓶頸；即便南韓

在資訊基礎和研發方面並不輸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其他會員國，

卻由於缺乏對智財權的保護、制度上缺乏彈性與競爭、及投資資源的分配不

具成效等因素，沒有因此而獲利（經濟部，2002）。再加上面臨彼此相互依

賴度越來越高的全球化社會，南韓必須進一步邁向國際化，因此更需要轉向

資訊科技等知識經濟產業著手，以提升南韓的總體競爭力。 
 
    基於上述種種理由和大環境驅使，南韓政府於 90 年代便積極培養數位傳

播產業，特別是在科技方面，可看出其欲透過科技產業的發展，躋身資訊先

進強國的企圖心。從南韓政府相繼推出 1996 年的「國家基礎資訊推動」計畫、

1998 年的「Cyber-Korea 21」計畫、2002 年的「e-Korea 2006」計畫、2003
年的「寬頻 IT Korea 2007」計畫以及 2004 年的「u-Korea」計畫等一系列國

家資訊化政策，便可看出南韓近年來在全球行動通訊、寬頻上網等資訊化基

礎建設上的努力（李國鼎，2009 年 1 月；Lee, Ahn, & Sung, 2008）。 
 
    然而，韓國的數位科技發展，從過去的歷史結構作一番耙梳，便會發現

韓國的電器廠商一直以來便是在美國的援助與影響下，發展韓國的電器產

業，並以外銷為主。這樣的合作關係，一直延續至數位化初期，韓國大量投

資美國電視機產業的發展，在技術人才、整體的接收裝置、以及電視機採用

之規格，均脫離不了兩國之間的商業利益考量，因而也間接影響了日後韓國

在發展數位廣電科技時的關鍵決策。 
 
（一）美韓兩國在科技合作上的悠久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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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年代末期，當美國和日本的真空管（vacuum tube）產品引進韓國市

場，Goldstar 公司（LG 的前身）產製出韓國第一台收音機後，開啟了韓國電

子產業的發展之門；且外援的商業資本也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張，一些聯合大

企業像是 Samsung、LG、Hyundai 均於此時出現（Lee, Ahn, & Sung, 2008）。

進入 1960 年代，朴正熙政權認為電子和 IT 產業會促進南韓的經濟發展，因

此開始開放無限制的外資流入，將電力和電話視為電子產業的發展主力，以

作為國家現代化政策之基礎；1966 年，美國在越戰的壓力下，需要更多的韓

國軍隊至越南支援美軍，故美國協助南韓成立第一個國家研究機構 KIST（韓

國科學與技術機構），以提供各種 IT 產業相關的研究與發展，作為換取韓國

部隊支援之條件（Lee, Ahn, & Sung, 2008）。1974 年，由美國率先研發出的

彩色電視機，在韓國發展成功，包括 Samsung 和 LG 在彩色電視機的產製技

術上均已完備，看準美國市場進行出口外銷；接著，政府又聽從 KIST 所提出

之計畫，將注意力轉移至電子轉換系統之發展；KIST 的電子與電訊傳播部門

亦獨立出來，成為半官方的電子技術研究院（ETRI），除了專責國內市場電

子產品的研發外，亦積極與國外夥伴進行電子轉換系統的技術合作（Lee, Ahn, 
& Sung, 2008）。至 1980 年 6 月，韓國政府決定採納美國 NTSC 彩色電視規

格；兩個月後，彩色電視機才開始在韓國國內銷售（韓國聯合通訊社，2009）。 
 
    上述資料可明顯看出，韓國的電子科技產業，不論在技術或外銷市場上，

均仰賴美國至深；而韓國的電器廠商從成立之初，便依循美國的技術發展，

其中複雜的利益關係和人脈資源，成為日後韓國在考量、決定數位廣電科技

發展走向的關鍵因素。 

 
    至 90 年代，韓國政府推動的數位科技，主要有兩方面：一為數位電視，

二為數位行動科技。這兩項發展均在官方的支持以及大型電器產業的推動

下，打開了新興數位科技的機會之窗。根據 Lee 等人的研究，南韓企業屬於

數位科技市場的後進者角色，雖在初期的科技發展上落後於日本或歐美國

家，反而不受限過去類比科技的知識結構或舊有技術的制約；再加上韓國具

備能翻譯外國數位電視研發趨勢的人才、各項數位電視工程的能力、以及高

度的政商「公-私」合作研發傳統，因此在數位電視產業上，以「創造途徑」

的追趕模式，使韓國在數位科技上「大躍進」（Lee, Lim, & Song, 2005）。 
 
（二）發展數位電視機 
 

首先，是數位電視機的成長。如前所述，當數位科技仍在萌芽的初始階

段，韓國卻在本國電器產業和美國科技大廠長久以來的合作背景下，有了比

其他資訊大國早先一步發展數位高畫質電視的策略想像。1988 年的漢城奧

運，日本趁機推銷類比 HDTV，希望韓國產業跟進；但隔年韓國政府便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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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產官學合作的「合作發展 HDTV 委員會」組織，韓國電子大廠 LG 和

Samsung 均為內部成員；政府並啟動大規模的研究團隊，主要在翻譯、吸收

外國知識（主要是美國），最終期盼能達成研發數位高畫質電視機、將 HDTV
發展成韓國最大出口品的目標（Lee, Lim, & Song, 2005）。這樣的舉措，顯示

出韓國早在日、歐等國仍在推行類比 HDTV 的 90 年代初期，便決定以美國

市場為目標，並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模式，努力研發數位廣電科技。 
 
        至 1990 年，美國有線電視設備製造商通用儀器公司（GI）和廣電管制單

位 FCC 開始嘗試數位訊號放送的可行性和 HDTV 標準的議題討論；當美國確

定採納數位 HDTV 標準，並建立產業合作聯盟後，GI 公司和增你智（Zenith）
電視製造商便成為 HDTV 的先行者；然而，兩家公司必須處理所有與數位電

視相關之事宜，包括產製數位電視機、放送設備、機上盒和數位轉換器，以

及研發適用於數位電視的軟體等大小事，不免難以應付，於是 Zenith 電視廠

商便允許韓國的 LG 公司在產製技術上共享經驗，並可擁有 15%的市場利潤

共享；而美國 GI公司則邀請韓國 Samsung 加入原型數位電視的開發過程（Lee, 
Lim, & Song, 2005: 47）。 

 
        至 1995 年，LG 在全球化策略下，買下美國電視製造商 Zenith 約 58%的

股份，以便能享有 Zenith 的品牌和核心的數位技術；甚至還接管 Zenith 在墨

西哥的工廠、投資一億六千五百萬美元，進行 Zenith 彩色映像管工廠的擴充

與現代化（Bhatt, 2003: 90）。當 LG 買下 Zenith 剩餘的全部股份，便表示數位

電視在美規的發展上，是由美國和韓國公司所控制，背後則代表了跨國流動

資本的利益（Yoon, 2004）。由於 LG 和 Samsung 與美國合作研發數位核心技

術，且均在美設立實驗室，以接收美國數位電視知識資源的管道，同時培養

出自己的技術知識庫，因此 1995 年底，兩家電器廠商開始自行研發可涵括所

有功能的小型晶片 ASIC，並於 1998 年將新產品推向市場，為世界第一個成

功開發數位電視晶片的國家（Lee, Lim, & Song, 2005）；至此，韓國的數位

電視邁向跳躍式的發展模式。 
 
    由此可知，數位電視的美規標準，事實上是由美國和韓國共同掌控。雖

然 Zenith 公司最終成為韓國 LG 的子公司，但 LG 採取的是「以在地化概念

來經營最好的全球性公司」策略（Bhatt, 2003: 90），因此美規技術的研發，

仍具有美國電視產業思維，而韓國的數位電視科技，也仍是仰賴美國的產製

技術和美國市場的出口行銷。 
 
（三）發展數位行動科技 
 
    第二項數位科技發展，是數位行動科技；且同樣是官方與行動電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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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配合的發展模式。1990 年代，是為第三波的全球化浪潮，但韓國的國家

