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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無線電波頻率、電視、數位化、產業、公共政策 
 

研究緣起 

自二十世紀九○年代起，通訊傳播科技與相關產業加速匯流，其關鍵性

技術即在於傳輸訊號的（全面）數位化。在既有的傳輸管道上，衛星、線纜

及地面無線電波原已分別供廣播（音訊）電視（視訊）傳輸節目訊號之用，

我國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及無線商業電視業者也藉此提供觀眾多達一百餘頻

道的電視節目，並且透過收視費、節目授權費與廣告費維繫其營業。由於舊

有節目訊號以類比方式傳輸，音訊、視訊與一般語音及數據資料明顯區隔，

並不利於通訊傳播匯流發展；因此，善用不斷進步的數位化科技，重新安排

衛星、線纜及地面無線電波傳輸方式，於是成為我國全盤規劃未來通訊傳播

政策的重要環節。 

雖然，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多年協助通訊設備及家電製造業者研發

數位傳輸技術，在數位廣播、數位電視等用戶端接收設備的設計製造上已有

部分成果；但是，傳輸訊號系統、無線電波核配使用與收費方式、數位化之

後的服務與營業型態，以及替代技術與競爭商品（例如：行動通訊）發展趨

勢等因素，仍是影響未來數位無線電視定位與發展的關鍵因素。由國內各無

線電視業者共同推動的「數位電視實驗台試播計劃」，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底完

成工程測試，然而，仍有不少相關技術規範無法確定。政府原訂於今（九十）

年十二月完成全區開播的時程，勢必因此受影響。在此之前，我國既有類比

訊號傳輸標準 NTSC 原屬美規系統，推動數位化初期也跟隨美國、擬以 ATSC

為傳輸標準。其後，由電視學會委託學者進行實地測驗，結果證明 DVB-T（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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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系統在各項技術條件上優於 ATSC 系統。交通部因此重申其「技術中立」

的政策立場，開放（設備與終端機製造廠商、無線電視台）業者之間自行協

商訊號傳輸標準；自此，採用歐規系統已經成為我國規劃無線電視邁向數位

化發展的政策主軸。 

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有鑑於數位化傳播科技將是無線電視產業未來轉

型契機，在新政府「打造數位台灣世紀，引領知識經濟風潮」的新願景下，

試圖探索無線電視在電信、資訊與傳播媒體加速匯流的全球趨勢下應有的定

位，據以擘畫傳播政策、建構相關法制，並以「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

與發展」為題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研究。本研究小組成員自歷來專業經驗與研

究成果中，也發現我國無線電視產業轉型勢在必行，相關法制配套措施的通

盤調整極為迫切。基於以上認知，本研究計畫並不以比較中外學理或印證抽

象理論為自足，更著眼於我國無線電視產業面臨當前傳播環境鉅變的時代背

景中，政府究竟應如何規劃適當的政策方針及配套法制措施，俾其順利轉型、

蛻變為數位化時代服務在地民眾的嶄新媒體。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小組成員來自不同學門，專長及研究領域則涵蓋無線電視數位化

相關的電信及廣播電視產業經濟、通訊技術、管制實務、法律規範、政治經

濟分析等面向。為完整且深入處理研究題旨所涉及各項議題，本研究小組一

方面依專長分工、就不同問題癥結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則跨越個別學科限制、

通盤檢視政策取捨之際所應辨明的各項考慮。雖然，本研究小組成員在專業

經驗上都曾經歷國內相關實務，對於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問題癥結之所在並

不陌生；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本研究小組仍從檢索、分析國內（外）既有

文獻著手，厚植理論及實證分析的資料基礎。 

本研究小組除比較各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模式之外，也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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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產業既有實證資料、分析相關管制法律規範、整理國內各項立法草

案及政策規畫資料、探討無線電視跨業經營電信資訊相關議題，並且就相關

決策資訊訪談主管機關人員。另一方面，研究小組成員來自於不同專長領域，

除定期討論交換意見之外，研究小組內部也分別於五月二日、八月八日、八

月二十九日等多次召開研究會議，以跨科際的整合觀點分析相關資料、回應

實務上所遭遇的現實問題，藉以匯集、歸納整體政策評估意見。 

整體而言，本研究報告從問題意識出發（第一章），先掌握我國無線電視

產業重要實證資料（第二章），再探究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所造成的產業

影響及其配套因應議題（第三章），然後比較參證各國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

既有經驗（第四章），抽繹、整理各項我國因應無線電視數位化趨勢必須面對

的重要公共政策議題及可行對策（第五章），然後整理各項研究發現、提出政

策建議（第六章）。 

研究發現 

1.數位時代無線電視的定位 

純就無線電視產業相關市場發展趨勢而言，無線電視廣告營收總額持續

萎縮，各商業電視台的收視率也在眾多有線電視頻道競爭下難以拓展；近年

來更因廣告收入銳減、人事成本居高不下，造成三台本業虧損、業外收入比

重逐年增加的發展困境。透過各無線電視台合作建構數位發射站、自行合組

數位傳輸平台管理機構，促使我國無線電視在邁向數位化的同時，漸次浮現

「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的雙元市場架構。數位時代無線電視的體

系及定位，可以下圖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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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傳輸平台在技術上可供多種傳統節目視訊以外的其他通訊服務利

用，配合應用條件式接取技術之後，更可以提供各種付費的資料廣播服務；

此外，透過固網或行動通信業者所提供的回傳鏈路，還可以突破單向傳輸的

限制、發展雙向互動的各種通訊服務。因此，各無線電視台共組新的事業單

位經營數位傳輸平台，實則無異成立新的通訊基磐（電信）事業；尤其，我

國數位電視畫面規範捨 HDTV 而就 SDTV，各無線電視台在播放原有節目頻

道之後仍有相當的剩餘頻寬可供利用。依目前收費頻道及廣告市場發展趨

勢，個別無線電視台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多頻道電視；倘若集合五家電視台剩

餘頻寬統籌運用，也足以發展出相當於寬頻行動通信的營運規模。即使無線

電視台放棄藉此跨入寬頻通信業務的機會，依舊可以共組多頻道數位電視家

族，爭取有線電視所不及的二成左右收視戶、並且保有小部分傳統電視廣告

市場。 

總而言之，邁向數位化發展的無線電視，業已在「通訊基磐－傳播內容」

垂直分工的市場架構下脫胎換骨、逐漸轉型之中。 

 

收
視
戶

公用事業：通路 
 
 
 
 
 
 
公平接續 

普及服務 

通訊基磐 
(無線發射網) 

傳輸平台 
(通訊服務) 

媒體事業：多元、均衡 
 
(內容提供者) 
 
 
 
 
公共服務               近用

數位電視台 
(多頻道節目)

資料廣播 
(付費服務) 

數位化傳統類比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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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時代無線電視的發展 

為提高無線電波資源使用效率更應優先於保障業者既有利益，未來「通

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架構成形後，以無線電波使用權為其基礎的傳

輸執照理應回歸電信法規範，依照電信自由化政策基本精神自然必須開放所

有合格者競標。當然，關於數位無線電視節目視訊的普及與提供「近用」等

公共服務，當然應該成為傳輸執照的申請條件、甚至強化為業者的法定義務。

如此，則數位化轉換初期五家無線電視台以其既有設備優勢，實際上並無其

他競爭者能在短期內跨越申設門檻，更無必要明文排除參與競標傳輸執照；

既有業者在新進者後來居上的競爭壓力下，也能強化其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與

經營效率的誘因。 

 
 
 
 
 
 
 
 
 
 
 
 
 
 

在適當通訊與傳播政策引導之下，衛星、地面無線電波及線纜（及固網）

等通訊基磐將加速匯流，出版、廣播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也將與娛樂軟體

（電腦遊戲）、資料庫等融合為多媒體傳播內容。另一方面，成功的近用與普

及服務政策將強化整合數位通訊網路的寬頻及互動優勢，在促進資訊通訊與

衛星 

地
面

收
視
戶 

通訊基磐 
(無線發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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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相關產業成長之際，同時提升全體國民參與公共事務、平等獲取自由開

放的多元資訊內容。至於獎助本土與創作內容的文化政策，則將豐富多元傳

播內容、促進族群相互瞭解、有助於社會整合。 

總而言之，在「通訊基磐－傳播內容」的雙元規範架構之下，政府必須

及早引導市場健全發展、補強既有體制缺陷，數位時代的無線電視才有機會

朝資訊社會的理想永續發展。 

政策建議 

比較美國、日本與歐洲各國經驗，政府必須超越狹義的「產業政策」觀

點、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優先把握無線電波資源公有的基本立場，以適

當的政策手段及制度誘因提升地面無線電波頻率的使用效率。例如：依數位

化進程與政策配合度採取差異化規費、以漸進方式逐步反映無線電波使用對

價，或者，導入與其他通訊業者競標或以合理利潤率、回饋金等模式施予業

者制度誘因，都是可供選擇搭配的政策工具。 

我國由於有線電視普及率高、有線系統產權集中化趨勢顯著，電視頻道

送達收視戶的通路不免有遭壟斷之虞。因此，仿照美國既有立法例，制定關

於有線電視系統必載無線電視節目的法律規範，對於化解市場垂直交易關係

所生爭議的積極作用仍有不足。本研究小組認為：唯有正視系統業者提供寬

頻通路的特質，納入整體通信服務事業之中加以規範，亦即，將包括系統業

者在內的所有通訊基磐經營者納入電信法架構下統籌規範，既不得對於個別

頻道業者或收視戶「拒絕電信之接受與傳遞」，還必須「公平提供服務」「不

得為差別處理」，才能充分還原其搭建頻道節目通向收視戶所需橋樑的公用事

業角色。 

關於無線廣播電視的「近用」問題，雖然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業

已明確揭示其憲法意旨，迄至目前為止卻未曾落實於法律制度之中。未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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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修法貫徹釋憲內涵之外，關於數位無線電視節目視訊的普及與提供「近

用」等公共服務，也應該納入業者申請相關傳輸執照的積極條件、甚至強化

為業者的法定義務，藉以強化其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與經營效率的制度誘因。 

整體而言，調整主管機關建制、通盤檢討修正通訊及傳播相關法令，必

須在設定政策目標、創造制度誘因等宏觀層次上，把握公共服務理念、認清

產業發展趨勢。切忌因人設事、昧於積習，錯失無線電視數位化所能帶來的

再生契機。 

根據以上原則，針對「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政府各機關宜

分短、中、長期不同時程，推動以下各項政策： 

 

短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落實有線電視系統必載無線電視頻道(有線

§37)及公益近用(有線§25)等相關規範 

新聞局、各

地方政府 

文建會、民政及社會

團體主管機關 

二 落實廣播電視基金法定用途(廣電§14a) 新聞局 公視基金會 

三 落實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法提撥特種基金規

範(有線§53 I) 

新聞局 地方政府、公視基金

會 

附註 以上三項均為落實現行法律規定，無需另行修正或制定法律 

四 落實無線電波頻率使用期限及收取使用費規

範(電信§48) 

交通部 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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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差別化費率提供適當誘因，促使業者及早完成數位化（無需修法） 

五 檢討調整政府及政黨持有無線電視台股權問

題(廣電§5) 

新聞局 國防部、教育部、財

政部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附論及附錄四 

六 檢討調整數位電視設備技術研發及輔導政策 經濟部 交通部、新聞局 

附註 除發射、接收（數位電視與機上盒等）設備之外，應涵括數位內容有關產業

七 促進無線電視災害防護與社會教育功能 新聞局 內政部、教育部等 

附註 依現有法令(廣電§7, §16)已有相關規範，數位化後應可強化 

中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無線電波頻率使用分配原則及標準立法明定 交通部草擬 NICI 小組、法務部

附註 落實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意旨，修正廣電§8,電信§48 等規定 

二 檢討整併通訊基磐主管機關、調整相關法制 交通部 新聞局、NICI 小組

附註 應納入「政府組織再造」通盤規劃架構之中（研考會主辦）詳見第五章第四節

三 檢討調整視聽傳播內容相關管制及輔導法令 文建會 新聞局、法務部 

附註 應檢討廢止不合時宜管制規範、因應加入世貿組織變局輔導本土創作 

四 隨時檢討提升無線、線纜及衛星傳輸效率 交通部 NICI 小組、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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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維護「使用者付費」原則，任何優惠均應以擴充公共服務為前提要件 

長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建立「通訊基磐–傳播內容」雙元規範架構、

維護市場通路開放 

未來通訊傳

播主管機關

消保、公平交易、經

濟、法務等主管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一節、第二節 

二 確保普及服務及民眾「近用」權 未來通訊傳

播主管機關

消保、公平交易、經

濟、文化等主管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三節 

三 獎勵本土及創作內容 未來文化事

務主管機關

各地方政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二節及附論 

四 適當配置公共電視資源、促進良性傳播內容

競爭 

未來文化事

務主管機關

未來通訊傳播主管

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附論，並參考本報告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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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自二十世紀九○年代起，通訊傳播科技與相關產業加速匯流，其關鍵性

技術即在於傳輸訊號的（全面）數位化。在既有的傳輸管道上，衛星、線纜

及地面無線電波原已分別供廣播（音訊）電視（視訊）傳輸節目訊號之用，

我國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及無線商業電視業者也藉此提供觀眾多達一百餘頻

道的電視節目，並且透過收視費、節目授權費與廣告費維繫其營業。由於舊

有節目訊號以類比方式傳輸，音訊、視訊與一般語音及數據資料明顯區隔，

並不利於通訊傳播匯流發展；因此，善用不斷進步的數位化科技，重新安排

衛星、線纜及地面無線電波傳輸方式，於是成為我國全盤規劃未來通訊傳播

政策的重要環節。 

雖然，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多年協助通訊設備及家電製造業者研發

數位傳輸技術，在數位廣播、數位電視等用戶端接收設備的設計製造上已有

部分成果；但是，傳輸訊號系統、無線電波核配使用與收費方式、數位化之

後的服務與營業型態，以及替代技術與競爭商品（例如：行動通訊）發展趨

勢等因素，仍是影響未來數位無線電視定位與發展的關鍵因素。由國內各無

線電視業者共同推動的「數位電視實驗台試播計劃」，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底完

成工程測試，然而，仍有不少相關技術規範無法確定。政府原訂於九十年十

二月完成全區開播的時程，業已因此受影響而有所遲延。在此之前，我國既

有類比訊號傳輸標準 NTSC(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原屬美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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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推動數位化初期也跟隨美國、擬以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為傳輸標準。其後，由電視學會委託學者進行實地測驗，結果證

明 DVB-T(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Terrestrial)歐規系統在各項技術條件上

優於 ATSC 系統。交通部因此重申其「技術中立」的政策立場，開放（設備

與終端機製造廠商、無線電視台）業者之間自行協商訊號傳輸標準；自此，

採用歐規系統已經成為我國規劃無線電視邁向數位化發展的政策主軸。 

 

第一節  研究緣起及研究目的 

在討論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議題之前，有必要先檢視當前無線電視管制

問題癥結所在：去（二○○○）年總統大選後，行政院新聞局抽回送立法院

審議中的「無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原已定案的「提供多頻道服務」、放

寬「經營電信業務」及「分配數位頻道給既有業者」等「數位化」既定方案

重回擬議階段（程宗明，2001）。另一方面，該局為回應社會輿論，就無線電

視台選舉新聞報導不公，以及長久以來綜藝節目不當表現所引發的各種不

滿，特別向立法院承諾以兩個月為期，提出一套具體的改革行動綱領。稍後，

該局於五月底正式以「無線電視台總體政策及結構改造專案小組」為名，邀

請學界與專業人士參與討論及共同撰寫行動綱領報告。 

新聞局為專案小組設定的主要議題，總計有三項： 

一、資源合理分配：黨政軍勢力退出無線電視台可行性之研析、電波公

有化、電台合理分配等； 

二、節目內容品質：法規面的調整、媒體自律、申訴管道、閱聽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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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數位化環境之變革：數位化之後電視台的走向及變革。 