主義思維仍存續，政府角色與其擬定之政策，仍是重要關鍵。如 90 年代，韓

國政府便認知到數位傳播的發展潛力，開始吸引地方傳播製造業和研究機構

一同投入「家庭數位傳播培植策略」，企圖培養韓國的數位傳播產業（Chung, 
2003）；1991 年，韓國政府亦推出為期十年的「G7 Projects」，企圖追趕上

世界七大先進國家的技術科技發展，其十七項重點發展便包括寬頻電信網路

和液晶電視等應用技術（林品華，2007）。在政府有計劃的推行之下，相關

產業部門也發揮其長久以來所奠定的產業基礎，和政府政策相互配合。像是

Samsung 和 LG 在 90 年代初便躋身全球大企業之列，Samsung 的家庭設備產

品不僅成為世界領導品牌，其旗下手機品牌 Samsung Anycall 更擊敗已寡占韓

國手機市場十年之久的 Motorola，成為世界知名的手機品牌（Lee, Ahn, & Sung, 
2008: 125）。基於行動通訊產業的有力後盾，數位行動科技也在此時期有了

革命性的發展。 
 
    在政府明確的政策引導下，1985 年自 KIST 獨立出來的電子技術研究院

（ETRI），便成為政府資助的研究發展機構當中，最具領導性與重要性的半

官方組織；其隸屬於政府科技暨技術部門，也參與許多重要的國家研發計畫

案（Ahn & Mah, 2007）。首先，被稱作是韓國電訊傳播產業先驅的在地化研

發成果，便是 1991 年 ETRI 所研發出的電子交換設備─TDX-10，可應用於各

項數位行動通訊之技術，包括像是 CDMA 技術（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碼多工擷取技術）和攜帶型傳呼器（Pager）等用途（Lee, Ahn, & Sung, 
2008）。 

 
        另一項至為關鍵的研發成果，則是手機科技的核心技術─CDMA，其發

展與商業化應用是為世界先驅，行動通訊科技因而成為韓國 IT 產業近代史上

最重要的轉捩點。CDMA 的發展，歸因於 1988 年漢城奧運以來，韓國都會

區的手機傳播服務需求量暴增，但韓國電信公司 KMT 仍使用較低品質的類比

行動通訊系統；為了人民在行動科技上的需求，韓國的研發部門便開始針對

電訊傳播服務和設備，尋求更進一步的解決方案（Chung & Lee, 1999）。當

時，美國和歐洲分別提出了類比和以 TDMA 科技為基礎的 GSM 系統；然而，

IT 產業的關鍵決策者 MIC 卻精準地預測了類比系統將很快被數位系統所取

代，且身為後進國家角色的韓國，若欲追趕上科技先進者的腳步，發展 GSM
技術，將可能花費更多的時間與資本；最後，MIC 背負著新科技市場的不確

定性，決定發展一種過去從未商用化的數位系統類型─CDMA 技術（Ahn & 
Mah, 2007）。 
 
    韓國之所以選擇風險較大的 CDMA 作為其行動科技發展的核心技術，理

由有二：首先，CDMA 是由美國一家小規模公司 Qualcomm 所研發的全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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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但尚未發展成熟到可使用在商業用途之地步；然而，這樣的潛在發展性，

卻可確保韓國產業成為市場領導者的機會。再者，Qualcomm 是家創投公司，

需要穩定的資金收益，因此，由政府主導、ETRI 和私人企業共同參與的 CDMA
系統研發計畫，便可獲得完全的技術轉移授權許可，韓國僅需支付 Qualcomm
公司 2.5%的專利權稅（Ahn & Mah, 2007: 375）。 
 
    當確定採納CDMA技術後，為了向Qualcomm學習、吸收基礎技術，ETRI
研究院便於1989年派遣十七位工程師至美國，進行一對一互動式的聯合研

究、以及CDMA相關技術知識的學習（Chung & Lee, 1999: 359-360）。至1993
年，ETRI和Qualcomm的聯合研究告一段落後，ETRI便開始CDMA系統的商

用化發展。包括最底層的基礎系統設計和硬體設備之策劃，以及核心科技和

各種支援措施的傳佈，均由ETRI負責（Ahn & Mah, 2007）；此外，ETRI亦
將不同的手機原型研發、手機細部設計等任務，妥善配置給有參與投資的韓

國三大財團（LG、Samsung、Hyundai）和一家中小企業Maxson，以達商用之

目標（Chung & Lee, 1999）。 
 
    韓國政府則是努力拓展行動科技產品的內需市場。政府有效率地施行相

關優惠措施，像是允許製造商提供消費者在手機購買上的津貼或優惠，並給

予相關業者在法律或政治上的庇護；這些措施的推行目的，在於確保服務提

供者和手機製造商在手機產業上的經濟規模，並促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下降

（Ahn & Mah, 2007）。當數位行動科技的內需市場穩固且廣大後，私人企業

便能迅速提升電訊產業的國際競爭力，並拓展至海外市場。 
 
        上述CDMA系統的發展歷程，可看出政府扮演了重要角色。尤其是MIC
在關鍵的決策時間點上，洞燭機先，決定採用非泛歐的數位系統作為國家的

一項新技術標準，以協助創造一個傾向採用CDMA系統的市場環境。實際推

動過程中，政府亦建立了一個能充分誘發私人企業一同參與國家研究發展聯

盟的產業目標，再輔以財務上的資助、或法律與政治上的回饋，以協助相關

產業在數位行動科技上的順利推展。至90年代後期，以CDMA技術為基礎的

行動電話產業，成為韓國技術研發推動政策中最為成功之案例。1996至2001
年，CDMA行動電話產業已引發其他相關產業在產製上的誘導效應，出口額

可達到13.7兆韓圜（相當於410兆新台幣）的成績；同時，亦產生巨大的進口

替代效應：當1997年CDMA系統發展計畫完成，原手機市場優勢者Motorola
的市場占有率，隨即從42%急速下滑至6%（Ahn & Mah, 2007: 375）。 
 
 
    在檢視了90年代韓國在數位電視和數位行動科技等兩項成果後，便可大

致勾勒出韓國政府對於數位科技產業發展的共同想像： 



 

69 

 
首先，兩項科技均為具發展潛力的新興產業，且均是在政府「數位」政策的

大方向指引和資助下，由半官方的研究機構ETRI主導，以頗具效能的「公-

私部門合作研發」模式，達成後進者國家在數位科技產業上的躍進。 
 
第二，兩項科技的發展，均有美國技術的影子。韓國透過私有化的電子產業

和相關人才，與美國的數位科技知識庫接軌；卻又非完全移植其所習得的核

心技術，而是再透過國內的研究機構加以研發，另行創造出獨步全球的科技

技術。 
 
第三，數位科技的發展對於韓國來說，是一種政治意象與企圖心的展現，代

表了科技轉變不一定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考量，在特定的歷史結構下，隱含了

國家主義的窠臼、受美國的利益牽制卻又企圖追趕上西方科技霸權的亞洲印

象。 
 
 

三、小結 

 
    第一節首先耙梳 90 年代韓國廣電產業的整體發展脈絡。韓國雖面臨新自

由主義浪潮而引進市場競爭，但在政府主導式的經濟體質下，仍限制新進媒

體的成長，保留公共廣電的自主性，並表現在商業無線電視台和有線電視事

業的種種限制政策上。 
 
    另一項並行的發展，亦是由政府組織所領導的數位科技研發，包括美規

數位電視和行動通訊科技 CDMA。兩項數位科技均是「公-私部門合作研發」

的模式，即由政府統籌推動，透過電子業者在技術研發上的共同參與，向美

國汲取技術經驗後，發展出在地性策略。 
 
    當這兩條並行軸線發展至 2000 年，逐漸從數位廣電科技設備的轉換與處

理，邁入廣電數位化的放送階段，便成為數位廣電發展結構下穩固的兩條支

柱，影響了日後的數位化歷程；而公共廣電推動的 T-DMB 數位接收科技，則

是兩條發展軸線交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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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南韓廣電數位化爭議 