依據三項主題也同時將專家學者分成三個任務小組：「廣電資源分配

組」、「廣電媒體監督機制及閱聽人參與組」、「數位電視製播政策組」。 

在這種特殊的安排下，數位電視相關議題的設定，受限於社會各界對「黨

政軍退出三台」等歷來媒體改造議題的既有模式，基本上仍以現有類比電視

技術為思考藍本；因此，雖然數位電視相關政策擺盪不定問題，已經在大眾

媒體中不定時流傳將近三年之久，卻仍侷限在家庭視聽娛樂產品能否升級的

認知層次，未曾將此項政策與台灣特有的無線電視體制改革議題相互扣合。   

因此，專案小組在總結報告中指出：數位化並非解決當前無線電視問題的萬

靈丹、國家必須提供一套合乎公共利益的明確政策，才能進一步評估數位化

時代無線電波公益使用精神（馮建三、景崇剛，2000）。 

本研究小組成員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中（施俊吉等，1999；

施俊吉等，2000a；施俊吉等，2000b），發現：探討電信、資訊及傳播媒體相

關產業匯流發展有關議題，並非單就技術觀點或（短程）順應輿論情勢即能

輕易斷言，相關政策規劃及法制設計更不能任意抄襲外國既有經驗，便逕自

套用於我國。對於產業營運現況、市場生態、技術發展與應用趨勢、既有法

制架構，以及其間交互影響情形，倘能切實針對國內現況、透過有關專業分

析適當予以掌握，無論解除管制、開放競爭或配套設計整體結構規範，始有

堅實的決策依據可供研判，從而孚應公眾期望並且提高政策可行性。 

首先，就訊號傳輸技術條件及其商業應用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言，一

旦數位化電視開始營運，由於其具雙向傳輸功能，即已脫離傳統單向音視訊

廣播，而自然進入電信服務業。倘若推動數位電視已成為政府既定政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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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電視的商業營運模式必然與電信業匯流，也將隨此趨勢發展成為嶄新的通

訊平台。這種通訊與傳播匯流的模式一旦建立，將強化無線電視產業轉向數

位化發展的市場經濟基礎；對於消費者不習慣互動傳輸模式及排斥視訊服務

將收費營運型態的心理作用，也有助於化解或減少抗拒程度。 

再就無線電視傳輸方式數位化之後、在技術上將促成回傳路徑（return 

path）的商業利用一點而言，數位化無線電視產業與無線通信業勢必強化其

彼此整合發展的趨勢。目前由於現有 wireless link 技術用以裝置數位電視仍

有障礙，在可預見將來（約十年內）勢必改由 GSM、3G 或 4G 等無線通信

技術逐步取得主導地位。因此，數位化無線電視發展初期的科技決策方面，

將有必要同時分析數位化無線電視與有線及無線電信架構之間的整合可能

性。就此而言，歷來側重於傳播內容管制的我國廣播電視法制，以及主管無

線電視事業執照及節目、廣告管制業務的行政院新聞局，其舊有框架與決策

方式即有納入通信科技與產業發展格局中通盤檢視的必要。 

關於我國政府部門對傳播媒體事業的監督及管理機制，國內學者早在解

嚴之初，即已從科技的影響面向切入其問題癥結，指出：「過去，各種通信傳

播科技之間界限分明，功能不相衝突，因此，各有其主管機關。交通部專門

負責電波，新聞局負責傳播內容之管理。主管機關之功能大體上涇渭分明，

不相重疊。可是，近年來電腦、電信、傳播科技的合流，已破壞了原有組織

的均勢，也造成了有關組織之間角色的混淆」（鍾蔚文等，1989）。隨後各項

研究也歸結出：新聞局、交通部、經濟部、國防部等機構之間，就電信、資

訊及傳播媒體有關監督與管理權限交叉重疊，更在所謂的「雙頭／三頭馬車」

架構之外，另外還涉及行政組織的分工與協調相關問題（鍾蔚文等，1989；

石世豪，2000c）。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就此，也已經擬妥簡併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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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務的整體規劃；預期未來就傳播主管機關職掌的調整及傳播法制的調

和等關鍵議題，均將在更為宏觀的總體政策基準上通盤規劃（石世豪，2000c；

石世豪，2000d）。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有鑑於數位化傳播科技將是無線電視產業未

來轉型契機，在新政府「打造數位台灣世紀，引領知識經濟風潮」的新願景

下，試圖探索無線電視在電信、資訊與傳播媒體加速匯流的全球趨勢下應有

的定位，據以擘畫傳播政策、建構相關法制，並以「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

定位與發展」為題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研究。本研究小組成員自歷來專業經驗

與研究成果中，也發現我國無線電視產業轉型勢在必行，相關法制配套措施

的通盤調整極為迫切。基於以上認知，本研究計畫並不以比較中外學理或印

證抽象理論為自足，更著眼於我國無線電視產業面臨當前傳播環境鉅變的時

代背景中，政府究竟應如何規劃適當的政策方針及配套法制措施，俾其順利

轉型、蛻變為數位化時代服務在地民眾的嶄新媒體。 

此外，「無線電視在總體資訊傳播科技面下，如何扮演在電視產業中的領

先角色，發揮提升國內節目製作競爭力的能力」、「從多元化不同經營面向，

探討無線電視台的經營結構應如何調整，又應如何與其他相關產業扣合，才

能提高競爭能力，達到其領先地位的目的」、「因應 WTO 開放後，面對其他

國家電視節目的輸入，無線電視如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帶動提升國內電視

產業的競爭能力」等議題，仍為國內學者專家所關注。然而，關於個別業者

內部組織調整及其所可能採行的經營策略，畢竟不屬於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要

目標所在，產業之內自有其順應環境與政策變遷的彈性空間。 

本研究小組受政府機關委託從事專案研究，固然不便越俎代庖、為個別

業者探索其未來商機所在；但是，就無線電視相關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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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各項立法與行政管制措施在業者因應之際的

可能成效等問題，也可以從上述面向交互參證、對照比較，藉以歸納更為完

整的產業分析資料。例如，國內五家無線電視台特殊組織型式與資本結構所

造成的各項問題及其合理調整之道、本國節目製作與代理外國影視資訊兩者

之間的消長關係，在在形成我國無線電視產業未來轉型的基本條件及其限

制；本研究小組探討我國無線電視產業在數位化時代的定位及發展相關議題

之際，對於上述問題面向，尤其注重其於公共政策上的應有意涵。 

 

第二節  研究分工及研究過程 

本研究小組成員來自不同學門，專長及研究領域則涵蓋無線電視數位化

相關的電信及廣播電視產業經濟、通訊技術、管制實務、法律規範、政治經

濟分析等面向。為完整且深入處理研究題旨所涉及各項議題，本研究小組一

方面依專長分工、就不同問題癥結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則跨越個別學科限制、

通盤檢視政策取捨之際所應辨明的各項考慮。雖然，本研究小組成員在專業

經驗上都曾經歷國內相關實務，對於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問題癥結之所在並

不陌生；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本研究小組仍從檢索、分析國內（外）既有

文獻著手，厚植理論及實證分析的資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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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成員 

姓  名 現         職 最  高  學  歷 重要經歷 研究分工

石世豪 政治大學新聞系

教授 
德國漢堡大學 

法學博士 

無線廣播電台審議委員、消基會

媒體消費委員會、交通部郵政總

局訴願審議委員 

主持人 

蔡志宏 台灣大學電機系

及電信工程學研

究所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

城分校電機博士

交通部電信評議委員、消基會電

信通訊委員會、國科會電信國家

型計畫寬頻網路組 

協同 

主持人 

莊春發 台北大學經濟系

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研

究所博士班 
第三代行動通信規畫小組、公平

會競爭中心諮詢委員 
協同 

主持人 

程宗明 政治大學新聞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 
加拿大卡爾敦大

學電訊傳播碩士

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副研究

員、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兼任講

師 

研究員 

就無線電視相關產業發展的分析方面，產業經濟學中的 SCP 典範，一直

是媒介經濟學者援用與解釋媒介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圖 1-1 是基本產業組

織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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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 

市場結構 

行 為     

表 現    

圖 1-1：產業組織分析模式圖 

 

供給：原材料、技術、產品耐久性、經營態度、公司態度 

需求：價格彈性、成長率、附產品、市場類型、購買方式 

、循環與季節波動 

 

買賣家數、產品差異化、市場進入障礙、成本結構、 

垂直整合、整合性 

 

價格行為、產品策略、研究與創新、廣告、合法策略 

 

產品與配置效率、積極性、全職員工數、公平性、外在平衡 

 

資料來源：F.M. Scherer (1976)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cago: 

Rand McNally , p.4。轉引自 Dunnett, P. (1990) p.2 

 

在上述模式之中，四個不同的觀察面向之間，明顯表現出相互影響的緊

密關係。換言之，相關產業分析的切入角度，可以從基本條件（Basic 

conditions）出發，也可以從目前市場表現（performance）著手。在此一模式

中，貫串四個面向的重要變數，首推市場競爭（Wirth & Bloch , 1995. P.19）。

根據產業組織研究者的觀點，在偏重於靜態描述的市場結構分析中，市場競

爭的面向尤其應該加以注意。在「競爭」的動態過程中，個別業者透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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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與變動性，進而尋求強化本身利益的營業機會。換言之，具競爭

性的業者往往藉由其內部經營策略來改變市場結構變化（Ferguson & 

Ferguson, 1994, p.9）。 

具體以我國無線電視產業而言，「基本條件」中即將發生重大變化者，即

為訊號傳輸技術的「數位化」，以及，由此連鎖引發無線電波頻率分配使用、

營業項目及消費方式等衝擊「市場結構（S）－行為（C）－表現（P）」各面

向的鉅大變革。就此，電信通訊方面有關技術資料，即有必要藉由專業分析

充分加以掌握。就「競爭」的動態觀點而言，個別業者所採行的營業方式與

策略（行為），甚至其媒體表現，也都可以提供研究小組探究市場結構及產業

基本條件所需的重要訊息。 

然而，數位科技應用於無線電視產業的相關政策議題分析，卻無法單從

「科技決定論」的觀點全盤掌握問題關鍵。以產業經濟的角度看來，不僅無

線電視產業本身屬於管制產業，數位化之後可預見相互匯流的產業範疇內，

諸如固定或行動通信、有線或衛星節目等相關業者，均受有不同密度的管制

及監督。縱使一般資訊軟硬體工業及內容製作、廣告或仲介等業者，法律上

並無特別規定行政管制措施，在數位化科技帶動產業整合之後，也將連帶受

到管制產業內相關競爭活動直接或間接所影響；反之亦然。 

就公共政策及管制法律分析的觀點而言，私經濟活動與科技創新應如何

規範導引，究竟應施以結構管制或鼓勵競爭，以及，如何界定並促進公共利

益等議題中，科技應用及其各種商業營運型態在公共選擇過程中並非全然中

性。再就無線電視、微波及線纜通訊等傳播科技的商用與普及過程加以分析，

政治經濟交互作用的軌跡極為明顯；無線電視產業多年來的「官控商營」結

構，更將成為導入數位化科技之際無可規避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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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認知，本研究小組除比較各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模式之外，

也蒐集國內相關產業既有實證資料、分析相關管制法律規範、整理國內各項

立法草案及政策規畫資料、探討無線電視跨業經營電信資訊相關議題，並且

就相關決策資訊訪談主管機關人員。另一方面，研究小組成員來自於不同專

長領域，除定期討論交換意見之外，研究小組內部也分別於五月二日、八月

八日、八月二十九日等多次召開研究會議，以跨科際的整合觀點分析相關資

料、回應實務上所遭遇的現實問題，藉以匯集、歸納整體政策評估意見。 

 

第三節  研究報告結構 

本研究小組擬以下列章節結構，由研究小組成員分別主筆撰寫研究發現：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緣起及研究目的 

貳、研究分工及研究過程 

參、研究報告結構 

第二章 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當前發展狀況的總體分析 

壹、電波資源分配使用概況 

貳、無線電視市場發展的歷史沿革 

參、無線電視市場的概況分析 

肆、無線電視的表現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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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無線電視產業發展的困境 

第三章 我國無線電視產業數位化問題解析 

壹、數位化及跨業發展：策略及行動 

貳、數位化技術趨勢及其應用型態 

參、數位化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 

肆、普及服務與媒體近用：數位化新課題 

伍、法制轉型相關議題 

第四章 各國無線電視數位化法制的基本模式 

壹、歐洲、北美及亞洲各國趨勢的比較觀察 

貳、通信基磐整合及其規範架構 

參、內容相關服務及其規範架構 

肆、公共服務與整體監督架構 

第五章 我國無線電視邁向數位化發展的重新定位 

壹、通訊基磐整合 

貳、節目內容與相關服務 

參、普及服務與通路近用 

肆、主管機關與公共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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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制通盤規劃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壹、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 

貳、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發展 

參、政策建議 

整體而言，本研究報告從問題意識出發（第一章），先掌握我國無線電視

產業重要實證資料（第二章），再探究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所造成的產業

影響及其配套因應議題（第三章），然後比較參證各國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

既有經驗（第四章），抽繹、整理各項我國因應無線電視數位化趨勢必須面對

的重要公共政策議題及可行對策（第五章），然後整理各項研究發現、提出政

策建議（第六章）。其中，第二章第壹部分、第三章第壹及第貳部分、第五章

第壹部分由蔡志宏主筆，第二章第貳至第伍部分由莊春發主筆，第四章各部

分由程宗明主筆，第一章、第六章、研究成果摘要及各章其餘各部分，則由

石世豪主筆或協同研究小組成員共同完成。至於各機關研究報告與相關資料

蒐集，以及訪談安排與錄音整理等事務，則由景崇剛協同各研究助理分別執

行。 

本研究計畫委託機關掌管政府重大政策的整體規劃、研究與考核，近來

更就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方案（「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央政府機關組

織基準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政府改造委員會」）、資

訊化社會（「電子化政府」方案）等重大議題進行各項規劃與推動工作。在本

研究計畫題旨範圍內，研究小組成員就我國資訊、通訊、傳播媒體相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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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政府研發單位（例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新聞局、交通部、工

研院等）委託研究報告，也透過委託機關協調提供書面資料或引薦本研究小

組成員參與相關討論、赴主管機關取得資料或訪談，藉此強化本研究的決策

參考價值。 

此外，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九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邀集交通部

電信總局、新聞局廣電處、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

動小組、工研院光電工業研究所、台灣數位電視委員會、電視學會等機構代

表，以及，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趙子宏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

所陳炳宏教、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邊明道教授授等學者專家，就本研究期

末報告初稿進行綜合座談。針對委託機關及各機構代表、學者專家在會中所

提出各項寶貴意見，本研究小組經內部討論、補充資料之後，再由主持人協

調所有成員分工整理，終於修訂完成本件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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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當前發展狀況的總體分析 

本章分別從電波資源使用分配及無線電視產業結構、績效表現等方面進

行總體分析，章末並且具體指出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發展困境，以此做為本研

究探討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定位及發展相關問題的實證基礎與研究起點。 

 

第一節  電波資源分配使用概況 

我國無線電視台在參與數位化推動之前，所使用技術為符合美國 NTSC

規格之類比無線電視廣播系統；而所使用之電波資源包括兩大類：一為類比

無線電視廣播頻段，其中包括類比特高頻（Very High Frequency, VHF）及類

比超高頻（Ultra High Frequency, UHF）頻道。另一大類為供電視訊號中繼傳

輸之微波頻段( Microwave Link )。 

目前無線電視台中之商業電視台（包括全民、台視、中視、華視），每家

各獲指配兩個 VHF 頻道( CH 5、6、7、8、9、10、11、12 )，委託華視教學

使用之教學頻道（CH33、34、35、36），公視使用之頻道（CH50、51、52、

53），以及由諸商業電台進行所謂「改善收視不良地區」使用之頻道

（CH37-48），則均落於 UHF 頻道。 

根據交通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之規劃，為因應無線電視數位化之需要，台

視、中視、華視、民視及公視五家無線電視台每家各獲指配兩個六兆赫頻寬

之頻道，共計十個頻道。其頻譜規劃詳見交通部「我國電視頻道使用狀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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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表」。其中公視及華視分別自其使用頻道及教學頻道中調配。台視、中視、

民視則獲指配新頻道。 

目前交通部規劃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數位電視收視戶達 85%時，除公

視外，各家電視台均應繳回現有兩個類比特高頻（VHF）頻道及改善收視不

良地區 12 個類比超高頻（UHF）頻道。至於回收該 12 個 UHF 頻道後，是繼

續保留供改善收視不良情形之使用或供其他用途則尚在研究。而在微波部

分，由於近數年來政府電信自由化已陸續開放行動通信業務及固定網路業

務，民營電信業者對於微波頻道之需求亦日益殷切。故交通部電信總局除已

大量釋出高頻微波頻道，對於佔中低頻既有微波使用，亦預定全面檢討其使

用效率（詳見民國九十年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初稿）。在考慮微波頻率整體

使用效益之過程中，五家無線電視台之微波頻率使用相信會獲得合理定位與

公平之待遇。依現行電信法之規定，交通部為我國負責電波整理之主管機關，

故目前所有無線電視台之無線電台（泛指具無線電發射功能之電台，含電視

廣播及微波）執照，均由交通部核發。 

有關之電波使用規範及技術規範則由交通部電信總局依據「中華民國無

線電頻率分配表」及國際標準訂定。故無線電視業者於無線電視數位化之過

程中，亦不能將現有執照及電信法規排除在外。舉例而言，我國無線電頻率

分配表係依據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之第三區無線電頻率分配表而制定，業者若自行轉換使用其他通訊型態及功

率，不但可能與其他頻率使用者發生干擾衝突，亦可能違反現有電信總局之

技術規範，但無線電視台若在電視數位化時，在所選定之技術下（不論歐規

或美規），增加服務之型式與內容，則與電波使用之相關技術規範較無衝突。 

我國電信主管機關已依電信法之規定，對電波使用施行收費制度。故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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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線電視台之電波使用，已納入電波使用費之收取範圍，但收費不定。唯

未來電視數位化後，因為業務型態多元化之可能，電波使用費是否需另行檢

討，則有待進一步研究，特別是部分業務型態可能已超越原電視廣播之範疇，

而涉及電信服務或為介於電信與電視廣播服務間之灰色地帶，電波使用費似

應隨同執照類別而一併檢討。預期電波使用費在部分電信業務(如條件式數據

廣播)與數位電視廣播共用頻譜時將特別引起爭議。 

 

第二節  無線電視市場發展的歷史沿革 

台灣無線電視市場最早出現的廠商為台灣電視公司，其成立年度為民國

51 年，其次為中國電視公同，成立年度為民國 58 年，再其次為中華電視公

司，成立年度為民國 60 年。以上三家電視公司雖名為民間公司，但實質上則

控制於政府部門的省政府、中國國民黨、以及政府部門的國防部三者手中。

遲至民國 86 年才有第四家電視公司－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出現。和前三者一

樣，它的出現也具有強烈的政黨色彩，由當時的在野黨民主進步黨所主導。

基於公共化和推動文化教育為目標，公共電視公司於民國 87 年成立。 

欲分析當前台灣無線電視的市場結構、績效之前，必需對台灣無線電視

廠商的形成與出現的背景所有瞭解，以下先對此五家電視公司成立的背景、

緣由、經過，做一概略性的描述。 

一、台灣電視公司： 

台灣電視的萌芽是民國 49 年 5 月 20 日，「中國廣播公司」與「日本電氣

株式會社」合作，試播我國第三任總統就職典禮現場電視節目，此為我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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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況轉播之始1。民國 50 年 3 月 4 日，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電視事業籌

備委員會」，此籌備委員會成立後，即與富士、東芝、日立、日本電氣等四家

日本廠商合作，合力創辦台灣電視事業公司。民國 51 年 4 月 28 日組成董事

會，「台灣電視公司」正式誕生，同年 10 月 10 日台視公司正式播出電視節目，

進行商業經營。台視公司最初的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千萬元，分別由台灣省政

府金融事業單位投資百分之四十九，台灣水泥公司等民營企業單位投資百分

之十一，二者合佔總資本額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則由前述的四家日

本廠商所投資，是故「台灣電視公司」在本質上，是台日合作、公私合營的

外商公司。台視為成立全國性的電視網，曾於民國 53 年和民國 56 年分別進

行兩次增資，資本額達一億元。增資後台灣省公股仍佔全部股本的百分之四

十九，民股則增加為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投資比例相對降低為百分之二十。

民國 54 年雙十節台視完成中南部聯播網的建立，民國 58 年則完成花蓮轉播

站，而台東轉播站也於民國六十年完成，使台視的涵蓋地區為全省。民國 58

年時盈利高達一億兩千萬元，純益率為 120﹪。該期間台視為市場獨占者，

是台視的黃金時期。民國 61 年曾因華視開播，致當年營業虧損六百萬元，後

因採外包節目政策，業務才又再度成長脫離經營上的困境。 

二、中國電視公司： 

民國 57 年 9 月 3 日，中國電視公司於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成立大會，選

出董事二十一人組成董事會，這是我國第一家由國人獨資經營的電視公司。

中視設立的籌備工作，進行十分順利，民國 58 年 10 月 10 日，依照原計劃如

期正式開播。中視設立的最初資本額為新台幣一億元，由「中國廣播公司」

與國內二十八家民營廣播公司分別投資百分之五十，沒有任何公股。開播後，

                                                 
1 見李瞻(民國 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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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為增進其發射地區的涵蓋率，乃陸續於民國 59 年 2 月 16 日完成中南部

轉播站，民國 63 年 9 月 28 日完成台東轉播站，至民國 64 年 3 月為止，中視

也成為擁有全國電視網的電視公司。中視也曾因華視開播後，市場出現三台

競爭激烈的局面，而產生虧損一千五百四十九萬元的情況，也與台視一樣實

行外包節目政策，業務才逐漸好轉。 

三、中華電視公司： 

民國 51 年 2 月成立的教育電視台，為中華電視公司之前身。教育電視台

原直接隸屬於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因不播廣告無廣告營收，所以經費

的籌措完全依賴教育部的政府預算。由於教育電視台之收視範圍較小，僅及

北部地區，其在市場的收視率僅有百分之 1.4，且受限於經費的困難，未能發

揮原有設立教育電視之目的，政府部門乃決定投資新台幣一億元，擴建教育

電視台，並將其易名為中華電視公司。中華電視公司籌備處於民國 59 年 8

月 20 日成立，其股份由行政院的國防部與教育部共同持有，節目方面則由雙

方指導，其主要目的在加強社會教育與軍中教育。民國 60 年 1 月 31 日，中

華電視公司正式成立，資本增為兩億元，於同年雙十節試播，於同年 10 月

31 日正式開播。華視的特徵為由國家經費所創辦，以商業方式經營。由於華

視成立較晚，但於開播時即同時完成中南部聯播網，至於東部聯播網，也於

民國 63 年 9 月 28 日完成。初期營業頗為困難，後因改採節目外包政策，不

久即有盈餘。 

四、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民視於 86 年 6 月開播，是所有商業電視台最晚成立的公司，面對已經是

競爭激烈的電視經營環境，初期經營備感艱辛。無論是節目收視率或者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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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都面臨嚴峻挑戰，幸賴全體員工胼手胝足全力衝刺，才能站穩腳步。

民國 88 年則漸入佳境，節目及廣告盈收業績漸見績效，至民國 89 年開始更

呈全方位快速成長，是當前無線電視市場最有活力的廠商。 

民視由戲劇節目出發拉抬全面成長，目前整體節目收視率大幅提升，具

備爭奪全國收視王座實力。根據 A.C.Nielsen 收視率統計，民視 87 年與 86

年相比，週一至週五晚間六時至十二時平均收視率成長了 98%（收視率由 1.24

﹪升至 2.46﹪）﹔若計算全時段收視率，則成長率為 76%（收視率由 0.42﹪

升至 0.74﹪）。週一至週五晚間時段平均收視率已逐漸趕上三台(見後面分

析)。89 年收視率更見突出，根據一至十月資料與 88 年全年相比，週一至週

五晚間六時至十二時平均收視率成長了 41%（收視率由 2.46﹪升至 3.46﹪）；

若連週六及週日一併計算，則平均收視率的成長率為 44%（收視率由 2.02﹪

升至 2.91﹪）。其中週一至週五晚間時段收視率為 3.46﹪，已贏過三台，位居

全國冠軍。從兩年來節目收視率鉅幅成長觀察，顯見民視節目已逐漸成功的

走入每個家庭，成為最受觀眾喜愛的電視台之一。這對於開播才三年的民視

而言，毋寧是最大鼓勵。民視廣告業績快速成長，營運出現盈餘。由於民視

節目品質的提升，帶動業績快速成長，民視自 87 年底已開始出現單月盈餘。

民國 88 年 10 月至民國 89 年 10 月，則出現連續 13 個月盈餘2的佳績。 

五、公共電視基金會： 

民國六十九年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提出公共電視台的主張。當時

他說：「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歷經十八年積極不懈的努力，在起跑線等

候已久的公共電視，終於鳴槍疾馳，正式開播！這個新生的電視台正展現旺

                                                 
2 見民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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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生命力，以開拓全體國民的新視野，以及期許成為國內媒體的一股清流。 

民國七十二年行政院新聞局首先提出公視節目製作中心計劃草案，但因

經費過高、人力龐大而被擱置。民國七十三年新聞局設立公共電視製播小組，

向三家無線電視台徵用時段播出。民國七十五年公共電視節目製作的任務，

轉由財團法人廣電基金下設的公共電視節目製播組負責，廣電基金所製作的

節目仍然沒有專屬頻道播出，在三台借用的時段也經常被調動，影響觀眾的

收視。民國八十年行政院核定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設置要點，公視籌委會

才正式運作。公視籌委會委託七位學者專家組成公共電視法草案立法小組，

並經過縝密的研議，提出公共電視法草案。民國八十二年行政院將「公共電

視法」送交立法院審查。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一群關心公共電視成立的學術文

化界人士，組成公共媒體催生聯盟，結合各界支持公共電視的力量，呼籲公

視法儘快通過。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經由民間鍥而不捨的遊說及立法

院密集的政黨協商，公視法驚險過關，完成三讀。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財團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正式成立，公共電視台並於同日開播。公視的

經費來源有二，一為公視基金會第一年得到的政府捐贈十二億元新台幣，二

為自籌款三億元。依據公共電視法，政府捐贈的金額將逐年遞減百分之十，

至第六年以後應為第一年政府編列預算金額的百分之五十。因此公視自籌款

負擔將逐年大幅增加，對一個肩負使命的非營利電視台而言，無疑是一個高

難度的挑戰。為避免過於倚賴政府捐贈，以增加公視財務獨立性，在做法上

有：一、企業贊助，二、個人捐贈，三、其它財源3。 

 

                                                 
3 見以上公視成立;發展沿革來自於公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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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線電視市場的概況分析 

一、市場結構： 

如前所述，限於言論自由的箝制，無線電視市場進入受到政府部門嚴格

的管控。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規定，無線電視台的設立，應先填具申請

書，向新聞局申請，經同意後，再由新開局轉送交通部核可，經核可後核發

「電台架設許可証」，無線電視台始得裝設發射站。電台架設完成，由交通部

查驗合格後，則分別由交通部發給「無線電視台執照」，新聞局發給「廣播電

視執照」，電台才能正式開播。 

民國 51 年台灣電視公司成立，開始經營廣播電視的業務。民國 58 年第二家

無線電視公司中國電視公司始成立，中間民國 51 年到民國 58 年的 7 年期間，

無線電視市場屬於台視獨占的結構。民國 61 年第三家電視公司華視成立，因

此民國 58 年到 61 年的三年期間，無線電視市場則屬於典型的偶占(doupoly)

市場結構。民國 61 年以後，一直到民國 86 年，才年有第四家無線電視公司

成立，此期間市場則屬於寡占(oligopoly)市場的結構。其後民國 87 年市場再

有公視的出現，因此，自民國 86 到現在(民國 90 年)，無線電視市場的結構，

也屬於寡占的局面。此市場結構的時間變化可用圖 2-1 表示其隨時間變化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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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無線電視長期市場結構變化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製表 

表 2-1：五家無線電視台的資本額、淨值與股權結構 

台別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a 

資本額 26 億 31 億 20 億 60 億 15 億 

股權 

結構 

省屬六行庫共 47.83﹪四家日商共

19.53﹪國內企業共 25.31﹪。財政

部所屬行庫(台灣銀行、土地銀

行、合作金庫)，佔 25.87﹪。日商

(日本電氣、東芝、日立製作所、

富士電視)及外國個人股佔 20.51
﹪。政黨轉投資事業(中央日報、

中國廣播、華夏投資)佔 10.56﹪。

企業(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彰化

銀行、台灣水泥、台北國際商銀、

台玉投資、士林電機廠)佔 34.86
﹪。其中華南/一銀/彰銀仍由政府

華夏 40.13﹪、中廣

4.43﹪、正聲 6.68﹪中

影 1.16﹪、中加投資

1.07﹪。政黨轉投資企

業股份(華夏投資、中

國廣播、中央日報)佔
41.1﹪。企業股份(正
聲廣播、台灣霸菱投

資、元榮投資、錸德科

技、華信銀行)佔 23.35
﹪。個人股份佔 35.55
﹪。 

國防部、教育部合計

45.98﹪員工、僑資、國

內企業共佔 54.02﹪。國

防部股份佔 26.41﹪。教

育部股份佔 9.84﹪。財

團法人股份 (華視文教

基金會 3.78﹪、黎明文

教基金會 25.18﹪、國軍

同袍儲蓄基金會9.73﹪)
佔 38.69﹪。其他民營企

業(朝興昌、中興紡織、

聲寶、富帝投資、台塑、

南亞、台化、大同等)、

由民間投資公

司與全民電通

投資公司所組

成。民間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佔 74.546
﹪。全民電通

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佔 25.452
﹪。自然人股

份佔 0.002﹪。

財團法

人公共

電視文

化基金

會政府

捐 贈

12 億

元，佔

86﹪，

自籌款

3 億

元，佔

1 

2 

3 

4 

5 

0 

廠
商
家
數 

58 60 86 87 90 年度

獨占

偶占 
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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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重要股份。個人股份佔 8.2﹪。 一般個人與華視員工等

股份共 25.06﹪。 
20﹪。

資料來源：陳炳宏、鄭麗琪(2001)，台灣電視產業市場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研究表。 

表 2-2：五家無線電視台員工人數統計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a  

員額 比例(﹪) 員額 比例(﹪) 員額 比例(﹪) 員額 比例(﹪) 員額 比例(﹪)

新聞部 199 27.1 171 22.5 153 18.2 174 38.2 38 11.4 

節目部 138 18.8 215 28.2 115 13.7 28 6.1 33 9.9 

業務部 27 3.7 31 4.1 29 3.4 44 9.6 127b 38.0 

工程部 231 31.5 175 23.0 193 22.9 171 37.5 61 18.3 

其他 139 18.9 169 22.2 352 41.8 39 8.6 75 22.4 

合計 734 100 761 100 842 100 456 100 334 100 

資料來源：1.劉幼琍(1997) 頁 40，表 2-2 

2.自行調查 

說    明：a.公視資料為作者調查，屬於民國 90 年資料。 

b.業務部包括製作部與行銷部 

 

二、規模大小： 

五家無線電視的規模大小可以從資本額加以觀察，其統計資料以表 2-1

表示，五家廠商中以民視的 60 億元最高，其次為中視的 31 億元，再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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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視的 26 億元，華視的 20 億元是四台民營無線電視台之末，最近才成立的

公視則以 15 億規模最小。 

三、員工人數： 

廠商規模大小的衡量，除以總資本額外，員工人數的多寡，也是可以觀

察的指標。表 2-2 是五家電視台員工人數，以及其在各部門分配的情況。以

員工人數規模觀察，以華視的用人最多，共有 842 人，其次為中視的 761 人。

再其次則為台視公司的 734 人。民視成立最晚，人事較為精簡，只有 456 人。

最近成立的公視，不但資本額最少，連員工人數，也居五家電視台之末，只

有 334 人。 

表 2-3：四家無線電視五年廣告營收推估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合計 

民國 85 年(億元) 47.1(34) 43.7(32) 46.4(34) - 137.2 

成長率(﹪) - - - - - 

民國 86 年(億元) 47.5(32) 46.7(31) 48.5(32) 7.9(5) 150.6 

成長率(﹪) 0.8 6.86 4.53 - 9.7 

民國 87 年(億元) 47.6(30) 50.3(32) 44.6(28) 16(10) 158.5 

成長率(﹪) 0.21 7.7 (-8.04) 102.53 5.24 

民國 88 年(億元) 42.0(28) 46.0(31) 38.0(26) 22.65(15) 148.65 

成長率(﹪) (-11.8) (-8.5) (-14.8) 41.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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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年(億元) 34.0(25) 38.7(29) 35.0(26) 26.81(20) 134.51 

成長率(﹪) (-19.05) (-15.86) (-7.89) 18.37 (-9.51) 

資料來源：動腦雜誌 

說    明：金額在右邊的括弧代表該電視台廣告營收占當年市場廣告營收的比例。 

 