 
    從廿世紀末橫跨至廿一世紀，南韓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也歷經了劇烈

性的變革。1997年，當行動通訊傳播產業擴展至個人傳播服務、無線電話第

二代和無線數據服務等多樣化經營後，行動通訊傳播服務的訂閱者激增，1997
年底達到2268萬的人口數；手機出口的增加，致使相關產業擴張，SK 
Telecom、KTF和LG Telcom成為主要的行動服務市場參與者（Lee, Ahn, & Sung, 
2008: 126）。然而，1998年金大中上任後沒多久，便遭逢亞洲金融危機，國內

與海外市場同時萎縮，電子產業亦無倖免，接連倒閉破產。 

 
        然而，在電子業過去大量投資半導體及家庭設備市場的基礎下，適逢全

球性的新網路商業榮景，資訊和電訊傳播科技產業的出口額，呈現戲劇化地

增長（Lee, Ahn, & Sung, 2008）。此外，南韓政府亦推動一連串的應變措施；

如1999年推出的「Cyber Korea 21」，便是接續1996年「國家基礎資訊推動計

畫」，是資訊化推動的第二階段；內容涵蓋整個IT產業，首要任務便是在2002
年之前，將ADSL、有線電視、衛星頻道等高科技網路的基礎設備全盤數位化，

以打造未來資訊高速公路之雛形。當時的負責單位資訊傳播部（MIC）公布

此計畫的四項主要目標中，第四項目標「建立一個知識為基礎的社會」下設

了幾個子目標，「使電訊傳播網路升級」便是其中之一（Kim, 2003）。此計

畫的內容，可看出韓國十分看重整體數位環境的營造；電訊傳播產業的數位

升級，亦是帶動國內產業成長、使韓國景氣復甦的關鍵要項。2000年後，IT
產品成為韓國主要的出口貿易，IT產業亦被視為安然渡過韓國經濟危機的大

功臣（Lee, Ahn, & Sung, 2008）。由此可知，金大中政權的國家政策，是以資

訊科技產業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後盾；快速且先進的電信網絡以及資訊相關產

業，則成為日後打造數位韓國、提升國家競爭力的重要元素（Kim, 2003）。 

 
 

一、數位電視規格之戰 

 
        在上述發展背景下，韓國開始一連串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推動。基於韓國

的公共廣電事業一直掌握了內容生產和本身的優質品牌，所涵蓋的產業規模

很廣，因此，廣電事業也在邁向資訊社會的大環境趨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誠如第一節所述，90 年代的數位化，尚在將電視機的電晶體線路改成 IC 板

的處理階段；至 90 年代末，發展重心便移至頭端發射跟接收端模組與設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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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改革。然而，2001 年韓國開始進行本國數位地面波電視放送的相關作業，

由於牽涉到美規的全球利益，引發各界激烈的爭議；韓國迫於時局情勢，自

行發展出一套「行動多媒體廣播服務」（DMB），此屬非預期之結果。 
 
    事實上，當時數位電視規格，可分成兩類：由美國 Zennith 和韓國 LG 共

同發展的美規「ATSC 8-VSB」；以及由荷蘭 Philips、美國 AT&T、日本 Toshiba
共同出資成立的跨國電器公司聯盟所研發的歐規「DVB-T COFDM」。為了

確保最初的獲利市場規模，韓國資訊傳播部（MIC）早於 1997 年便決定採納

美規 ATSC 的數位電視標準；然而，隨著世界數位化的演進，不同數位電視

規格的好壞優劣，從原本僅是理論上的爭辯，在實際施行成果出爐後，逐漸

定調：在韓國與美國有所謂企業利益考量、以及政府對國內大企業有意圖的

支持下，即便美規在行動接收和覆蓋率上有其弱點，採納美規卻成了韓國無

法輕易改變的原則（程宗明，2009）。基於這樣的結構限制，導致韓國在數

位無線電視規格的採納上，出現長達四年的爭議。 
 
    2000 年 11 月，媒體工會聯盟（the Union of Media Workers）、韓國廣電

工程技術協會（the Korean Broadcasting Engineers Technicians Association）和

其他消費者權益保障團體便提出抗議。他們認為歐規 DVB-T 不論在接收或覆

蓋率上，均比美規更有優勢，但政府卻未能真正理解數位廣電對於主要城市

來說的主動性價值，因而要求政府重新思考數位電視計畫的發展方向（Kim, 
July 9, 2004）。經由長期性的抗議行動、以及韓國公共電視台將美規與歐規

的公共爭議，透過自家頻道節目放送出去，致使數位電視的標準規格成為全

國性議題（Lee & Kwak, 2005）。 
 
    數位電視規格的爭議，長達四年之久，導致當時的廣電主管機關 KBC 在

數位電視營運執照的核發上出現延宕。在此拉鋸過程中，不僅民間團體與政

府是此社會權力結構下的行動者，電器大廠在目標利益的考量下，亦參與、

影響了決策過程。由於 MBC 和其他民間團體不斷宣傳、表達其抗議，政府部

門與電子廠商開始擔心這樣的對抗行為，不僅嚴重耽擱國內電視產業全面數

位化的預定日程，亦可能影響日後數位電視的銷售情況。韓國幾家電器大廠

為了確保最初的市場規模，均表明支持美規。理由在於：韓國電子製造商於

1990 年代早期，便開始投資數位電視科技；1996 年，三大電子製造商亦在針

對美規而設計的電漿顯示器儀表板、液晶顯示器、數位電視平台、轉接器和

核心技術等方面，投資了 12.5 億美金，並擁有美規的數位電視專利；電子製

造商像是 Samsung 、LG 和 Daewoo 都宣稱，倘若國家改變規格，但在地產

製者又缺乏歐洲技術的狀況下，國內市場只能大規模進口歐洲的數位電視；

Samsung 、LG 更進一步宣稱，若確定轉換成歐規，他們至少需要三年的時

間，進行特殊設備的建置和階段性測試，如此一來，在地的市場參與者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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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錯失數位電視市場發展初期的優勢或主導權（Yang, Dec. 3, 2003）。不過，

產業界這樣的說法，是否符合事實，亦或僅是韓國電子大廠不願坐視投注於

美規數位電視的大筆資金血本無歸，而提出的一種說服修辭，仍有待檢證。10 
 
    最後，在電信主管機關 MIC、廣電主管機關 KBC、公共廣電 KBS 和媒

體工作者國家聯盟（National Union of Media Workers）的共同協商下，2004
年 7 月，決定維持以美規作為國內數位電視標準規格；但同時，亦建置多規

格式平台，用以發展韓國在地的地面波數位多媒體廣播（T-DMB）科技，以

補足美規 ATSC 在移動環境下訊號微弱的缺點（Kim, July 9, 2004）。當這項

決議通過， MIC 便選擇由半官方的 ETRI 研究所擔任行動電視系統的發展主

力，相關產業的製造商也可開始大規模地投資、研發數位電視產品。當 ETRI
成功研發出 T-DMB 新系統後，MIC 便開始積極將 T-DMB 推廣至全球；韓國

政府雖未言明，卻可明顯看出其希望能利用世界上第一個研發成功的地面波

行動電視系統，促進國家資訊和電子領域的經濟發展（Lee & Kwak, 2005）。 
 

    經由數位電視規格的論辯過程，可看出韓國數位行動科技 T-DMB 的發

展，與其數位電視標準的設定有絕大關聯。事實上，T-DMB 並非韓國政府預

定發展的重點科技，而是數位電視規格的採納過程中，所出現的非預期結果。

當韓國面臨到美規數位電視消長的大勢所趨，卻又無法跳脫出政府、電子企

業大廠與美國之間一直存在的利益共構關係；此時，在非美規支配的 VHF 波

段上，恰好演進到 DMB 科技的發展；在不得已的情況下，為求一個折衷辦

法，韓國便抓住此契機，尋求可解決行動通訊和覆蓋率需求的另一條出路。 
 
 