四、營業收入： 

無線電視台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於廣告，廣告收入約占其營收的九成

4。依據動腦雜誌的推估，民國 85 年到民國 89 年。五年間，四家商用無線電

視的廣告收入，以表 2-3 表示。 

首先觀察無線電視的總廣告收入，大概以民國 87 年為一分水嶺，在此之

前無線電視的總廣告收入，由民國 85 年的 137.2 億上升到民國 86 年的 150.6

億元，民國 87 年再上升到 158.5 億元，達到最高峰，隨後民國 88 年則降為

148.65 億元，去年民國 89 年則再降為 134.51 億元。以個別廠商觀察，台視

的廣告收入占市場總廣告收入的比例，隨著時間而遞減，由民國 85 年的 34

﹪，降到民國 89 年的 25﹪，大約減了 10﹪的市場占有率，是三家老電台降

幅最大者。中視的情況與台視的情況大致相同，但其受到景氣與民視進入市

場衝擊較小，五年中間，大致維持在 30﹪左右的市場占率，民視進市場的第

一年(民國 86 年)，中視廣告營收的市場占有率僅下滑 1﹪，到民國 89 年其市

場占有率只剩 29﹪，和民國 85 年相較，總計共減少 3﹪的市場占有率。至於

                                                 
4 依據學者劉幼琍(1997)的研究，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廣告占其營收的比例，民國 79 年

度為 94.4﹪，80 年為 93.60﹪，81 年為 93.64﹪，82 年為 91.05﹪，83 年為 90..95﹪，84 年

為 90.66﹪，85 年為 89.71﹪。隨著有線電視台的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廣告收入受到相當之

影響，因此其必需仰賴業外收入的比例愈來愈來高。見第三小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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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視的情況和台視相若。隨著時間與民視的加入市場，其市場占有率由 34﹪

掉到 26﹪，下降幅度為 8﹪。新廠商民視的市場占有率則由第一年的 5﹪，

經過四年的奮鬥即上升到 20﹪，速度最為驚人。 

以 HHI 為指標5，衡量無線電視市場的市場集中度，獲得結果為民國 85

年為 3335，86 年 3034，87 年因為民視進入市場，HHI 大幅降為 2804，87

年因為民視搶食大餅，市場競爭激烈，其 HHI 再降為 2646，去年更降為 2542。

以有新廠商進入市場情況，和沒有新廠商進入市場之情況加以比較，可以很

明顯的看到市場集中度，將因新廠商進入而有急遽下降變化的情況。 

 

表 2-4：四家無線電視台年平均收視率統計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合計(﹪) 

民國 86 年 4.27(33) 4.17(32) 4.02(30) 0.53(4) 12.99 

民國 87 年 3.07(30) 3.42(33) 2.82(28) 0.91(9) 10.22 

民國 88 年 1.30(28) 1.53(32) 1.14(24) 0.74(16) 4.71 

民國 89 年 2.67(21) 3.36(27) 3.47(28) 2.95(24) 12.35 

平均 2.82(28) 3.12(31) 2.86(28) 1.28(13) 10.06 

說明：括弧為各電視台收視率占無線電視台總收視率比例 

 

                                                 
5 HHI 的計算公式為 HHI=Σ(si/S)2，S=Σ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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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係據調查公司推估資料所計算的結果6，個別公司的資料是否

如此呢？以本研究所蒐集台視個別公司資料而言，民國 88 年全年營收收入為

44.4 億元，民國 89 年下降為 35.6 億元，營收下降的比例為 19.8﹪與表 2-3

相同期間台視推估營收成長率為負的 19.05﹪相若。進一步以今年(民國 90 年)

前半年(一月~六月)的營收做分析，台視 88-90年三年的前半年營收分別為 218

億元，188 億元，以及 120 億元，可以發現 88~89 年間營收降低 13.76﹪，89~90

年間營收降低的幅度擴大到負的 36.17﹪，可見民視進入市場後所造成的衝

擊，以及有線電視崛起的影響。 

五、收視率： 

由於有線電視的崛起，挾其多頻道的優勢，使得只有單一頻道的無線電

視台常處於劣勢。由收視率的調查數據更可明顯看出其中端倪。表 2-4 是最

近四年無線電視年平均收視率的調查統計結果。以時間序列觀察，民國 86

年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尚能維持 4﹪左右的收視率。民視則因為剛進市場，

平均收視率只有 0.53﹪，居四家無線電視台之末。 

次年即民國 87 年，基於有線電視的競爭，三家老字號無線電視台收視率

無一倖免，均出現降低的情況，華視的收視率甚至降到 3﹪都不到。民國 88

年由於 921 大地震，有線電視 SNG 車發揮立即轉播的效果，將無線電視台的

收視率大幅往下壓縮，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平均收視率的總和降為只有 4.71

﹪。民國 89 年重大災難事件遠離，各電視台的收視率才又恢復較為正常的情

況。值得特別注意的，民視因為鄉土劇的走紅，其年平均收視率則上升到 2.95

﹪，從而超越台視收視率的 2.67﹪。 

                                                 
6 資料係來自於動腦雜誌，而動腦雜誌資料為潤利公司的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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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個無線電視台市場內觀察，四年呈現的趨勢是老三台市場收視率占

無線電視收視率的比例不斷的下降，中間又以台視的情形最為明顯，四年來

由 33﹪，降為 30﹪，再降為 28﹪，到去年(民國 89 年)，收視率占無線電視

市場收視率的比例僅有 21﹪。相對於舊三台的情況，民視在此四年間，收視

率的結構則由民國 86 年的 4﹪上升到民國 89 年的 24﹪，共增加 20﹪的比例。

中間來自台視收視率市場占有率降低 12﹪貢獻最多，占六成，其次為中視的

5﹪占二成五，華視降低的貢獻度最少，僅占一成五。 

與有線電視媒體收視率比較，四家無線電視的收視率，四年來只有區區

的 10.06﹪，其他的大約九成的收視率均為其密切替代品的有線電視。以此觀

之，無線電視當前淪為立體媒體的弱勢廠商，並不足為奇。 

表 2-5：台視、中視、華視三台經營績效 

 台視 a 中視 a 華視 

1.營業收入(億元) 42.67 32.93 42.72 

2.利潤(億元) 8.81 5.36b 8.88 

3.股本(億元) 10.0 8.32 6.88 

4.資本額報酬率(﹪) 88.1 63 129 

5.營業報酬率(﹪) 20.64 16.27 20.78 

資料來源  莊春發(1994)，表三。 

說    明：a.台視、中視資料為民國 79 年資料，華視資料為 80 年資料。 

b.中視的利潤為稅後，台視與華視為稅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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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無線電視的表現與績效 

無線電視業者的市場表現，大致上可以由三方面來衡量，第一項是由經

濟角度來觀察，觀測這些無線電視業的經營績效，最簡單的方法是看它的利

潤水準。第二個衡量方法是以該事業體在政府頒發的獎項中，獲得多少比例

為指標。第三項衡量的方法，基本上帶有社會公益的性質，亦即，以其在閱

聽人口收視率為觀察指標。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一、利潤率的表現： 

如前所述，台灣無線電視市場過去係受政府嚴格管制，屬於特許事業的

一種，市場進入有高度的障礙，因此事業一旦進入該市場，在競爭上即享有

法律的保障。在此有利的客觀條件上，廠商在市場儼如獨占者，產生高額利

潤水準是必然的結果。表 2-5 是民國 79 年民視未進入市場，有線電視未崛起

時，台視、中視、華視三家無線電視台的利潤水準以及其資本報酬率。很明

顯的可以看出三台有很高的資本報酬率，以營業報酬率為衡量，也有相當高

的比例。例如台視當年即有 8.81 億元的利潤，中視有 5.36 億元的利潤水準，

華視的利潤水準最高有 8.88 億元，其占資本的比例分別為 88.1﹪，63﹪和 129

﹪。若以營業報酬率衡量，則分別 20.64﹪、16.27﹪、和 20.78﹪，仍以華視

最高，其次為台視，中視屬最後。 

時至民國 90 年第一季，三家老無線電視台的經營，因為廣告收入的大幅

衰退而呈現大不如前的窘境，例如民國 88 年華視衰退 18﹪，台視衰退 15﹪，

中視衰退 13﹪。民國 89 年 1 月到 8 月，則以台視衰退 20﹪為最多，其次為

華視的 13﹪，中視衰退比例 1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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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八十六年台視、中視、華視金鐘獎獲獎統計 

 台視 中視 華視 其他公司 a 

獲獎獎項(次) 7 13 4 3 

占全部比例(﹪) 25.9 48.2 14.8 11.1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白皮書，民國八十九年。 

說    明： a.其他公司包括廣電基金與超級傳播公司。 

 

表 2-7：八十八年五家無線電視台金鐘獎獲獎分配統計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其他公司 a 

獲獎獎項(次) 4 9 5 3 3 3 

占全部比例(﹪) 14.8 33.4 18.5 11.1 11.1 11.1 

資料來源：同表六 

說    明：a.其他公司包括廣電基金獲獎一次，佛光山傳播公司獲獎兩次。 

 

 

在此同期民視民國 88 年度營收成長 37﹪，89 年(1 月~8 月)廣告營收成

長 16﹪7，造成四家電視台，只有民視賺錢。以民國 90 年第一季為例民視營

                                                 
7 見田習如(2001)、台視、中視、華視、民視盈虧真相大公開--無線電視台第一次進入「冰河

期」，財訊，頁 298 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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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效為盈餘 4000 萬元。同期台視虧損 5000 萬元，華視本業也虧損 7000

萬元左右，中視本業則正好損益平衡。惟因華視每年靠著教學頻道及大樓出

租，業外可賺取 1.7 億元收入，中視則因僑委會委託製播的宏觀衛星頻道，

有 1.6 億的業外收入，挹注的結果是中視第一季呈現有 4000 萬的盈餘，華視

也因業外收的影響同樣呈現有 4000 萬元的盈餘8。 

二、節目表現： 

節目受獎情況，也是衡量無線電視台經營績效好壞的指標。目的主管機

關新聞局每兩年會辦一次金鐘獎，對各種無線電視節目給獎以茲鼓勵，其獎

項分成 1.節目獎，2.廣告獎，3.個人技術獎，4.學術理論貢獻獎，和 5.工程技

術貢獻獎等五大類。其中廣告獎與無線電視台經營無關，其他四類獎項節目

中獎則再細分為新聞節目獎、教育文化節目獎、兒童節目獎等九項獎項，個

人技術獎也再分新聞節目主持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兒童主持人獎、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等十六項，再加上學術理論貢獻獎與工程技術貢獻獎，共

計每次頒發的金鐘獎項共有 27 個。依據此獎項在各電視公司的分配比例，即

可測量各電視台的優劣。表 2-6 是民國 86 年金鐘獎，台視、中視、華視三台

獲獎獎項的統計9。表 2-6 的統計資料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三家無線電視在節

目的表現上，在民國八十六年以中視表現最佳，其次為台視，華視落居第三

位。 

 

 

                                                 
8 同註 4，頁 300。 
9 不同的獎項對無線電視公司是有不同的意義，按理應當予以不同的權數，但為計算上的方

便，只能將每一個獎項以相同權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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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五家電視台 88 年-90 年 8 點檔年平均收視率比較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合計 

民國 88 年(﹪) 5.1 

(3) 

5.59 

(2) 

4.15 

(4) 

6.35 

(1) 

0.07 

(5) 

21.27 

民國 89 年(﹪) 3.09 

(4) 

3.83 

(3) 

5.00 

(2) 

7.08 

(1) 

0.38 

(5) 

19.39 

民國 90 年(﹪) 3.65 

(3) 

4.96 

(2) 

2.85 

(4) 

7.98 

(1) 

0.28 

(5) 

19.75 

資料來源：A.C.Nielson 調查報告。 

說    明：a.90 年度資料只包括(1 月~8 月)的調查。 

b.括弧內為當年的排名。 

 

民國 88 年的節目表現，五家無線台在金鐘獎的成果，則以表 2-7 加以表

示。這個時間裏由於民視和公視已加入無線電視市場，分散獎項的次數。就

88 年當年而言，仍以中視表現最佳，其次是華視，台視則居老三台之末，民

視和公視雖為初進市場的菜鳥，但也各勇奪 3 項獎項。以 86 年與 88 年兩年

獎項分配觀察，華視係屬於進步者、中視與台視屬於退步者，中視與台視失

去的部分為新進業者民視與公視所承接。 

三、收視率表現： 

收視率高低的表現，將左右廣告主廣告委託的選擇，嚴重影響無線電視

台廣告營收的增減。是故，無線電視業者經營的表現，除由最後的利潤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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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節目獲獎兩種指標觀察外，由消費者對該電視台的接受程度-收視率來衡

量，也是另外一種可以瞭解無線電視台經營績效的好方法。表 2-4 的數據顯

示，以民國 89 年為例，四家商業無線電視台的年平均收視率，大約維持在 3

﹪上下，最高的為華視只有 3.47﹪，最低的則為台視的 2.67﹪，以新進廠商

而言，民視的 2.95﹪和既有廠商並無顯著差異，和無線電視台比較而言，已

顯難能可貴。可是此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年平均收視率總和只有區區的 12.35

﹪，似乎又凸顯無線電視台在有線電視和無線電視組成的「電視市場」上處

於相對弱勢。 

（一）八點檔收視率 

無線電視的金母雞，亦即廣告營收最高時間，大約有三個時段，一為每

天晚上的 8 點檔連續劇，二為晚間 7 點到 8 點的晚間新聞，三為周末和周日

晚上 6-11 點的帶狀節目。由這三個時段的收視率比較。應當可以看出他們彼

此的高下。 

表 2-8 是五家無線電視台民國 88 年到 90 年三年間，8 點檔連續劇時間

的年平均收視率的調查統計。表 2-8 平均收視率的統計最明顯的特徵是民視

公司的收視率在三年裏均排名第一，而公視公司的排名三年內均為最後。至

於老三台的表現，在三個年度裏，只能爭第二，例如 88 年排名第二的是中視，

89 年度則變成華視為排名第二，90 年時又由中視奪回第二名的寶座。整體而

言，三台裏中視還是比台視和華視好一點，這種結果也呈現於前面的分析，

中視的廣告營收即使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並不大。台視與華視比較，華視又

稍略勝一疇，因此以三年期間觀察，五家無線電視台在 8 點檔的年平均收視

率裏，排名依次為民視、中視、華視、台視，最後則為公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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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的比較而言，由表 2-8 最後一欄的合計，顯

示五家無線電視台八點檔的收視率，三年裏均只有二成左右，它代表即使是

晚間八點的黃金時刻，另外的八成消費者並不以無線電視節目為觀賞對象。

換言之，即使在晚間 8 點的全家聚合在一起時間，已有八成的消費者棄無線

電視節目而就有線電視節目。  

（二）晚間 7 點新聞節目的收視率 

無線電視台叫座的節目裏，除 8 點的連績劇時間外，尚有具有知識性的

新聞節目，中間又以晚間 7 點到 8 點的晚間新聞最為典型。表 2-9 是民國 88

年到 90 年五家電視台晚間新聞節目收視率的統計資料，以及同時段同時間有

線電視台新聞節目收視率的統計10。表 2-9 顯示在民國 88 年到民國 89 年三年

期間，五家無線電視晚間 7 點新聞，以中視表現最佳，每年的收視率均為五

家電視台的第一名，三年的年平均收視率為 5.07﹪，表現次佳的為華視，三

年中間民國 89 年年平均收視率為第二名，其它兩年則居第三名，三年年平均

收視率為 4.32﹪，居五家電視台的第二名。台視在民國 88 年期間新聞的收視

率與第一名的相差不大年平均收視率為 5.37﹪，居第二名。但隨後兩年不但

不如華視的表現，甚至落居新進的民視之後。三年的年均收率為 3.89﹪接近

4﹪，表現尚差強人意。民視則由民國 88 年的 1.90﹪上升到民國 89 年的 3.76

﹪，民國 90 年再上升到 4.51﹪，在名次排席上也一路由第四名攀升到第二

名，有後來居上之趨勢。至於公視的收視率，三年持續在不到 0.1﹪的比例上

掙扎，這種結果可能是新聞播報的風格，與其他四家商業電視台的播報方式

有相當的差異有關，前者播報內容以世界各地發生的訊息為主，而後者以國

                                                 
10 有線電視新聞台包括 TVBS、TVBSN、東森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東森新聞 E、中天新聞、

民視新聞、SETN、P-TV、環球和 TNN 等 10 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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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新聞為主，也較具煽情性質。 

 

表 2-9：無線電視 7 點晚間新聞台與有線電視台收視率統計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小計 有線電視 合計

民國 88 年(﹪) 5.37 

(2) 

5.45 

(1) 

4.07 

(3) 

1.90 

(4) 

0.06 

(5) 

16.84 3.02 19.86

民國 89 年(﹪) 3.57 

(4) 

4.49 

(1) 

4.48 

(2) 

3.76 

(3) 

0.09 

(5) 

16.78 

 

3.17 19.95

民國 90 年(﹪) 2.75 

(4) 

5.27 

(1) 

4.42 

(3) 

4.51 

(2) 

0.07 

(5) 

17.04 

 

3.34 20.38

平均(﹪) 3.89 5.07 4.32 3.39 0.07 16.88 3.17 20.05

資料來源：A C Nielson 調查。 

    說    明：有線電視的新聞頻道包括 TVBS、TVBSN、東森新聞台、東森新聞 E、中天新聞 

、民視新聞、SETN、P-TV、環球和 TNN 等 10 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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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週末晚間 6 點到 11 點五家無線電視台收視率比較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合計 

民國 88 年(﹪) 3.65 

(3) 

5.90 

(1) 

4.40 

(2) 

0.98 

(4) 

0.06 

(5) 

15.0 

 

民國 89 年(﹪) 3.61 

(2) 

4.32 

(1) 

3.13 

(3) 

2.59 

(4) 

0.11 

(5) 

13.8 

 

民國 90 年(﹪) 2.28 

(4) 

4.53 

(1) 

3.76 

(2) 

3.53 

(3) 

0.10 

(5) 

14.04 

平均(﹪) 3.18 

(3) 

4.85 

(1) 

_ 

(2) 

2.36 

(4) 

0.09 

(5) 

14.28 

資料來源：A.C.Nielson 調查 

說    明：a.民國 90 年的調查資料，只計算到 8 月份，其他年份為一年 12 個月收視率的平

均數。 

b.括弧內為無線電視台年平均收視率的排列。 

 

同時間無線電視新聞台的密切替代品，有線電視台的新聞台，中間包括

TVBS、TVBSN、東森新聞台、東森新聞 E、中天新聞、民視新聞、SETN、

P-TV、環球和 TNN 等十個新聞台的年平均收視率總和分別為 3.02﹪，3.17

﹪，和 3.34﹪與五台無線電視台的年平均收視率和的 16.84﹪，16.78﹪，和

17.04﹪，並不能相提並論。若進一步 考量二者頻道的多寡，則益凸顯無線

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上具有競爭上的優勢。不過新聞節目與其他節目的受歡迎

程度比較，由表 2-9 的資料觀察，則可以發現在晚間 7 點新聞的總收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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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來只有 19.86﹪、19.95﹪、和 20.38﹪，比例上並凸出。表示有八成的

觀眾在此時間係以非新聞節目為觀賞的對象。 

表 2-11：週日晚間 6 點到 11 點五家無線電視收視率比較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公視 合計 

民國 88 年(﹪) 3.83 

(3) 

4.83 

(2) 

5.96 

(1) 

1.06 

(4) 

0.07 

(5) 

15.77 

民國 89 年(﹪) 3.70 

(3) 

4.58 

(2) 

5.54 

(1) 

1.07 

(4) 

0.61 

(5) 

15.02 

民國 90 年(﹪) 3.60 

(4) 

4.52 

(1) 

3.80 

(2) 

3.79 

(3) 

0.07 

(5) 

15.80 

平均(﹪) 3.71 

(3) 

4.64 

(2) 

5.10 

(1) 

1.97 

(4) 

0.08 

(5) 

15.53 

資料來源：同表 2-10 

（三）週末與週日黃金時段的收視率比較 

1.週末黃金時段收視率分析 

週末與週日晚間 6 點到 11 點，是無線電視台非週日 7 點新聞與 8 點連續

劇以外的黃金時段。表 2-10 是五家無線電視台在此時段週末的收視率調查結

果，由三年的表現觀察，中視的表現都穩居第一位，而非商業電台的公視，

是屬於另一個極端，大都敬陪末座。表現次佳的屬於華視，台視的表現則如

王老五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民視的表現與台視情形正好相反，後勁十足，每

年都在進步，到民國 90 年甚至已超越台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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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黃金時段，五家電視台年平均收視率的總合，依據表 2-10 的數據可

以發覺，在三年當中起伏不定，民國 88 年為 15﹪，89 年則為下降 13.8﹪，

90 年則回升到 14.04﹪，三年平均為 14.28﹪，此數據顯示它不如非假日的 8

點檔的 19.75﹪，也不如晚間 7 點新聞的年平均收視率 20.05﹪。當然和有線

電視其他頻道比較，也可以看出在此週末黃金時段，五家無線電視台的節目，

平均只能擄獲大約 15﹪的觀眾，其餘 85﹪的消費者則為有線電視其他頻道的

觀眾。 

2.週日黃金時段收視率分析 

週日晚黃金時段五家無線電視台收視率的表現，以表 2-11表示。由表 2-11

的資料可以看出週日各電視台收視率與周末同時間的比較有若干的改變。首

先最明顯的收視率第一名的寶座，已由中視改為華視，其他序位不變，依次

是先是中視、台視，再下來為民視，公視永遠居最後。不過平均排名雖然是

如此，但是在 90 年度的數據裏似乎可以看出一些不一樣的端倪。第一，是民

視已急起直追，大約能夠與華視平起平坐，也一舉超越了台視。第二，三年

裏台視的表現一如週末黃金時段表現一年不如一年，年平均收視率有逐步下

降的特徵，惟還好的是下降的幅度並不大。無獨有偶，華視在此三年的情況，

也相同呈現逐年下跌的趨勢，下降的幅度以 90 年度為最大。第三，民視在此

時段的表現，在 90 年度已追上華視，超越台視，如果以五台合計的收視率觀

察，三年來變動並不大，而且中視的收視率也呈現逐年下降的現象，可以看

到的一個明確的現象，那就是老三台逐年下降的收視率，全由民視所接收。

換言之，在此期間，無線電視台的基本觀眾應當沒有太大的改變，所改變者

是由更多家的無線電視台瓜分既有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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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無線電視台在週日的表現，如同周末的表現，年平均收視率和大

都維持在 15﹪左右，比週末的 14﹪稍為好一點，但也好不到那裏去。因為依

據此數據，表示另外的 85﹪的消費者，係以有線電視台的節目為觀看對象，

表示無線電視台的影響，因有線電視的競爭，已大不如前。此現象實值四家

以商業掛帥的無線電視台的警惕。 

四、與其他媒體的競爭： 

既有無線電視台除因新廠商民視進入市場，搶食無線電視市場的廣告大

餅，造成既有廠商分配廣告營收的減少，產生經營上的困難之外。國內無線

電視台最近幾年最大的問題是，因為其他媒體與無線電視台廣告的相互替

代，搶走許多原無線電視台的廣告，以致於無線電視台的廣告營收不但未見

成長，反而隨著時間而遞減，這種情形以有線電視媒體的影響最大。其次為

雜誌與廣播電台。 

表 2-12 是民國 85 年到民國 89 年五年五大媒體有效廣告量的統計。表

2-12 的資料顯示無線電視台廣告的絕對比例金額，在五年間，民國 85 年到

民國 87 年呈上升情形，民國 87 年以後的民國 88 年，民國 89 年均呈下降的

情況。但以無線電視占五大媒體廣告量的相對比例，則由民國 85 年的 44.5

﹪，一路下滑到民國 89 年的 22.1﹪，以百分比為衡量下跌的幅度約為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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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五大媒體最近五年有效廣告量統計 

 民國 85 年 民國 86 年 民國 87 年 民國 88 年 民國 89 年

1.無線電視(億元) 182.7 188.7 221.3 176.7 130.0 

占有比率(﹪) 44.5 38.8 34.8 29.8 22.1 

2.有線電視(億元) 60.3 68.1 126.9 145.5 176.6 

占有比率(﹪) 14.7 14.0 20.0 24.5 30.0 

3.報紙(億元) 127.9 180.9 211.5 188.5 187.4 

占有比率(﹪) 31.1 37.2 33.3 31.8 31.8 

4.雜誌(億元) 39.8 48.3 58.8 60.9 72.0 

占有比率(﹪) 9.7 10.0 9.2 10.3 12.2 

5.廣播電台(億元)a － － 17.3 21.4 23.1 

占有比率(﹪) － － 2.7 3.6 3.9 

合計 410.7 486.0 635.8 593.0 589.1 

資料來源：廣告雜誌，潤利公司。 

說    明：a. 廣告年鑑於民國 83 年新電台開放後，即停止廣播廣告費的統計。所以本研究

只能以潤利公司有效廣告量的統計做為分析之基礎。唯潤利公司之資料由民國

87 年開始統計，因此民國 85 年與民國 86 年的資料無法獲得。幸好廣播電台

的廣告量在五大媒體中所占比例較小，對於分析影響不大。 

無線電視廣告量的相對比例隨著時間一路下滑的原因是什麼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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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由表 2-12 其他媒體同時間的變動情形加以觀察。首先看第二大媒體的

報紙。它的廣告金額五年的變化情形與無線電視情形大致類似，民國 87 年以

前均呈現逐年上升情況，87 年以後則出現逐年下降，惟與無線電視所不同

者，其絕對金額下降的幅度並不大。其下降的情況大致與媒體總廣告量金額

的下降類似，因此 88 年與 89 年兩年中間，其市場占有例仍能維持 31.8﹪的

水準，以市場占有率的相對比例觀察，就報紙而言，其分水嶺年度不是民國

87 年而是民國 86 年。由以上資料觀察，造成無線電視廣告量萎縮的競爭者

應當不是報紙。 

其次觀察有線電視、雜誌與廣播電台三種媒體絕對廣告量的時間變化趨

勢，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三種媒體的時間變動方向都是逐年增加，中間以有線

電視廣告的提升幅度最大，民國 85 年廣告金額只有 60 億，到民國 89 年其大

幅提高為 176 億，約增加了三倍，雜誌媒體的廣告金額在相同時期也大到上

升了 2 倍左右，由此推測無線電視廣告的減少，最可能的去向是有線電視，

其次為雜誌，再其次為廣播，中間又以有線電視的可能最大。 

以媒體市場相對比例觀察，五年之內有線電視由 14.7﹪提高為 30.0﹪，

共增加了 15.3﹪。雜誌媒體同期間則由 9.7﹪上升為 12.2﹪，上升比例為 2.5

﹪。廣播電台三年間占有率 2.7﹪上升為 3.9﹪，上升的比例為 1.2﹪，由此相

對比例的資料可以進一步支持上述的推論，無線電視廣告的萎縮係來自於有

線電視的崛起。此外，以廣告屬性的同質性，有線電視廣告與無線電視廣告

幾乎無差別，雜誌廣告或廣播電台廣告與電視廣告，在屬性有較為明顯的差

異，也可支持上述有線電視廣告取代無線電視廣告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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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無線電視產業發展的困境 

一、有線電視為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 

如前所述，有線電視的出現，將無線電視的頻道納為其出售產品的內容

之一後，無線電視節目在「電視市場」立即處於不利的地位。有線電視的收

視戶，除能享受有線電視多元節目外，一定能夠看到無線電視台的節目。反

之，若不訂有線電視的觀眾，只能利用接收器觀賞五家有線電視的節目，有

時候還因高樓，山區阻隔，造成收視不良，而透過有線電視的傳輸中間包括

無線電視節目，直接傳輸到家裏能夠保証清淅。所以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很快

即上升到幾乎家家戶戶均裝設的地步。無線電視以單一頻道，要與多頻道的

有線電視競爭誠屬不易。也難怪在有線電視的發展史上，西方國家尤其是美

國，在有線電視發展期間，會想盡辦法利用「自製率」、「必需傳送 」、「遠地

不重複訊號」等策略阻止有線電視進入大城市與快速成長11，國內的無線電

視業者過去限於政府對言論自由的管制，以及受到法律進入障礙的保障，對

有線電視的威脅並沒有太高的警覺心。一旦有線電視普及率達到一定的程

度，即能在廣告播出上與無線電視台立於平等地位競爭。挾其多頻道，以及

將對手頻道包含於本身提供的產品之內的優勢，進一步提高其在市場的普及

率時，即能獲大部分廣告主的青睞，搶走原來在無線電視台播出的廣告。表

2-8、2-9、2-10、2-11 收視率的分析結果，告訴人們無線電視在閱聽人的心目

中，即使在過去的黃金時段裏，最多只能占有 15﹪~20﹪的收視比例。表 2-12

最近五年廣告金額的變動，以及其在媒體市場占有比例的變化，均在在顯示

                                                 
11 見莊春發(2001)美國有線電視的發展與政策，未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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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的時代已經降臨，無線電視在電視市場上只能屈就當老二的份。 

二、無線電視市場本身競爭激烈： 

除市場「外」來自有線電視和其他媒體的競爭之外，無線電視業者另一

個隱憂是，民視公司新廠商的加入，競逐已逐漸縮小的廣告營收，在僧多粥

少的情形下，可能使每家無線電視公司的營收無法超過成本而有利潤可言，

甚至因而造成有損失的現象。如前所述民國 90 年第一季四家無線電視公司，

只有新進廠商民視有超額利潤 4000 萬元，其餘三家既有廠商，中視公司在本

業上損益平衡，靠業外收入，呈現超額利潤 4000 萬元。台視本業賠了 5000

萬，業外收入 3000 萬，僅虧損 2000 萬元，總算保住顏面，但在 90 年的上半

年仍呈現虧損 6000 萬元。華視更慘本業虧損 7000 萬，靠業外收入 1.1 億元

的挹注，呈現 4000 萬的有利潤局面，遮掩了窘困。 

隨著廠商數的增加，稀釋每家無線電視台所能分配到的無線電視廣告營

收的比例，而外在市場上又因有線電視的競爭，使無線電視廣告市場萎縮。

在收入無法滿足需求情況下，只能以節約成本著手，但鑑於這些公司，係老

公司人事成本相對較高，例如華視人事成本占營收的 26﹪，達遠大於新進廠

商民視的 10﹪。此外因退休人員的給付也是一大負擔，華視一年退休金要 1.7

億元，中視要 1.6 億元，台視要 1.3 億元。看來成本的節樽似乎也不可行。惟

一可以考慮的情況是，將這些無線電視台予以重組、合併減少市場廠商數，

讓電視台經重組後的織組能夠適應新的環境。換言之，若虧損的情況不斷惡

化與持續下去，在整體政策上，就應以經濟規模的考量，建議無線電視台做

組織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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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電視技術帶來的衝擊： 

電視傳播技術，也如同通信傳播一樣，已由類比進步到數位的階段。數

位技術時代的來臨，使得無線電視節目的傳輸頻寬只需要原有的六分之一，

無線電視台面臨此傳播技術的改變，也許可以趁此機會研究如何利用多餘的

頻寬，進行多角化的經營，也介入數據傳輸的市場，與網際網路產業，或未

來的 3G 無線通訊產業並駕齊驅，在數據傳輸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從而在

開源上增加收益的機會。 

問題是頻寬資源為國家所有，屬於全民共享之資源，傳輸技術數位化後，

多出的頻寬是否延用舊習，仍授權於無線電視台自由使用，可能需要主管機

關的同意與支持。若主管機關持收回態度，重新規劃使用無線電視台則失去

多角化開源增加營收的機會，可能使其未來處境更加困難。即使主管機關同

意不改變現狀，允許無線電視台使用因數位化多出的頻寬，做為其他數據傳

輸之使用，無線電視台在開拓該數據市場時，如前所述，將與無線通信產業

或網際網路產業之業者直接競爭，處於必需面對的競爭情況，無線電視台業

者如何自處與面對，甚至改變過去養尊處優的心態，可能也是事先必須予以

突破或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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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無線電視產業數位化問題解析 

 

本章主要從我國迄今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經驗出發，探討無線電視產業

因應數位化發展趨勢各項調整與變革，進而解析逐漸浮現的各項公共政策相

關議題。 

國內各無線電視業者在電視學會的合作架構下，試圖規劃以現有北部實

驗台為基礎，分二階段建設數位廣播發射站系統，第一階段將配合政府既定

數位廣播推廣時程，先增設台中鳳鳴、苗栗三義、高雄旗山等三地數位廣播

發射站，完成北中南西部全區開播之目標。第二階段再增設東部宜蘭、花蓮

與台東三地數位廣播發射站，並以此二階段建設發射站方式進行數位電視地

面廣播全區節目播映計畫，為期兩年。相關業務如資訊廣播、網路管理、頻

道經營，則擬交由電視學會籌組的共同營運平台公司經營管理。 

 