二、相關數位政策─重點發展數位行動通訊 

 
    自韓國確定採用美規數位電視標準，另發展 DMB 以解決行動化的問題

後，行動通訊便成為韓國數位政策中的重要一環。1999 年的「Cyber Korea 21」
計畫於 2002 年完成後，同年四月，政府又推出第三階段的資訊化推動計畫─

「e-Korea Vision 2006」，以接續資訊科技服務的各項基礎建設。此計畫首先

檢視至 2001 年底為止，政府在資訊化推動上的成果。其中一項成功因素，便

是政府在 CDMA 科技的創投、並推動寬頻和手機電訊傳播服務的市場競爭

（MIC, 2002）。在此基礎下，為能進一步提供資訊和傳播科技至社會各角落，

                                                       
10同樣在過往的經濟發展上依附美國與日本的台灣，便順利採納歐規；若韓國電子業者的說法屬

實，那麼為何在電子業上強烈依賴日本電器業技術發展的台灣，並未在面臨數位電視規格的抉擇

時，採納日規？因此，韓國電器大廠的說詞，是否符合當時真正的產業現況，其是否真的無法重

新投資歐規數位電視機的設備生產，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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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新科技和新產業，政府便於「e-Korea Vision 2006」計畫中劃分出資訊

化社會政策、電信政策、IT 產業政策及國際化政策等四塊領域，進行策略性

發展；並列出七項策略性發展的核心科技：網路、無線通訊傳播、數位廣電、

電腦、軟體、共同元件和基本材料等，並強調這七項 IT 產業與國際夥伴合作

的重要性，以達成對內的經濟成長、對外的全球資訊社會領導者之目標（MIC, 
2002）。 
 
    隨著數位傳播科技逐漸成熟，南韓前總統盧武鉉在大選期間，便是透過

網路和手機傳播進行政策提案的宣傳；2003 年初就任前夕，甚至只接受網路

媒體 OhmyNews 的專訪；受惠於媒介科技，致使盧武鉉上任後，以延續「資

訊導向」政策為國家發展主軸（Kim, 2003）。如 2003 年底公布的「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計畫，可看出韓國政府將正在發展中的科技，視為可

帶動 IT 產業成長的驅動力。雖同樣是第三階段的資訊化推動計畫，「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卻更為強調所謂無線和有線服務匯流的次世代寬頻匯

流網絡，並發展具附加價值的無線傳播、數位電視、家庭網路與影像顯示等

IT 類產品；這些作為，正是為了呼應計畫的其中一項目標：「將整合型寬頻

網路和發展中的 IT 產業，視為使國家經濟跳躍性成長的新動力」（MIC, 2004: 
18）。政策內容明確列出可促進次世代 IT 發展的十項業務，而首要項目就是

次世代行動通訊；其他重點產業還包括數位電視廣播、智慧型家庭網絡、數

位內容……等。以下分別就次世代行動通訊和數位電視廣播部分，進行更進

一步的政策檢閱： 
 
（一）次世代行動傳播─在建置寬頻網絡建設領先其他國家的基礎上，便可

穩固次世代行動傳播的全球領導者地位。像是確保 4G 電訊傳播、高科技應用

和服務裝置設備等次世代行動傳播的核心技術，並發展介面完善、省電並具

電腦功能的手持式行動裝置（MIC, 2004: 79-80）。 
 
（二）數位電視廣播─為了在服務、科技和技術標準上取得領導地位，政府

將以韓國在數位家庭設備上雄厚的海外市場，發展原型核心科技，並應用在

智慧型廣電服務、裝置設備技術和未來廣電發展上；並預定於 2005 年之前，

透過數位高畫質內容的擴充和 DMB 服務的引進，協助新市場的創造與銷售

（MIC, 2004: 80）。 
 
    2004 年，隨著韓國數位電視和 DMB 的發展態勢逐漸明朗，以及網路和

行動電話在韓國的高滲透率，為求能帶動國家成長的新動力，MIC 便擬定了

「IT839」策略，作為主要的國家發展核心。這項策略旨在建立一個良性循環

的產業結構，配合八項創新服務、三大基礎建設以及九項具備成長動力的技

術核心，確切達成 IT 產業價值鏈的綜效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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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 首先篩選出九項具有產業競爭力，同時具備高度附加價值與成長動

力的資訊科技，作為「IT839」策略預定實現的最終目標；而為能使九大資訊

技術得以落實與應用，南韓政府依據篩選出來的九項技術，來檢視國內 IT 產

業發展現況，並找出相關的八項服務，以及這些技術和服務所需的三項基礎

環境建設，以作為現階段執行 IT 政策時的重要任務（蔡易靜，2004）。這些

技術、服務和基礎建設的細項內容包括（Korea IT Times, 2006: 36）： 
 
（一） 八項創新服務：無線寬頻服務（WiBro Service）、數位多媒體傳播服

務（DMB Service）、家庭連網服務（Home Network Service）、車用行

動秘書服務（Telematics Service）、無線射頻辨識系統服務（RFID based 
Service）、第三代行動通訊服務（W-CDMA Service）、地面波數位電

視服務（Terrestrial Digital TV）、網路電話服務（Internet Telephony）； 
（二） 三大基礎環境建設：寬頻匯流網路（Broadband Convergence Network, 

BcN）、泛在感應網路（Ubiquitous Sensor Network, USN）及新一代

的網際網路定址協定（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三） 九大資訊技術：新一代行動通訊裝置（next-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devices）、數位電視裝置（digital TV/broadcasting 
devices）、智慧型家庭網路裝置（intelligent home network devices）、

IT 系統晶片（IT SoC）、新一代個人電腦（next-generation PC）、嵌

入式軟體（embedded S/W）、、數位內容與軟體解決方案（digital 
content/SW solutions）、車用行動秘書服務所需裝置或技術（Telematics 
devices）、智慧型機器人（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 

 
  此項計畫，除了配合全球市場的需求趨勢之外，更將 DMB 和數位電視

服務明確納入主要的策略發展目標，創造出領先全球的行動通訊和寬頻上網

等資訊化基礎建設。因此，「IT839」策略對於 DMB 的發展來說，是最為關鍵

的政府決策。「IT839」策略的實行，使韓國從一個科技吸收型國家轉型為科

技領導型國家，更縮短了其與美國在科技發展上的距離（Lee, Ahn, & Sung, 
2008）。 
 
        「IT839」策略，事實上是為了日後達成「u-Korea」政策目標的前置佈局。

2006 年 3 月，政府 MIC 部門確立了「u-Korea」政策的總體規劃，希望逐漸

從一個以 ADSL 為基礎的寬頻網路（e-Korea），演化成為「無所不在」的寬

頻行動網路（u-Korea）（Lee, Ahn, & Sung, 2008）。為了在民眾的生活環境中，

建置智慧型網絡（如 IPv6、BcN、USN）和新技術應用（如 DMB、Telematics、
RFID），「u-Korea」政策以「The FIRST u-society on the BEST u-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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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為願景策略，鎖定在四項關鍵建設，並應用在社會五大範疇，以實現無所不

在的社會目標（蔡易靜，2006）。 
 
    「u-Korea」政策當中，以「u-City」新時代科技化都市的建置為最核心

之計畫，其透過政府和 LG、KT 等產業龍頭的合作，將 DMB、Telematics、
RFID 等新興的資通訊技術相互串連，並整合起都市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與服

務，打造無所不在的便民環境（蔡易靜，2006）。如車用資通訊服務，便是

「u-City」預定發展的重點，除了扶植產業升級的目標外，亦希望讓所有人民

不論何時何地，均能接收當地的交通資訊。這項行動通訊服務，公廣 KBS 亦

有參與，其利用 T-DMB 的方式，傳送即時的交通資訊至車用接收裝置、手機

或個人 PDA 上，並建構傳送資訊的各項基礎設施（程宗明，2009）。至 2006
年 6 月，由南韓 MIC 主導的行動通訊特區計畫（Mobile Special District, MSD）

亦正式施行，預計建立一個 GSM 實驗網路平台，進行各項新興無線應用技術

的測試；並期望能吸引美國與歐洲大廠的外資投注研發，連帶刺激南韓行動

通訊產值與技術升級，最終在 2010 年，達成行動通訊關鍵零件在全球市場

50%的占有率目標（蔡易靜，2006）。 
 
    經由上述針對各項數位科技所制定的政府政策看來，從「Cyber Korea 
21」、「e-Korea Vision 2006」、「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一直到

「IT839」策略和「u-Korea」，韓國對於數位資訊發展的期待，也從一開始打

造以知識為基礎的社會、e 化的數位化環境，到後期將資訊科技視為提升南韓

整體成長動力、領導全球的重點產業，再逐步達成一個「無所不在」的無線

行動通訊環境。這意味著，韓國第一步欲先完成一個無線化、穿透的國內社

會，接著下一步，便是提升國內產製的行動通訊關鍵零件在全球市場的占有

率，甚至是將整套無線數位行動寬頻的環境建置經驗向全世界輸出；這樣的

企圖心非常強烈，因為要建置一個從頭到尾無所不在的無線通訊環境，需要

整體性的規劃與投資，而非僅是表面上達成優質生活的顯性目標；而這也是

亞洲新興國家近幾年來不斷嘗試的發展模式（程宗明，2009）。 
 
 

                                                       
11  包括四項關鍵建設（BEST）：平衡全球領導地位、生態工業建設、現代化社會建設、透明化

技術建設；以及五大應用範疇（FIRST）：親民政府、智慧科技園區、再生經濟、安全社會環境

及 u 化客製服務。資料來源：資策會 IDEAS-FIND 2006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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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南韓國家資訊化政策發展趨勢 

資料來源：南韓行政安全部（2009/1） 
資料整理：資策會 FIND 
 
 

三、地面波 DMB 和衛星 DMB 之爭─國有公共電視的優勢 

 
    當韓國確定推動 DMB 的政策方向後，公共廣電在地面波 DMB 的發展上

仍受到國家保障。即便衛星 DMB 具全國性的覆蓋範圍和能動性，亦比地面

波 DMB 早一步進入市場，但在放送內容仍多由無線電視台壟斷、以及採付

費模式的種種限制下，導致 S-DMB 和 T-DMB 兩套系統同時出現在韓國市場

上競爭，也替 DMB 的未來發展增加許多不確定性。 
 
       政府對於 DMB 政策的期待和電信公司開闢新獲利來源的需求，成為

DMB 發展的主要動力。當時韓國的行動電話市場已達飽和點，如同許多國家

一樣，均面臨成長緩慢的問題（Lee & Kwak, 2005）。為了尋求下一個豐厚的

收入來源，韓國三大手機業者 SKT、KTF、LG 不得不發展出許多應變策略。

因此，當政府確立了以 DMB 發展作為彌補美規數位電視不足的政策方向後，

SKT 便將 DMB 視為殺手級應用科技，策劃「藍海策略」：欲藉由其潛力，

創造一個尚未存在的新市場；而這也是促進 S-DMB 市場發展的主因。2004
年 3 月，韓國 SKT 旗下的 TU Media 與日本 Toshiba 子公司 MBCo（Mobile 
Broadcasting Co.）合作，聯合發射世界第一顆 DMB 衛星，顯示出日韓在 DMB
發展上欲獲得領導地位的企圖心（Shin, Kim, & Lee, 2006）。TU Media 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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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兩種 DMB 版本：全國性的 S-DMB 和可在都會區提供區域性服務的

T-DMB，但最後主管機關 KBC 僅發給 TU Media 唯一一張 S-DMB 執照，並

於 2005 年開始提供完整的 S-DMB 服務（Shin, Kim, & Lee, 2006）。 

 
        DMB 若欲成功經營，播放內容是關鍵要素。然而，電信公司並沒有經營

節目產製業務，只能向 SBS 和 MBC 購買戲劇和體育節目、向 CGV 有線電視

頻道購買電影類節目、新聞則是向專門的有線新聞頻道 YTN 購買（上野修

嗣，2006）。再加上新聞報導指出，許多手機用戶希望能在手機上收看到電

視網節目，因此強烈希望能重新傳輸地面波電視節目內容至 S-DMB 上播放，

藉此吸引更多訂戶（Lee & Kwak, 2005）。但持有 T-DMB 執照的三大無線電

視台，卻對於其內容於 S-DMB 的再傳輸，持反對意見。純公廣性質的 KBS，
以廣電節目頻道為公共財的理由，堅持不可用作營利用途。而半公廣性質的

MBC 和商業電視 SBS，為了替行動電視時代做準備，雖然有策略性地投資

TU Media；但基於原有的電視市場秩序和節目收視率可能被巨大的電信公司

破壞，因此電視台工會均反對重新傳輸節目至 S-DMB（Lee & Kwak, 2005）。 
 
    再者，由電信公司推出的 S-DMB 服務，是建立在以競爭為基礎的獲利導

向；但如前所述，DMB 是數位電視規格爭戰下的產物，技術面上雖發展完熟，

卻是一種以內部趨力推動 DMB 市場的發展模式，而非由市場拉力或使用者

本身需求等外部因素的驅使（Shin, 2006）。因此，S-DMB 服務若採付費模

式，將很難達成開放近用的目標。日本 MBS（每日放送）製作技術中心的研

究員上野修嗣在參訪韓國三大無線電視台的研修報告中，亦指出韓國 S-DMB
普及率未能增加的原因：(1) 無法和地面波電視同步放送正上檔之節目；(2) 
末端設備機種種類稀少，選擇不多；(3) 免費收視的 T-DMB 已有一定的普及

率（上野修嗣，2006）。由此可知，當兩套可相互取代的 DMB 系統同時出現

在市場中，必定會有利益競爭；地面波業者除了欲維繫在內容上的既有優勢，

在 DMB 新市場的初期發展中，也希望能培養忠誠客戶，因此在競爭策略上，

僅是將非當紅或收視率較低的節目內容販售給 S-DMB 業者；再加上 T-DMB
採免付費模式，導致 S-DMB 事業很難有突破性的發展。 
 
        當時尚未出現匯流管制的機制，廣電主管機關 KBC 的態度，則仍意圖保

有無線電視的優勢。在現有無線廣電業者的抗議下，KBC 遲遲無法授予商業

營運執照給 DMB 業者。直至 2005 年 3 月，KBC 分別釋出六張 T-DMB 執照

給三大無線電視業者、有線電視新聞頻道 YTN、音訊廣播業者 DMB-CBS 和

通訊設備製造商 KMMB 聯盟（高振偉，2006）。隨後，KBC 才決定由 TU Media
和獲得 T-DMB 執照的無線電視網業者自行協商節目重新傳輸合約；而在電視

網工會的強烈反彈下，三家無線電視業者決定：在 T-DMB 服務穩定發展前，

無法與 S-DMB 業者簽訂此合約（Lee & Kwak, 2005）。但電信主管機關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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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電信業者的角度，自然是偏向經濟利益考量，以嘉惠本國電信基礎設備，

使已飽和的電信市場升級；因此在 DMB 市場中，不僅是廣電與電信產業的

競爭，事實上還存在著 KBC 和 MIC 兩個管制機構的競爭（Shin & Venkatesh, 
2008）。表面看來，管制機關避免直接介入，而是交由業者自行協商；但事