第一節  數位化及跨業發展：策略及行動 

台灣現有無線電視事業受到有線電視頻道業者在收視率及廣告事務競爭

之影響，其營收成長率已停滯，對於電視數位化之來臨，特別是數位無線的

推動，因此早已非常關切。目前此領域之業者雖然仍依政府原定之方向繼續

數位化之工程及業務規劃；在實質上則正在小心翼翼的評估數位化所帶來的

機會與風險。因此一連串對數位電視衍生業務，及跨業發展之策略分析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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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持續進行。目前根據與無線電視產業成員溝通交流所獲之資訊，我們歸納

無線電視台未來可能跨業發展的策略類別如下： 

一、平台化策略 

此一策略之構想以無線電視台數位化之後所擁有的數位電視廣播系統為

核心，並將之發展為可以傳送多個電視頻道及數位多媒體資訊之平台。其平

台上所傳遞之內容則不必然由現有無線電視台製作提供，而可以由其他內容/

節目/頻道供應商提供。此一策略之合作夥伴可能為頻道商，節目製作單位及

網路內容提供者。 

二、行動通訊化策略 

此一策略是將無線電視行動接收的能力及未來數位電視互動功能列為核

心之發展策略。由於台灣國人對行動通訊的服務型態早已接受，若將數位無

線電視之終端設備配合強大之人機互動功能，並納入消費者對無線寬頻所期

待之應用，則可以及早擴大普及率。可能之應用範疇包括即時資訊( 股票、

路況、氣象 )、電子商務、應用下載等。此時合作對象可能為行動電話業者

或行動應用內容提供者等。 

三、垂直整合/結盟策略 

此一策略為典型之上、中、下游整合。由於數位電視之推動勢必帶動數

位電視機或是數位電視機上盒 (Set-Top Box)的銷售，此時垂直整合/結盟之模

式可能包括電視台與製造商、數位終端設備的共同促銷，條件接收模組供應

商、數位電視多媒體應用內容供應商、無線電視台、以及終端設備製造商間

的技術結盟；以聯盟內部之專有技術規格造成市場區隔，則可能為其結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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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量。 

四、水平合作策略 

由於數位電視整體投資龐大，無線電視業者可能以水平合作方式分散或

共同承擔風險。例如數家無線電視台可能合作建設轉接網路與共用發射設

備，共同制訂應用技術規格以減低成本。同樣地，在多媒體應用開發上與條

件接收之技術選取上，無線電視業者也可能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結盟，以便

共同擴展市場。 

目前在經濟部之推動下，數位電視產業聯盟正在迅速成型，但主要以訂

定技術規格為目標。而整體產業之垂直結盟或水平合作之模式均正萌芽，後

續發展則有待觀察。但未來無線電視台在數位化過程中不論採用何種策略跨

業結盟或發展業務，均受到政府相關政策措施的深度影響，包括： 

 類比頻道之回收政策 

 條件接收 (鎖碼)及分級付費實施 

 執照之型態 (內容與網站分離；增加電信業務經營執照等) 

 終端機之價格/補貼政策及技術規範 

 共用基礎架構及網站互連政策 

 價格管制及跨業結盟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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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化技術趨勢及其應用型態 

目前類比電視之傳輸依其技術型態及市場區隔，可區分為無線廣播 (地

面)、衛星廣播、以及有線電視三大領域。數位電視之標準亦依三種領域而分

別訂定。若依目前較多業者傾向之歐規 DVB 標準而言, 則分別有 DVB-T （地

面無線廣播），DVB-C （有線電視）及 DVB-S（衛星）。目前引起較大媒體

注意的歐規/美規爭議，主要在地面數位電視廣播技術須在美規 ATSC 及歐規

DVB-T 二者選擇其一。目前無線電視業者傾向 DVB-T，有關歐規 DVB-T5

之技術簡介及其優點詳見「附錄一：數位電視技術簡介」。 

不過 DVB-T 標準僅為傳輸部份，技術成熟度也較為穩定。但完整之無

線數位電視架構中，尚涉及以下技術： 

一、條件接收技術（Conditional Access, CA） 

條件接收技術是收費頻道及分級付費等業務型態之基礎，亦屬於一般通

稱之「鎖碼」技術，但數位電視之條件接收標準之安全性通常遠高於類比系

統，成本亦較高。目前在產業界存在有歐規、日規、美規，或 Proprietary 專

屬技術，多可與 DVB 並用。交通部電信總局在有關條件接收技術所訂定之

技術規範，以及新聞局在條件接收服務上之實施規定，將對產業界之營運型

態、市場架構、消費者使用權益及滿意度，有重大影響。目前，CA 是否模

組化、介面是否公開，則為討論焦點。 

二、多媒體平台技術 

由於數位電視頻道可用以進行數位資訊廣播，包含文字、數據、以至多

媒體資訊、小型應用程式，均有可能下載至數位電視之終端設備。若依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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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更可在固定或行動時均可接收。但由於網際網路應用發達的結果，目

前多媒體資訊之格式及所用語言相當多元，故在終端設備之成本考量下，必

須由產業界先行統一訂定多媒體平台所涉之標準，而歐規之 MHP（Multimedia 

Home Platform）標準則正為國內產業界所關注追蹤。 

三、回傳鏈路之架構設計 

互動功能及條件接收均為未來數位電視終端設備的重要功能，除了由終

端設備之人機介面所提供互動功能外，部分資訊必須回傳至網路 CA 控制設

備，方可完成 Transaction。此一回傳鏈路目前必須仰賴各種具有上行頻寬之

電信系統；在我國可選用之系統： 

 GSM/GPRS 系統 

 市內電話/數據機撥接系統 

 HFC 有線電視系統 

 ADSL 及 Internet 

而未來尚可能有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 (3G)。 

若以行動接收為主要考量，則在我國行動電話基地台的高涵蓋率條件

下，GSM/GPRS 似為目前業者考慮的重要選擇之一。否則，市內電話/數據機

為最符合成本考量之暫時方案。 

由於回傳鏈路之功能可能以模組型態附加於數位電視之終端設備上，其

選用方案及終端設備之架構設計，對其應用/功能之影響便十分顯著。由於無

線電視業者可能以結盟方式，選定特定行動或固定網路服務之電信業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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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回傳鏈路功能是否模組化、或是否涉及特有技術規格，若未能及時訂定

政策規範，則有可能在未來引起爭議。無線電視台推動數位電視廣播及數據

廣播服務之整合架構則如圖 3-1 所示。 

 

圖 3-1：無線電視台推動數位電視廣播及數據廣播服務之整合架構 

數位廣播內容提
供者( 外接 )

數據廣播平台
數位電視傳輸
及地面廣播系

統
一般接收戶

條件接收戶
(付費接收戶)
固定式

條件接收戶
移動式

( 單向 )

自製數據
廣播內容

數位電視
視訊源

條件接收
控制端

有線網路回傳鏈路
( PSTN-based Return Link )

( 固網電信業者 )

行動網路回傳鏈路
( Mobile-based Return 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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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位化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 

無線電視數位化之後，以目前相關技術發展趨勢而言，將可以預見以下

產業之間相互競爭與合作的新型態： 

一、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之競合 

有線電視目前佔有台灣 90%以上之家庭用戶，但無線電視台則為最重要

的頻道節目提供者，二者間目前及未來均將處於既競爭又合作之型態。無線

電視台是否未來將利用數位電視技術用於擴展新領域為主，還是以爭回受控

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市場為優先？將是一個需要小心分析的政策議題。 

二、數位電視廣播與行動通信服務之競合 

數位電視之多媒體互動功能及行動接收能力，意味著它與行動通信業務

中的部分數據應用可能重疊而發生競爭，但二者終端設備若整合為一體，又

可能有強大之功能，可吸引大量使用者。二者整合後之服務型態雖然在全世

界仍不普及，但此一新興技術也可能爆發性成長。 

三、數位電視與網際網路之競合 

網際網路雖然功能強大，但操作、設定複雜。網際網路上之內容如遊戲、

MP3 音樂若移至數位電視之多媒體平台， 其效果是增加新使用者，還是移

轉自現有網際網路使用者？則有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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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普及服務與媒體近用：數位化新課題 

本研究小組初步檢視國內（外）相關文獻及研究成果，參酌個別成員專

業經驗及參與相關政策研究心得，大致同意以「通訊基磐－傳播內容」雙元

規範架構探討相關政策議題（施俊吉等，2000b；程宗明，2001）。至於數位

化科技應用於無線電視產業後所將牽引、匯流的資訊、通訊、傳播媒體相關

產業，也應該一併納入產業經濟及公共政策分析之中。各項產業及政策相關

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概念上可以整理出以下芻形（圖 3-2 所示）： 

            圖 3-2：無線電視數位化及其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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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就通訊產業與傳播媒體匯流發展的市場規範而言，國內學者研究指

出：「數位媒體時代的來臨不但牽動媒體產業市場結構與生態的重整，更與消

費者及投資者的利益息息相關，目前有關數位媒體之法律建制的論述，最顯

著的爭議焦點在於數位技術逐漸成熟之後，傳統的廣電媒體頻道稀少性理

論，逐漸失去其正當性，相對地，政府介入傳播通訊市場進行管制的必要性

與正當性也受到質疑。其次，數位頻道應該如何分配，現有媒體經營者是否

應該具有優先獲得數位頻道從事經營的權利，政府對數位媒體，應該如何制

定和執行公平合理的規範，也是極具爭議的問題」（莊國榮，2000）。 

另一方面，關於資訊、通訊及傳播媒體匯流的影響層面，國內另有學者

研究指出：（整體而言，）有線電視內容和無線電視類似，卻能提供大量節目，

（在互動性較高的 vedio on demand 或 near VOD 等技術支撐下，）幾近於無

線電視、衛星、錄影機的綜合體；至於網際網路的快速崛起，則為傳播管道

和內容提供新通道。然而，台灣威權統治逐漸消退之際，民主卻未必落實在

各個生活領域，媒介所有權能透過市場機制轉手，也不意味獨立性更強。更

由於大眾媒體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使其不能放任市場力量予取予求；媒體

即使開放私人經營，仍然具有公共性質。台灣雖然逐步修改法令規章，但法

令政策基本仍在守成，而非開創。即便科技進步促使傳輸通路走向寬頻、數

位化、自動化，相關法令政策依舊未能充分因應傳播網路將帶來的社會變化；

甚至未能在通訊傳播體系重要性大幅提升之際，察覺隱藏其後的各項隱憂，

走的仍是商業化加上政治控制的舊路（蘇蘅，2000）。 

前項研究並且指出：由於台灣特有的黨政軍及財團壟斷媒體問題，使得

一般民眾與弱勢族群更難公平分享通訊傳播產業蓬勃發展的成果；因此，「媒

介『近用』和『普及服務』已不僅是進步國家的立法考量，在台灣更有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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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新檢討的迫切性，也有即刻研修法規、促成完整思考『近用』法規架構

的必要性。當務之急，不但要消極排除媒體平等近用的妨礙外，更應積極回

應社會弱勢族群和一般大眾透過大眾媒體，近用多元意見、辯論、分析等的

需求，以建立以作為『公民』為核心的傳播自主權。就我國現已嚴重扭曲的

傳播結構和影響來看，『近用』在傳播法域的法律架構、法制化的討論和落實，

不但提供前瞻的反思，保障多元言論，並能積極落實憲法保障表意自由、言

論自由的精神（蘇蘅，2000）。 

從終端用戶、收視戶或使用者的角度而言，是否及以何種條件享有匯流

之後的整合數位服務，固然屬於傳統「普及服務」概念的核心問題。內容製

作者（媒體業者及候選人、社會團體等）能否透過匯流的通訊網絡合理傳播

其內容，一般人是否能以合理條件取得其所需資訊，則又觸及「接近使用

（access：簡稱為『近用』）」傳播媒體的典型「言論自由」問題（蘇蘅，2000）。

反之，就相關業者之間的垂直交易關係加以觀察，通訊傳輸管道往往構成上

游（內容及相關服務）業者拓展營業所需的重要行銷「通路（access）」，形成

業者之間（尤其在跨業整合、多角化經營的企業集團之間）的關鍵性競爭參

數。至於建構通訊基磐所需的衛星、地面無線電波與（寬頻）線纜等管道，

或者必須利用公有電波資源，或者必須先取得特許經營執照，就業者觀點而

言無異於市場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就政府角度而言則是調整總體傳播資

源、推動「普及服務」與「近用」各項公共政策的重要管制工具（石世豪等，

2000）。 

此外，在資訊、通訊及傳播媒體相關產業透過數位化科技加速匯流之際，

歷來區分「電信－（無線／有線／衛星）廣播電視」的割裂立法與「多頭馬

車」管制架構勢必隨之重組；無線電波資源的市場價值及其對於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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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將在法制規劃上更加凸顯其彼此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另一方面，

在法定壟斷框架撤除之後，結構管制與多樣化的政策導引工具不可或缺；國

內討論多時的主管機關改造及法制通盤調和等議題，也將型塑我國無線電視

產業數位化發展的整體政策環境。 

 

第五節  法制轉型相關議題 

根據電視學會的說法，經濟部與國內各家無線電視台為推動我國地面廣

播數位電視發展，共同投資建立數位實驗台、進行實驗台工程測試計畫；試

播全程計劃自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至八十九年底為止。五家電視公司在

電視學會的合作架構下，試圖在參考美、英等國經驗之際，以「做中學」的

方式摸索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策略，以便協助各家業者順利完成數位電視台

全區開播進度。至於實驗台試播所擬解決的共同問題，則包括影音規格，資

訊廣播，字幕中文化，機上盒接收機等規範與共通標準（電視學會，2000）。 

表 3-1：行政院 NII 推動小組於 86 年 11 月訂定發展時程 

時程 預定進度 備註說明 

88 年 6 月 試播台試播 89 年 12 月始完成工程測試 

90 年 12 月 全區廣播 各家無線電視台分工合作，已確定延後完成

95 年 1 月 收回 NTSC 頻道廣播條件為 85％收視戶已不必依賴 N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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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電視學會的說明及 NII 推動小組擬定的發展時程表可以發現，我

國政府引導無線電視加速數位化，除一方面任由業者自行依市場條件找尋對

應之道外，另外還採用各式政策工具從旁協助、調整業者營業環境結構並且

藉此提供適當誘因，間接促使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政策目標及早實現。其

中，NII 推動小組預定民國九十五年一月收回 NTSC 頻道，各家電視台及電

視學會均視為關鍵時程；尤其，關於上述期間屆滿後頻道執照（使用）費的

徵收方式，以及，未來頻道執照與事業執照是否合併與開放新進業者等問題，

更是現有業者關注的焦點所在（電視學會，2001）。 

另一項與無線電波頻率有直接關聯的重要議題，則是數位化之後的訊號

傳輸標準。我國既有類比訊號傳輸標準 NTSC 原屬美規系統，推動數位化初

期仿傚美國、擬以 ATSC 為傳輸標準。其後，由電視學會委託學者進行實地

測驗，結果證明 DVB-T（歐規）系統在室內定點接收、移動接收及處理多重

路徑反射等方面均優於 ATSC 系統。考量數據廣播（data broadcasting）對於

無線電視台未來業務發展的關鍵地位，則 DVB-T 系統上述特質更凸顯其於數

位化政策上的優越性（許超雲等，2001）。自此，交通部於是重申其「技術中

立」的政策立場，開放（設備與終端機製造廠商、無線電視台）業者之間自

行協商訊號傳輸標準。 

至於數位化過程中及完成數位化之後的營業規範相關問題，國內五家無

線電視台共同組成的電視學會，由於事關本身未來事業定位及營運型態轉

型，因此積極針對政府電視數位化政策提出以下九點建議（電視學會，2001）；

藉由實際參與部分計畫推動、支付相關設備與技術所需成本，未來並且直接

承受政策後果及市場衝擊的業者觀點，將有助於掌握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問

題的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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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電視執照期限延長為八年，俾使包括有線及衛星電視在內的整體產

業經營條件合理化；基於扶植與輔導數位電視產業的政府既定立場，電

視學會也建議現行（類比）執照期限比照數位執照延長。 

二、交通部郵電司已承諾在數位電視台正式開播前（2006 年）免徵頻率（使

用）執照費，電視學會進一步建議新聞局比照辦理，在類比訊號全面停

止播送後依合理利潤比例徵收數位播映執照費。 

三、由於各無線電視台配合政府推動數位電視投資不少，電視學會建議應先

維持現狀採單一執照制，或同時改發予各無線台傳輸及內容兩張執照，

以保障既有業者之權益。未來俟整體數位電視環境成熟後，再依市場競

爭機制、業者間整合等情形，另訂合理的執照發放方式。 

四、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的經營模式與經營項目應回歸民眾需求，無論是政

府、相關業者或民眾皆需經過相當學習期間、相互調適，方能建立符合

國內市場結構的數位電視經營模式。營運初期應從既有的市場區隔及差

異化著手，例如行動接收及資料傳輸將是吸引使用者的重要營業項目。

未來無線電視台數位相關業務經營模式應朝多元化發展，提供民眾更多

選擇、刺激需求，如此將有助於電視台在短期內累積營運經驗，儘速達

到數位電視市場的經濟規模。 

五、關於數位無線電視所應負擔的公共義務方面，電視學會建議各無線電視

台至少提供一個純服務性質的數位頻道、不收取任何費用，並依政策法

規為特定觀眾（殘障人士或少數族群等）製播特定比例的節目或其他服

務。至於數位電視的畫質，電視學會建議數位電視初期應先將 SDTV 導

入正軌，再依此基礎通盤規劃有利 HDTV 發展的產業環境，以避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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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然投入所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 

六、關於有線電視必載（must carry）無線電視頻道的強制規範方面，電視學

會認為有線電視業者應以現制下的 6MHz 頻寬為基礎，無論該頻寬經數

位壓縮後提供何種型態的節目或資訊，均依數位環境下的標準提供完整

的 6MHz「傳輸頻寬」通路，不再緊扣類比環境下的「節目頻道」，藉以

配合未來傳輸 HDTV 頻寬需求。 

七、關於數位化後的數據廣播經營模式，電視學會認為將是數位電視的主要

利基所在。由於數據傳輸業務的服務對象、內容及服務時段等條件不同，

頻寬利用型態也將有所差異，在未能確定未來使用者對各項服務偏好情

況之前原不宜限定其比例。倘若主管機關已決定限制其比例，則建議營

運初期每台至少 2MHz 為限；未來俟市場整體供需的機制建立後，再依

合理規範分期程設定比例。 

八、關於政府在整體政策上所應採取的輔導措施，電視學會認為政府積極推

動數位化主要是著眼於加速經濟發展及產業升級，目前各項獎勵措施可

預期直接獲利者將是電視家電業者，對於電視台及電腦多媒體軟體業者

的收益並無保證。由於數位電視因傳播、通信、資訊產業匯流而成為網

路互連的一環，電視學會建議政府在扶植與輔導數位電視產業時，除著

眼於對公共回饋的議題外，也能兼顧相關產業的存活條件與整體利益。 

九、電視學會還單獨針對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清彥在「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

小組」（NICI）會議所作成結論，建議採行 MFN 及 SFN 並用、以單頻搭

配公共化，藉此回應社會、國家及全民的公共服務需求。 

電視學會所提出的以上各項建議，從法治國家各項政策務求「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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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看，涉及我國現行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等有關法

律規範，以及，交通部（電信總局）、新聞局及經濟部、財政部等主管機關執

行個別法律所授權事務的處理準則問題；如涉及其他人民自由權利或機關組

織調整，依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則必須另訂

新法或修改現有法律相關規定。其所涉及法律依據與各主管機關職權的情

況，大致可以歸納如表 3-2 所示： 

表 3-2：無線電視數位化涉及法律依據與各主管機關職權一覽表 

業者建議事項 所涉行政權限 法律依據 主管機關 備註 

延長頻率執照期限 執照許可 廣電法§4,§12 
電信法§48 II 

交通部 廣電須修法，電

信未必 

免徵執照費 執照許可 廣電 14a 施行細則§15
電信法§48 II 

新聞局 
交通部 

主管機關裁量 

單一執照 執照許可 廣電法§10 
電信法§46 

新聞局 
交通部 

必須修法 

營業多元化 營業許可 電信法§11§,17 交通部 主管機關許可 

暫緩 HDTV 電波監理 
(收視權益) 

電信法§48 III 
廣電法§8,§15 

交通部 
(新聞局) 

主管機關裁量 

重訂必載定義 強制有線業者 有線§37 新聞局 必須修法 

資料傳輸不設限 電波監理 電信法§48 I 交通部 未必修法 

與終端機併受補助 
產業公平發展機會 

產業輔導措施 
維護競爭秩序 

產業獎助相關法令 
公平法§9,§46 

經濟部 
公平會 

主管機關裁量 

公共化搭配單頻 電波監理 
普及服務 

電信法§48 III 
廣電法§8,§15 

交通部 
新聞局 

主管機關裁量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製表 

電視學會從無線電視台–亦即，電子媒體相互區隔的（舊）市場內既存

業者，逐漸轉型為跨業經營各項相互匯流傳播事業的市場參與者–的立場出

發，因而歸納以上九項數位化政策有關建議。然而，倘若從司法院大法官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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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三六四號解釋關於人民「接近使用媒體」有關權利，以及釋字第四○七

號解釋有關不當傳播內容管制規範、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有關醫療等重要資

訊的傳播規範、釋字第五○九號解釋有關言論自由與名譽等他人權益之間的

權衡規範出發，則可以發現：業者畢竟只從單一面向、以本身利害關係為核

心提出其政策說帖；涉及上述一般民眾收視與其他重要權益的公共議題，電

視學會僅籠統以「公共義務」予以概括，其特定立場與其侷限性即可見一斑。

以上四號大法官解釋所涉及傳播法制調整議題，大致可以歸納如表 3-3 所示： 

表 3-3：無線電視數位化所涉及傳播法制一覽 

解釋 憲法權利 所涉法律 應規範事項 備註 

第 364

號 

言論自由、媒體近

用 

原僅廣電法

(民 83) 

頻率分配、近用

條件 

尚未完成；公視法,有線電視法有近

用規範，各法另有更正與答辯規範

第 407

號 

言論自由、風化、

青少年保護 

出版法 猥褻管制標準應

隨時檢討改進 

已廢止 

第 414

號 

言論自由、國民健

康等公益 

藥事法 依現行規定 現行法授權主管機關規定合憲 

第 509

號 

言論自由、名譽與

隱私 

刑法 依現行規定 現行法合憲；但刑事被告舉證責任

減輕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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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相關參與主體出發，將發現另一種觀察無線

電視數位化政策的不同角度。對照以下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所整理無線電視數位化相關議題，以及相關主管機關之間的對照表格，將可

以掌握更為完整的不同政策面向： 

 

表 3-4：我國數位地面廣播推動的相關單位 

單位名稱 職 責 
行政院 
NII 推動小組 

全國網路數位化最高指導單位 
DTV 廣播政策跨部會決策單位 

行政院新聞局 

核發電視台執照 
收取換照費用 
掌管廣播電視法之修編（如：電台營運、持股、廣告、must carry 之規定） 
監管新聞、文化、出版規範 
專業視聽器材關稅優惠 

交通部郵電司 

制訂傳輸標準（工程技術標準） 
核定電台頻道 
制訂電台工程管理規範 
收取頻道使用費 

交通部 
電信總局 

為郵電司幕僚執行單位 
電信監管業務 
負責工程測試（決定站台功率、干擾、解決弱收視之問題） 
電台工程查驗 

經濟部
＊ 

協調制定數位電視標準 
開發數位電視相關技術 
引進數位電視技術 
推動業界投入產品商品化 

電視學會
＊＊ 

執行實驗台計畫 
數位電視節目制作 
全省營業網路建設 

                                                 
＊ 主要為工業局、技術處及「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 由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及公視五家無線電視台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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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數位電視 
委員會

＊＊＊ 

協調數位電視服務標準 
推廣標準應用 
聯繫國際標準組織 

資料來源：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根據以上資料可以發現，我國數位電視數位化政策所牽涉的法制調整相

關議題極為廣泛，比較各國發展經驗及我國特有法制結構，將至少觸及以下

議題（請比較：李秀珠等，2001）： 

■ 廣播電視事業執照（現行廣播電視法） 

■ 電台執照（現行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 

■ 事業及電台兩照合一或分離（法制調和） 

■ 無線電波使用條件、期限及費用 

■ 頻道規劃及分配（必載頻道及節目型態） 

■ 股權及組織型態（公共化或私有化） 

■ 技術規格（設備規格及訊號系統等） 

■ 營業監督規範及競爭規範（「產業內競爭法」與公平交易法） 

■ 費率管制 

■ 內容管制 

■ 傳輸及內容責任歸屬（例如德國「資訊通訊服務法」） 

■ 主管機關及其調整（是否另設獨立行政管制機關） 

                                                 
＊＊＊

由家電與電腦設備製造業者、無線電視台、學者所組成，經濟部、交通部、新聞局等機

關亦派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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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基本模式 

 

本世紀以來，現代國家皆視無線電視（over-the-ai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為一政治與文化的產業，而非單純的經濟性產業。原因在於無線電視的本質

特性如下（Barendt, 1993）： 

一、無線電波頻譜是公共的資產 

二、無線電波頻譜是稀有的資源 

三、電視媒體對民意的影響遠強過印刷媒體 

四、電視出現的歷史契機不同於印刷媒體 

就第四點進一步申論而言，二十世紀初，電視媒體研發與服務逐漸成型，

當下的媒體氣候正是「黃色新聞」氾濫的時期，印刷新聞媒體（報紙與雜誌）

為了爭讀閱報與銷量市場，以贈送獎金方式爭取讀者，而且競逐於熱門話題，

以誇大炒作方式報導，甚至以製造新聞方式吸引讀者；市場過度競爭，集中

在同一話題上報導，以致產品失去了多元性，造成了市場失靈。 

當代國家有鑑於此，為了矯正印刷媒體經營的偏差，同時經歷了大戰期

間媒體管制的效果，於是無不以管制的態度重新規畫無線電波使用方式，並

且發揚「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來矯正西方先進國家的自由主義

（liberalism）思潮。無線電視在這樣的傳統中，被定位成一個進入管制 (entry 

regulation) 的產業，同時在節目上必須善盡公共責任 (accountability)、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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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 (diversity)、新聞資訊報導嚴守客觀中立（objectivity）。這樣的原則

歷經多次傳播科技變革，並未改變；電視數位化可謂從廣播到電視、黑白到

彩色的第三次視聽媒體之革命，如何繼續確保廣電公共服務的原則，或者如

何更新公共服務的精神，成了先進國家發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核心議題，本

章即在觀察該議題如何指導建立「新的無線電視產業」之法制。 

 

第一節  歐洲、北美及亞洲各國趨勢的比較觀察 

截至目前為止，世界有三大地面波數位電視系統：由美國「先進數位電

視委員會」（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發展出的 DTV、歐洲「數

位視訊廣播集團」（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Group）發展出的 DVB-T、以及

日本 NHK 為首的「整合式數位廣播服務」（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Broadcasting）概念所推出的 ISDB-T。因此本文以此三大標準領域，作為「無

線電視數位政策」法制發展根源探討的出發點（以下資料引自 de Bruin and 

Smits, 1999）。 

一、歐洲 

歐洲國家的數位電視發展向來以統合的力量，發展傳播新科技，主要的

參與統合的團體為歐盟  (European Union，前身為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ission)、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以及歐洲電信

標準學院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 Institute，ETSI)。歐洲共同

行動的根源在於 1984 年以來電信自由化之解禁趨勢（deregulation），各國設

定目標將郵政電信獨佔事業 (Posts, Telegraph and Telephone)轉變為自立的電

信公司 (independ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歐洲各國從此發展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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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電信策略，這樣的合作基礎成為 90 年代發展數位傳播科技的模式。另一

項文化上的考量為歐洲本身的影視工業的立基，各國都認為 90 年代初期的高

畫質電視由美國日本合作發展出來，象徵著日本家電工業與美國的好萊塢影

視集團在全球的優勢地位，極有可能進一步入侵歐洲國家的市場，導致文化

產品傾銷，損害國家文化主權，因此歐洲有必要聯合起來發展自我的電視革

新模式，以取得對等地位 (Hart, 1994)。 

奠基在 1997 年的傳播科技匯流 (convergence) 綠皮書上，DVB Group

發展出歐洲整體的數位電視標準規範（衛星、有線、無線電視），其中「無線

電視」只是整套電信與傳播數位科技匯流中的一項，由此 DVB-T 標準象徵兩

項意義： 

（一）帶領電視進入全盤數位媒體產業 

（二）將電視內容轉換成可以流通到所有未來數位平台上的軟體 

但是 DVB Group 的最終取向乃是在內容取向上 (content-driven)，發展未

來多媒體的產業，非以技術導向決定服務的面貌。1993 年 DVB Group 成立

時，就象徵地與日本、美國的高畫質電視取向分道揚鑣，他們認為高畫質的

電視需求尚未成熟，用戶使用服務的成本門檻是最重要的考量，從此衍生出

歐洲集團的市場導向 (market-driven) 與務實取向 (realistic approach) 的發

展策略。 

從市場導向來看，歐洲許多國家的電視觀眾主要收視環境仍以無線電視

為主，而觀眾的收視品味也以本國文化為中心。因此，多頻道的數位電視廣

播 (multicasting) 可以增加大部份觀眾的收視選擇，以及豐富化本國文化的

多元度，所以耗用頻寬的高畫質電視被擱置。從務實的角度來看，數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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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最為困難的部份，在於家庭消費者更新類比的數位電視機 (IDTV) 或

購買數位訊號轉換機上盒 (STB)，以黑白轉換到彩色電視為例，就耗時十年

左右；另外在數位媒體匯流的時代中，不同媒體的內容與服務互通 

(interoperability)，皆有助於擴大規模經濟與活化範疇經濟，因此等待媒體整

合之時機，對於新服務的推出至為重要，所以"faster is not always better"。2001

年，以多媒體家庭平台（Multimedia Home Platform）作為整合數位電視目前

應用軟體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的工具一事，就讓許多晚起步

的歐洲國家獲利，因此歐洲普遍認定在 2010 年左右才是地面波數位電視服務

成熟的時點。 

歐洲政策的另一項特點在於，對公共廣播電視體制的重視與強調，不因

數位化的發展而有減低。1996 年歐洲議會做出正式報告，籲請歐盟對於數位

時代之公共電視體制繼續支持： 

（一）修改「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允諾發展有利公共電視

的政策 

（二）排除公共電視適用媒體集中化之管制政策 

（三）未來新視聽服務綠皮書調查工作當重視公共電視的關鍵角色 

（四）提供金融資助給泛歐的公共電視體制如 ARTE、EURONEWS 

1997 年該項建議的主體精神被會員國所接受，歐洲理事會正式同意一項

為公共電視所設的議定書 (protocol)，並附屬在最新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

該文書同意歐洲政府繼續提供資助給公共電視，以使他們可以在數位時代中

執行公共義務，並且以個別國家特性為執行考量基礎，但是不能違反歐洲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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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競爭政策精神。 

二、美國 

 美國的電視工業自 1980 年代以後逐漸沒落，其優勢被日本的家電企業所

取代。因此日本的發展被美國高度重視，日本於 1960 年開始研發高畫質的類

比電視，在八０年代達到雛形成熟階段，於是積極在美國推銷 Hi-Vision 的概

念。日本國家公共電視 NHK 自此積極尋找美國同業進行策略聯盟，透過資

助 ATSC、Society for Motion Picture Engineers 活動，得到美國代表在 1986 年

的 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R) 上，支持其為高畫質的

全球標準政策。 

1987 年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開始介入 HDTV 的政策事宜，原因

在於美國本土電子業對上項發展的不滿，因為 ATSC 純為電視廣播與製作的

產業聯盟，而合作伙伴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會員又多為美日的合

資廠商，因此本國產業利益被排除在外，向主管單位呼籲所致。於是 FCC 成

立新的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vanced Television Service 

(ACATS)，納入了為數眾多的美國資本的電子產業，其代表組織為 American 

Electronic Association (AEA)。 

自 1988 年起，AEA 召集了美國本土的電腦、電信與半導體廠商，開始

積極投入高畫質電視的開發，他們認為唯有自行開發技術標準，才能翻轉美

國電視工業日益萎縮的厄運（Hart, 1994）。而日本固守在類比的規格，逐漸

不為美國業者所認同（Kanayama, 1998: 10），於是成立 Advanced Television 

Test Center，始徵求來自不同實驗室開發的高畫質電視規格加入測試行列。

1990 年開始，半導體廠商 General Instrument 正式投遞出修正後的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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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又有三組出現，直至 1993 年止，測試中心確認另外四組皆優於日本國家