實上，無線電視業者在內容產製的既存優勢，一直是 S-DMB 在提供優質內容

上所面臨的挑戰。再者，就韓國廣電法而言，2005 年的《廣電法》仍未清楚

定義何謂 S-DMB，因此舊法的管制不僅不利於 S-DMB，對於跨界所有權和

其對 T-DMB 事業的參與，亦多所限制（Shin, 2006）。 
 
        總的來說，即便當時的管制機構尚未跟隨科技匯流而整合，電訊主管機

關 MIC 仍站在電信業者的立場，希望三大無線電視台業者能提供節目至

S-DMB 平台播放，但廣電主管機關 KBC 仍在內容和執照核發上，保障了既

存廣電業者的優勢，也遲遲未發給商業營運執照給 S-DMB 業者。由此可見，

國有公廣的正當性地位，仍在政府的規劃之下，延伸至數位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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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KBS 的 DMB 平台 

 
    已具備強大規模和品牌的韓國公共廣電，是各政府政策目標的切實執行

者。由於「無所不在」的資訊社會，主要是分成無線通訊和無線廣電兩大要

項同時進行發展，而身為國家領導性角色的公廣 KBS，是掌握了內容生產、

頻道節目輸出等廣電產業鏈的寡佔者，再加上本身品牌的優勢，因此，在無

所不在的優質生活中隨處取得具有公廣品牌的影視節目，這是必然且合理的

結果。KBS 在生活行動化的發展中，為能維繫其公共內容服務的本業，除了

持續國際上的「韓流」傳播與網路建置，並與家電企業建立戰略性業務與技

術合作關係外（郎勁松，2006: 107），同時亦在國家策劃下，配合國家發展政

策，掌握最為關鍵的行動通訊部門，將節目內容透過 T-DMB 傳送至城市的所

有行動接收者。KBS 在 T-DMB 上的發展，也代表了電訊和廣電終歸匯流的

發展趨勢。 

 

 

一、KBS 的發展優勢 

 
        誠如第二節所述，KBS 的性質為國家持股的國有廣電，因此在類比時期

便受到保障，這樣的優勢也延續到數位化時代。韓國因為在電視機發展上與

美國有長遠的合作，便決定採用美規，另外發展 DMB 以彌補美規之不足；

因此，國家必須發展行動通訊科技。在 T-DMB 平台的經營上，從傳輸平台到

電視台業務，政府均授予營運執照；故也是垂直壟斷的結構。 

 
        首先，是 KBS 在 DMB 放送內容上的優勢。如前所述，S-DMB 業者希望

能與地面波業者簽訂電視網節目內容再傳輸的合約，但三大無線電視台業者

卻反對在 S-DMB 平台上共享內容。其提出的理由是：廣電節目頻道代表的是

公眾利益，若放置到付費模式的 S-DMB 上，便同意將公眾利益商業化的一種

行為，為了確保公眾近用廣電之權益，因此反對將其自有節目頻道放置到

S-DMB 平台上播放；然而，真正反對的動機卻是：這些無線廣電業者不想失

去長久以來身為公廣體系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Shin, Kim, & Lee, 2006）。

KBS 所經營的 T-DMB 事業，在內容、傳輸和加工處理等三類服務範疇上，

仍維持垂直壟斷的廣電結構；假使將節目頻道提供給其他平台、或是透過節

目獨立製作者供應節目，自己只經營傳輸的部分，那麼原本具主導優勢的 KBS
便可能面臨與新進廣電業者、電訊服務提供者一同競爭的挑戰。因此，K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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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更多自由競爭的可能，在內容產製上也不願放棄既存優勢。 
 
    事實上，政府為了防止 T-DMB 變成一個壟斷 DMB 市場的結構，其態度

亦傾向保障無線電視業者的內容事業。2004 年 6 月的公聽會上，KBC 曾公布

一項管制決議：除了 KBS1 台和 EBS 電台的節目頻道以外，禁止其他地面波

電視節目頻道於 T-DMB 平台之外再進行傳輸。此決定當然引起衛星 DMB 營

運業者的激烈抗議，因為如此一來，不僅無法開拓訂閱者付費市場，也扼殺

了衛星 DMB 事業的發展前景（Baek & Kim, 2006）。政府的態度，明顯傾向

維護無線電視業者在 DMB 事業發展上的優勢。 
 
        第二，是 KBS 等公廣公司被授予 T-DMB 營運執照的優勢。由於韓國政

府始終相信，T-DMB 服務與 S-DMB 相比，處於發展劣勢，因此政府是傾向

給予 T-DMB 保障、並於 S-DMB 事業上強加了許多限制（Baek & Kim, 2006）。
以 DMB 執照發放的最終結果而言，負責核發 DMB 執照的主管機關 KBC，
僅釋放出一張 S-DMB 執照，但 T-DMB 卻釋出六張營運執照，其中三張由三

大無線電視業者擁有，另外三張則由現存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 YTN、

DMB-CBS（音訊廣播業者）和 KMMB 聯盟（通訊設備製造商）獲得。從獲

取執照的業者身分看來，T-DMB 市場並未開放新進業者進入，而是保障了既

有業者（尤其是國有公廣）的利益。且由於 T-DMB 服務採免付費經營模式，

因此 T-DMB 必定無法像付費制的 S-DMB 一樣從中賺取利益；然而，韓國政

府既然發照給 KBS，便表示在某種程度上，還是確保了無線廣電身為一個免

費地面波傳送平台的滲透率與優勢。 
 
        第三，是 KBS 在 T-DMB 市場內部，與同為 T-DMB 服務提供業者相較

下的營運優勢。KBS 是代表國家的公共廣電，在 T-DMB 服務的準備上，從

技術發展至媒體試驗，均有充足的資源與優勢。當 T-DMB 執照進行核發時，

KBC 曾建議，為了避免大型廣電公司壟斷市場，應該限制每個 T-DMB 營運

業者在獲取以多工分配器12（multiplex）頻率可分割出的「營運者」（operator）
為單位，所核發的傳輸寬頻執照張數；但是，KBS 卻希望能獲得兩個 operator，
如此可切割出四個影視頻道，才能傳輸 KBS1、KBS2 和 EBS 共三個電視頻

道的節目（Baek & Kim, 2006）；這項 KBS 計畫卻引起另外兩家無線電視台

業者 MBC 和 SBS 的強烈反彈，認為這可能引起市場不公平競爭。最終執照

                                                       
12多工被定義為「將所有攜帶一或多個服務的數位資料合流於單一的實體通道中」（台灣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2005）。 
在傳統電視系統裡，每一個節目佔一個頻率；而數位電視中，是以一個多功分配器佔有一個頻率，

壓縮方式可以載送更多的節目，而政府核發執照也以多功分配器的頻率為單位。因此，在一個多

功分配器的傳輸頻寬中，業者可以將它切割成不同組合的節目頻道，或更多個影像變化小的節目

頻道、或資料廣播頻道。未來數位因壓縮技術形成多頻道的組合有許多不同的組合模式。資料來

源：洋洋實業有限公司。http://www.oceanictrading.com.tw/epaper.php?e_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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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結果，雖未如 KBS 所願，但是當韓國正式開始提供 T-DMB 服務，KBS
仍是幾乎獨佔 T-DMB 市場。 

 
        因此，在 KBS 自身擁有 T-DMB 的營運和傳輸執照，以及既有的內容產

製優勢下，自然不願將具有高收視率的節目頻道放到 S-DMB 平台上播放。當

2005 年主管機關 KBC 釋出六張 T-DMB 執照後，KBC 才決定由 TU Media 與

無線電視網業者自行協商；而在三大無線電視台工會的強烈反彈下，電視台

決定在自身 T-DMB 服務穩定發展前，將不會與 S-DMB 簽訂內容頻道重新傳

輸的合約（Lee & Kwak, 2005）。因此，KBS 仍持續其身為國有公共廣電一

直以來的獨占優勢。 

 

 

二、KBS 發展相關服務 

 
       國有公廣 KBS，不論在新科技或多元內容的發展上，一直以來在國家的

規劃下，扮演著領導韓國向前邁進的推進器角色。2004 年初，當關鍵的「IT839」
策略公布後，KBS 便在 2004/2005 年度報告裡首度向眾人展示，其在先進廣

電技術和數位媒體的發展上，建構了 DMB 輸出系統和數位基礎設施的擴充：

包括開發全球首創的國內 DMB H/W 加密系統、以及影音或數據頻道所使用

KBS 自身建構的 DMB 輸出系統，並成功應用於試驗服務，以向國際標準化

的目標邁進。同時，在數位媒體上的發展，也以「無所不在&創新」（Ubiquitous 
& Innovation）為目標，提供在任何地方均可近用豐富多元的廣播通訊匯流服

務。當 T-DMB 服務開始提供，即時性的資通訊服務和自製韓劇的放送，便成

為 DMB 吸引穩固閱聽眾的主要經營戰略。 

 
    2005 年，是 KBS 發展地面波 DMB 最為關鍵、成果也最為豐碩的一年。

2005 年 3 月 28 日，KBS 獲得首都經濟圈地區的 T-DMB 經營執照後，便開始

積極發展各項前置作業，包括：首先設置地面波 DMB 特別委員會，制定了

KBS DMB 頻道綜合品牌─U-KBS 和 CI，並於 5 月的 KOBA 展（廣播電視設

備展覽會）中進行現場試播、11 月的釜山 APEC 會議中進行 DMB 示範服務

等（KBS Annual Report, 2006）。2005 年 12 月 1 日下午 4 時，包括 KBS 在

內的六家 T-DMB 業者，於首爾、仁川、京畿地區正式啟動領先全球的地面波

DMB 廣播服務（白承宰，2005）。 
     
    DMB 服務正式啟動後，在基礎硬體和終端設備的建置部分，KBS 開始與

政府機關和終端製造商積極合作，確定了建構轉播網方案及工程費籌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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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銷售手機機型的合作協議；同時，亦積極促進海外宣傳活動，建立

對外業務的合作體制（KBS Annual Report, 2006; KBS Annual Report, 2007）。

至於更為核心的內容放送部分，KBS 首先提出四個 DMB 服務頻道，包括（KBS 
Annual Report, 2006）： 
 
（一） U-KBS Star 頻道─專門播放 KBS1 台公益相關之節目；  
（二） U-KBS Heart 頻道─以 KBS2 台播放的節目為基礎，並提供觀眾可參

與製作的互動內容、訊息等創意性內容； 
（三） U-KBS Music 頻道─提供高音質及多媒體加值服務的 24 小時專業音

樂頻道，其利用 DMB 製作編輯的創新方式，引領數位化廣播媒體的

發展； 
（四） U-KBS Clover 頻道─以 100%獨立編排、24 小時不間斷地提供公益性

生活與文化訊息的數據頻道。 
 
        這四個頻道，除了將傳統地面波電視的節目延伸至 KBS 服務上，亦有別

於傳統線性傳播的電視放送，提供了更多雙向互動和公益性的生活資訊等服

務。 

 
        在傳統的服務延伸部分，如開台營運後的一年內，U-KBS Star 為能與

KBS1 有效進行同步轉播，便將 DMB 自身節目產製比例逐步下降至 15.1%；

而 U-KBS Heart 作為專門的家庭文化頻道，則是以 KBS2 台同步轉播的節目

為核心（KBS Annual Report, 2007）。也就是說，DMB 頻道近一半的內容，

是透過傳統 KBS 電視台節目的放送，將 KBS1 在公益性、KBS2 在娛樂性的

價值延伸至 DMB 管道。尤其是當紅的無線台韓劇，繼海外市場的成功拓展

後，又找到了線性傳播以外的 DMB 管道，使韓劇能以更多元化的傳輸方式，

打造出優質品牌與額外獲利。學者 Kim & Park 研究 KBS、MBC 和 SBS 在數

位化環境下，黃金時段韓劇播放方式的轉變時，亦發現 2004-2006 這三年間，

三大電視台過去線性時序式的播放方式，已逐漸被取代，韓劇開始以同步傳

輸的方式，被傳送至所有可接收節目的管道中，這些管道包括有線電視、網

路電視、VOD 和 DMB（Kim & Park, 2008）。由此可知，當紅韓劇亦成為

KBS 在各新媒體市場上的競爭利器。 
 
    但 KBS 提供的 T-DMB 頻道，因擁有移動通訊特點，故仍有不同於傳統

電視台的服務類型。如 U-KBS Heart 台，雖是以同步轉播 KBS2 台的節目為

核心，但仍努力透過 KBS2 高收視率節目內容的二次加工處理、以及擴大實

驗性的節目特輯，提高 DMB 自身節目的產製比例（約 27.6%）（KBS Annual 
Report, 2007）；此外，T-DMB 頻道的雙向互動和數據傳輸服務，更是傳統電

視業者較無法提供的兩項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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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雙向互動的功能而言，基於 DMB 系統單獨營運時，較缺乏互動功能，

且手機、膝上型電腦、車內裝置等終端接收設備，若缺少無所不在的高速上

網連結技術，也不適合提供互動服務的狀況下；因此，KBS 在與使用者的雙

向互動服務上，也不斷努力突破。2006 年 5 月，KBS 開始和韓國固網電信業

者 KT 合作，欲推出結合 DMB 與 WiBro 在無線寬頻連結功能的新服務，使

用者將可利用 WiBro 提供的行動上網功能，查詢 DMB 節目的各項背景資料，

並可重複瀏覽同一節目的其他舊集數；KBS 和 KT 甚至還計畫提供

T-Commerce、互動遊戲、猜謎活動和即時連線投票等加值服務（Kim, 2006）；
此外，為提供 DMB 頻道雙向式互動的增值數據服務，KBS 亦與行動電話服

務商 KTF 簽訂 T-DMB 入口網站的共同營運協議（KBS Annual Report, 2007）。   

 
       KBS 的網站上，亦特別強調 T-DMB 頻道和傳統 KBS 頻道在服務上的差

異。T-DMB 所提供的服務，是隨用戶的需求和意見而生，因此「雙向互動」

將是主要強調的特點（KBS, 2009）。譬如傳統的運動賽事轉播，僅只是單向

的觀賞球技；但 T-DMB 的節目，卻可以預測比賽結果並開設賭盤、或是進行

比賽模擬；甚至也可下載影音內容、或是與節目中的演出者作互動，詳見下

列表 1。 

 
表 1: 傳統 KBS 電視服務與 T-DMB 服務的差異 

 傳統電視服務 T-DMB 服務 
電視音樂節目 收聽音樂、觀看 MTV 收視音樂節目的同時，

可同步與 LIVE 節目的

演出者一起玩遊戲 
電視猜謎節目 預錄好的節目，觀眾沒

有參與權 
觀眾可以和演出者一起

進行猜謎比賽 
運動賽事  觀賞球技、參與整場賽

事的過程 

可進行結果預測並開設

賭盤、亦可進行比賽的

模擬狀況 

影音服務  按表訂節目表收視，無

下載服務功能 

可隨時進行內容下載 

看電視上的公演、舞台

劇等藝術類節目 

僅收視功能  可同步預訂旁聽券 

交通導航  僅能在出門前收視路

況，且無導航功能 

具導航功能，可指引最

短距離或不須塞車的路

線，路況亦隨時可更新

 
        至於數據傳輸服務，則體現了公共服務的新價值。如 U-KBS Clover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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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近一年，便已大幅增加新聞、天氣、外語、證券及旅遊等資訊菜單，企

圖推出多樣化的新內容服務；另外像是提供與放送節目相關的附加資訊與表

演者情報等，也都是 KBS 努力的方向（KBS Annual Report, 2009）。除了手

機終端的資訊行動化服務，KBS 同樣也兼顧到汽車行動裝置的需求。像是為

了開發以 T-DMB 為基礎的交通、旅遊等資訊即時性服務─T-PEG，KBS 便

與國內現代汽車公司合作，以預付費的形式，推出「KBS Mozen T-PEG」服

務（KBS Annual Report, 2007）。這項 T-PEG 服務，不時提供精準的路況報

導和交通訊息，甚至是一種導航替代技術，可提供最快速、避免堵塞的替代

道路資訊給駕駛人，以避免塞車之苦。 
 
    檢視上述的服務項目可知，從 T-DMB 正式提供服務開始，KBS 便將整

體營運重心，置放於地面波、DMB 和衛星電視等多元化媒介的業務拓展，除

了延續過去免付費服務和廣電文化發展的領航者角色外，亦將公共服務的價

值延伸至各種傳輸管道，以防止低俗的商業文化產生擴散作用。 
 
    發展至近三年，KBS 的經營重心便隨著 T-DMB 匯流媒介的發展，開始

轉移至廣播通信技術的融合，並擬定匯流媒體戰略，如數位高畫質節目的轉

換計畫、區域性網路、線上經營等新服務。2007 年 KBS 的廣電政策，也將

T-DMB 的基礎服務逐漸擴增至應用服務層面。像是 T-DMB 廣電節目的播放

區域，已擴大到全國各地方城市，並採取專業編排方式，製作特別適合移動

收視的節目，以及開發多種商務模式（KBS Annual Report, 2008）；2008 年

起，為了發展、提供附加價值與普及服務給公眾，KBS 藉由各項計畫的推動，

建立了數位產製、增進數位電視服務品質的標準。這些計畫包括有：利用 DMB
進行的 T-PEG 服務、擴大行動視訊服務的覆蓋面積、數位電視頻道的高品質

影音畫面、確立網路電視（IPTV）適用的地面波標準、訂立數位內容製作的

四大標準化工程、以及構築數位存檔等計畫（KBS Annual Report, 2009）。 

 
        從上述 KBS 在 T-DMB 的整體發展歷程看來，KBS 正逐步完成其所預定

T-DMB 服務的「4E」目標（KBS DMB Website, 2008）： 
 
（一） Everything：突破類比內容的傳送界限（開發移動環境中的最適化內

容）； 
（二） Everywhere：克服固定收訊的傳送界限，使全國性服務早日完成； 
（三） Everytime：突破單一化的視聽型態（可提供自由視聽的時間）； 
（四） Everyone：為所有的每位人民提供免費且普遍的服務。 
 
        這四項目標，延伸了公共廣電最核心的存在正當性基礎─普及的全國性

公共服務；但也兼顧了行動多媒體更為多元的視聽型態特質，將公眾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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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容，轉化成一個具有價值的公共服務，使韓國國民的生活能夠處處行

動化。同時，T-DMB 服務的核心概念與實踐上，亦依循國家在資訊科技發展

的政策取向。包括行動通訊、廣電與電信的數位匯流，以及無所不在的數位

媒體普及近用等，均是政府決定數位電視標準規格後，KBS 開始規劃的重點

發展項目。 

 
       KBS 身為一個國有特質強烈的廣電業者，各項資源與生產鏈均是由 KBS
垂直壟斷；因此，不論是具文教意義的內容產製本業、抑或新科技的發展上，

KBS 一直佔有絕對優勢，這樣的特殊身分，也使其背負了領導國家提升廣電

領域層次的重責大任。KBS 藉由 T-DMB 服務，延伸了傳統的存在價值、也

開創了新的數位化任務；如此也可說，KBS 的 T-DMB 服務，同時達成了公

共電視在擴大公共服務和數位化的雙重目標。 

 

 

三、發展 DMB 服務的限制 

 
        然而，免費提供 T-DMB 服務的發展模式，卻是兩面刃，雖累積了眾多使

用者，卻也限制了 KBS 從中發展加值服務的可能。由於 T-DMB 使用的是 VHF
波段，且 KBS 是以公共服務為營運核心，因此，即便 T-DMB 有商機可圖，

也非 KBS 的主要目的。但從實際面做考量，T-DMB 每個月需要 5 億韓圜以

維持基本營運，而廣告收入則至少需要兩千萬的進帳（Sun, 2007: 196）；再者，

由於 DMB 須藉由行動電話的基地台，來架設傳輸站以做為補隙功能，因此

必須仰賴電信公司所設置的傳輸網路，而這也是營運 T-DMB 最耗費的成本。

然而，單憑微薄的廣告獲利，根本無法支撐補隙站建置和提供服務所需的各

項成本；因此 T-DMB 的執照擁有者便要求 KBC 能同意其提供部份付費服

務，或是每個月收取 5 美金的服務費用，以資助補隙站裝置的成本（Lee & 
Kwak, 2005）。但近年來，由於沒有經費編列，這些原是經營電視台的 T-DMB
業者，對於補隙站的建置毫無計畫，因此仍常接到使用者對於收訊不良的抱

怨（公視策略研發部，2006）。經過長時間的公共討論後，包括 KBS 在內的

六家 T-DMB 業者與五家 T-DMB 手機製造商協議，共同負擔補隙站建置的成

本；雖維持了免費服務的模式，卻使可收視 T-DMB 的手機價格暴漲（Lee & 
Kwak, 2005）；。 

 
        在獲利低、節目投資跟著受影響的狀態下，DMB 節目播放的品質與數量

是否充足，也成為發展 T-DMB 時，必須考量的問題。根據《廣電法》之規定，

50 分鐘的節目放送，只能播放 5 分鐘的廣告（即一成的節目時間），但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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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時間全部出售，也僅有 40 萬韓圜左右的進帳；然而，T-DMB 業者需要

約五百萬資本額，才能製作出 50 分鐘的節目（Sun, 2007: 197）。因此，不僅

是 S-DMB 遇到節目提供上的困境，事實上，T-DMB 業者在獲利受限的情況

下，為能降低成本，便無法替 T-DMB 平台產製不同於電視台的節目內容，以

形成市場區隔化；自然也就無法吸引到更多元的使用者。 

 
        T-DMB 付費與否的爭議，顯示出科技匯流後，究竟應由誰來負擔提供廣

電匯流服務時所需之公共設備成本、以及新匯流媒介共同遭遇到節目產製數

量是否充足的問題。在免費提供服務的模式下，KBS 雖可吸引較多的訂閱率，

同時藉由 KBS 優質的節目內容，培養忠誠的使用客戶，但基於主管機關 KBC
希望 T-DMB 是為一項普及服務的前提下，就算訂閱戶數再多，也無法填補須

大量耗費的營運成本；而這也間接影響到內容產製預算縮減、無法形成新媒

介與舊媒介市場差異化的困境。未來 DMB 事業的發展，在廣電和電信業尚

未真正匯流的情況下，仍可能出現許多不確定性。 

 

 

四、小結 

 
        即便進入數位化時代，各國公共廣電的正當性地位也因物理特質的資源

稀有性不再，受到很大的威脅；然而，韓國自 1980 年代便已建立穩固的公廣

體系，各項資源與生產鏈均是由 KBS 垂直壟斷的廣電結構，再加上發展完善

的使用者付費制度，致使 KBS 仍是廣電市場中，提供普及基礎服務的優勢主

導者。T-DMB 或許並非 KBS 從數位化發展初期即預定發展的服務；但時勢

所趨，韓國的數位廣電發展在各方角力的妥協下，不得不朝向行動數位接收

的發展趨勢而去；畢竟，在人民生活與消費型態的轉型、整體國家數位電視

發展政策、以及追求國際影響力和商機等各種複雜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打著

國家優質廣電品牌的 KBS，若希望能維繫公共服務的正當性，並以活化資源

的方式，開創新的收入來源，其勢必需要從中扮演一個新角色，而無所不在

的行動通訊接收服務，便成為 KBS 一個偶然、卻也是必然的發展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