公共電視台 NHK 所提的技術規範，於是日本的標準宣告在北美市場出局。 

1993 年一個重要組織出現：Grand Alliance，由 AT&T、General Instrument、 

MIT、Philips、Sarnoff Research Center、Thomson Consumer Electronics 及 Zenith 

Electronics。他們共同研發出統合的高畫質電視規格，得到 FCC-ACATS 的認

可，於是國會正式批准美國的 HDTV 標準，由此可見，美國的數位電視為電

訊與資訊科技廠商所獨斷研發的產物，而非廣播電視台所主控的發展模式。 

另一項重要的發展模式里程碑，是 1996 年通過的電訊傳播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 )，該法強調各種經營電訊傳播之產業，包含地面波

電視台、直播衛星電視台、行動通訊業者、有線電視公司、地區性電話公司、

長途電話公司互相競爭。而法案容許電訊、電腦、傳統媒體之間進一步互相

購併、結合的空間，也象徵著電視將融入未來全盤傳播服務之一項，然而在

未來服務匯流中的電視的主體卻不如歐洲模式的明確。 

因為法案中容許無線電波頻譜使用的彈性（spectrum flexibility），使原本

廣播電視訊號的頻譜可以轉換到供給其他無線通訊服務使用。因此無線電視

追求數位化、高畫質發展的政策背後，其實寓含著將原本無線類比頻譜盡可

能地快速收回，提供無線通訊產業使用的政策目標，無線電視產業的主體在

此政策中明顯地萎縮消失。 

未來的高畫質電視，一方面將導向家庭電影院的收視升級目標；另一方

面將成為資訊高速公路上一個重要的終端進出口，傳統的電視收看角色，將

徹底地改變與多媒體的革命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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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日本為高畫質電視發展的先鋒，同時為了開拓電視機的外銷市場，

特別與美國的方向密切配合，然而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自 1990

年制訂了發展全數位方向的電視政策，使日本原來以類比訊號傳送高畫質

的取向，受到嚴重的挑戰。然而原本投資設計該體系的業者，包含公共廣

播 NHK、以及相關的私營電視台與電器廠商，仍然希望能持續推展

MUSE/Hi-Vision 系統。由於日本選定以類比方式傳送高畫質電視，勢必

須要大量傳輸頻寬，因此現有無線電視台頻譜不夠利用，所以日本不得已

必須以衛星作為媒體，來展現初期的高畫質效果；從政府觀點來看，發展

衛星電視有助於刺激長期受保障的無線電視產業，有利於電視產業的競爭

與消費者選擇權利之弘揚（Kanayama, 1998: 10）。NHK 的策略希望透過

補 助 社 區 團 體 購 買 高 畫 質 電 器 、 或 者 提 供 便 宜 的 轉 換 器

（down-converters），讓一般衛星碟子與電視可以收視高畫質節目。 

然而在電訊不斷數位化的革命下，日本政府郵電省（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對於數位電視的考量，已非重在畫質的精進而轉

而著重在更多的頻道選擇上，因此自 1994 年起就不斷地質疑 NHK 的領

導階層的發展取向，並且藉著成立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的爭議，強調網

路、多元選擇、數位化之重要，並從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手中取回電視產業發展的主導權。 

日本政府自 1980 年以來就積極推動衛星電視的發展，因為該通路可

以免於地震火山的影響，安全性強過地面波與有線電視的設置。因此，日

本於 1980 年起積極引進商業的衛星電視服務。至 1996 年為止，已有三

大經營者存在：PerfectTV (Japan Satellite Broadcasting 數個日本工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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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JSkyB（由梅鐸新聞公司與孫正義軟體銀行合資）、DirectTV Japan

（美國休斯電氣公司與日本公司之合資）。郵電省從 90 年代開始推動日本

公共與商營電視台，發射衛星電視服務，並以 Broadcasting Satellite 服務

為名區分；而前二者則以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服務為名（JSkyB 與

PerfectTV 於 1998 年合併成 SkyPerfect TV），以強調境外傳輸與電信電視

結合為定位 (Hart, 1999)。 

郵電省 90 年代數位化政策的寄望，不再單是高畫質的追求，而是追

求電視頻道的更多選擇，同時希望互動電視與資料廣播服務

（data-broadcasting）一併賦隨電視頻道推出，形成附加價值服務的市場，

於是衛星是最好的媒體選擇。地面波電視因著經濟不景氣，商業電視不願

繼續投資，再加上有了衛星平台作試驗，因此發射時程被延後，未來定位

更加不明 (Nakamura, 1999)。 

 

第二節  通信基磐整合及其規範架構 

一、北歐國家數位電視發射塔台建設整合計畫意涵 

丹麥公共廣播公司（DR）董事，也是媒體經營學者 Preben Sepstrup

（1993），闡述北歐國家整體對於公共廣播電視的經營理念，條列出四項核心

理念： 

（一）提供公眾多才多藝的節目組合，訴求對象為社會全體，包含小眾團體

與黃金時段的收視群； 

（二）生產社會需要的實質節目，促進社會整體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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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廣電訊號，確保全國收視戶都能以平價標準收視節目； 

（四）支持國家機制生產文化節目（包含收購作家手稿、經營管弦樂團、支

助全國藝術與娛樂活動）； 

準此，北歐國家認為廣播與電視媒體應該由國家的廣播機構來經營與掌

握，電子媒體是一種國家事業，為了要服務公眾利益，不能使其成為商業營

利的事業。另外，前挪威公共廣播公司理事會委員，奧斯陸大學廣電專家 Trine 

Syversten（1999），對於公共服務的定義，列出三種說法，並指出其中第一種

說法最為切合北歐實際，也就是公共服務之廣播電視就是一種「公用事業」： 

從技術經濟的觀點來詮釋國家提供之公共服務—如郵政、公路、鐵路等，

在這樣的定義下，廣播電視首要的服務品質指標為訊號之精確、營運之效

率、以及建構傳播網路提供普及服務的通路。另外的品質標準還有：統一

公訂的價格、經營利潤之管制、工程素質的標準控制等。 

於此更說明了，在產權控制形式之外，北歐國家的公共電視產業的行為

管制內涵。在如此的管制哲學下，該領域的無線電視塔台建設，從類比時代

開始，就由公共廣播業者所經營掌控，屬於國家與全體人民的資產；這些國

家都從公共廣播電視獨佔開始，漸次開放民營廣播電視、衛星電視之經營，

再面臨數位化之頻道重新分配。在前述過程中，北歐國家對於傳輸網路（轉

播發射、中繼站）的建設，都強調以「共同經營模式」為政策，如芬蘭由其

公共電視台 YLE 管理傳輸網，後進民營電台必須向 YLE 租用塔台，現今更

將塔台獨立成公共管理之特許公司，負責全國數位化網路建設事宜；挪威則

安排公共廣播與公共電視合組公司，來推動全國的電視傳輸網路計畫，並吸

引民間業者加入；瑞典則由公共、民營業者合組數位開發公司，利用現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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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進一步開發 EPG 與機上盒的設定計畫；丹麥則由公共廣播公司（DR、TV2）

主宰國內所有地面波數位化之計畫。以下則針對個別國家數位化塔台建設之

發展，提出過程分析與情勢推估。 

1. 芬蘭：公共數位網路之主導者 Digita 

芬蘭的廣播電視體制，是以公共電視為先入市場的獨佔者作根基，逐步

地發展起來，然後適當地引進民營廣播電視業者與之競爭。在有管制的競爭

狀態下，一旦面臨廣播電視重大發展時，可媒合公共與民營業者共同開發新

事業，而公共的地面波數位傳輸網路計畫，就在如此之背景下展開。 

芬蘭公共廣播公司 YLE，由國會特許成立，透過廣播行政理事會來管

理，發展全國廣播電視的基礎建設，其行為直接向國會負責。有關民營廣播

電視發展事宜，則交由交通部（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管

理，由其核准相關事業的經營。該部的開放政策在於考量如何維繫整個電子

媒體的發展繁榮，尤其在地廣人稀，又多集中在南部的地理人文環境下，該

部認為，整個國家資源應當投入發展一個整體的地面波數位傳播網計畫，於

是 YLE 的全國傳播網就是最佳的選擇。事實上，早在類比時代，交通部也只

允許新進民營電視台 MTV、OY RUUTUNELONEN AB 租用 YLE 的電視發

射網，為了就是要培養業者長期的策略聯盟關係，來善用公共的資源（Wiio, 

2000）。 

因此，現階段交通部考量未來數位塔台與網路的建設，優先選擇與 YLE

匹配的市場上之優勢者作伙伴，而民營電台必須提撥廣告盈餘特定比例來資

助全國廣播網的建設，據此他們也可參與數位電視廣播網的方案。YLE 的職

責在於建設適當的網路供新業者營運，並且務必使現階段的網路規畫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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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轉換為數位化播出所需 (Wiio, 1998: 110-111)。 

圖 4-1：Digita 服務區域及設施佈建示意圖 

 

Digita Oy 

 

Approach: utilizing the present network of stations, 
masts and aerials 

Facilities: 38 major stations, 160 sub-stations, over 
40 transmission links stations 

Network: six service districts 

Employs: 400 people 

Turnover: FIM 388 million (1999) 

 

YLE 現階段數位化策略的重要創舉之一，在於將其傳播發射的工程資

源，重組成一個新的公司"Digita"。YLE 與 Digita 於 1998 年底簽約以芬幣一

億三千七百萬價格，將其發射資產轉讓給新公司經營。在 1999 年營運中，持

續依循行政理事會的決議，將少數股份讓渡給使用該公司網路的民營廣播電

視公司，根據 1999 年 11 月最新的協議是 YLE 可把 34%股份出手，賣給 Sonera 

PIc，分成兩次交易在 2003 年 3 月完成。不過這項交易在 Competition Council

審核中立下了一則但書 (未來擁有 Digita 少數股份的公司不得申請數位電視

經營執照) 之後，使承購者產生疑義，不過原訂出售計畫不變，可能繼續向

其他業者招標來執行，但未來原 YLE 的人士仍須控制 51%的股份。 

在這之前，國家理事會（Council of State）規定所有拿到數位廣播電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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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執照的業者，都必須接受共同的技術策略來規畫接收器、節目封包加密、

及消費者服務的經營，同時必須對未來數位多重訊號經營政策達成共識。而

交通部特別負責完成這一套全國一致的方案，YLE 則扮演者重要的促合者角

色，務必實現消費者服務之導向與開放式科技解決之模式。 

在這之後，Digita 肩負著開發商業計畫的使命，同時必須獲取實際的專

業經營知識，成為平台與輔助服務的供應商。YLE 自身的數位化計畫，必須

以未來 5-20 年的需求為度加以設計（數位發射的覆蓋率 2001 年 4 月為 50%、

12 月為 70%、2006 年為 100%），同時把現階段 Digita 的最大客戶：全國商

業電視台 MTV Finland、Nelonen、Radio Nova 的需求一併考量進來。目前，

國家理事會預計核發三個數位電視多重訊號業者執照，已核准在 2001 年 8

月播出的頻道有 8 個，包含 YLE 集團：新聞、文化、教育科學、瑞典語節

目頻道；商業電視有 City-TV，運動頻道、Helsinki Media's 電影頻道、WSOY's 

教育頻道、Wellnet & Canal+（試播期將由 2000 年 11 月到 2001 年 8 月）；今

年，Digita 也推出 Digita 200X 方案作為服務所有客戶的數位科技策略。 

另外，Digita 也與 Nokia 自 1999 年 11 月起，合作開發行動電視服務，

由 Digita 提供行動傳輸發射設備、Nokia 提供電視機接收的多媒體環境設定，

選定特殊區域測試。因為奠基在開放科技的平台上，未來數位電視將可與行

動電話、個人數位助理互享相關內容，進而整合成共用之接收器。 

YLE 數位化的終極遠景，是將資訊社會的理想導入到家庭當中，從數位

電視中去取用未來網路化社會的整體服務（以下構想見附件投影片資料）。依

據該台董事長 Markku Laukkanen 表示：未來數位化之雙向互動服務，將給予

YLE 一個機會，成為資訊、文化、教育、公務（繳款、認證、安全資料儲存）、

商務的聯合平台。由此，確保公共電視服務在數位時代的價值，同時具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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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資訊社會中的功能，這包括了凝聚國民的公民資格與社區意識（提供做為

不同領域公民身份的需求資訊）、打造享用資訊的平等與開放近用權（完成普

及的資訊基礎建設及友善的使用介面）、建立個人認同與自我人格（倡導觀眾

導向服務與多元文化節目政策）、協同產業開發經營效能與合作契機（透明的

合作機制與開發之領導權來導引高度專業素質與能力）。 

也就是說，在共同數位平台的架構下，YLE 將從提供公民資訊文化服務

的基盤開始發展，透過共通科技解決方案，使內容可以得到數位多面向之開

發與流通，進而建立針對個人的價值提供附加服務，使公共廣播電視服務一

方面成為資訊社會中多元融合的機制，另一方面成為滿足個體的多元文化之

傳播通路，這正符合歐洲議會的 94 年宣言與聯合國千禧年電視高峰會之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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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Digita 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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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芬蘭公共電視數位化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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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aukkanen, Markku (2000).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inners and losers. Paper 

presented at Public Broadcasting International 2000, Cape Town, 16-17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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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公共電視與通信、商業電視共構平台 Senda 

在政府的明確引導下，瑞典電視產業界發揮極大的集體活力，參與策畫

數位化的工程。首先他們釐定了對數位化的認識（Brandrud, 1999）： 

(1) 數位電視增強寬頻螢幕的傳輸能力，是媒體資本集團意圖也較為容易進

入的有利產業，在不確定的狀況下，產業將尋求更大的結盟與之應對（如

Murdoch、Kirch、Berlusconi、Canal Plus）； 

(2) 區域性的電視集團聯盟將尋求市場極大化的價值，譬如將有利可圖的跨

國體育轉播節目，設定版權授與，利用機上盒的鎖定，獨賣獨銷，這對

公共電視免費轉播公共關心議題的節目政策，產生衝擊； 

(3) 於是瑞典政府結合所有北歐國家的公共電視與公眾電信業者，於 1997 年

共同成立技術開發集團稱為 NorDig，這項行動目的在 "Avoiding the 

commercial gatekeeper"（擺脫商業機上盒守門人控制的策略）； 

NorDig 成立於 1997 年，旋即於 1998 年 5 月公佈 STB 的標準工法

（specifications），供欲投資數位電視的廣播與電信業者使用，反而刺激了商

業電視業界加入 NorDig Agreement，以免遭到排擠，其中包括：Canal Digital、

Canal Plus、Modern Time Group (Kinnevik)。如此，使 STB 市場中的公開使用

規格（common solution）與獨家系統規格（proprietary solution）展開競爭。 

在國內行動方面，由於瑞典政府積極引導，使該國的公共與商業地面波

電視台充分地合作，達成對開放的機上盒工法（the specifications for an open 

set top box）最多的協議。除了機上盒的協議，在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市場上，更由公共電信公司 Teracom、公共電視台 SVT、TV4（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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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地面波商業電視台）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Senda，來研發共同運作的系

統，同時負責共同 EPG 的開發。SVT 擁有該公司 48%的股份（價值一千一

百三十萬瑞幣），負責開發條件式接取的設定，與節目資訊之上載。 

而共同發射塔台部份，由 Teracom 公司負責建置，將全國分成 9 區，每

一區設置相對需求的共同鐵塔、及轉播站、中繼站（相關數量見下圖）。而這

項工程，也配合現在已播出的 SVT News24 新聞數位頻道及地方數位播出頻

道的需求（1999 年 4 月開始試播），同時預先將未來可能試播的數位商業電

視頻道如 TV4、K-World、TV8、TV3、Kanal5、Canal+、eTV、TV1000、ZTV、

Viasat Sport 等需求一併考量。 

圖 4-4：Teracom 共同鐵塔建設計畫圖 

                                      

                                        

                                  

                                     

         

           

 

 資料來源：(http://www.digitaltv.nu/undersidor/h3v1_nar_kommer_dtv.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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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以來，Teracom 就承攬 SVT、TV4、以及大部份的全國商業廣播

台、地方參與式廣播電台的轉播發射業務；並經營 Sirius 衛星系統，承攬境

外商業電視台、有線、衛星頻道下載節目資訊之業務，這正是其可以規畫共

同平台的重要專業資格依據。Teracom 原本為瑞典國家電信 Televerket 旗下的

傳輸部門，1992 年以後自集團中分出，獨立成國家擁有的公共服務事業，並

與文化部為合作伙伴關係。該公司定位為瑞典最大的廣播電視傳輸經營者，

未來將邁向成為標準的資訊科技開發公司。公司現在雇用 700 名員工，擁有

700 座地面廣播電視發射塔。在數位發射工程部份，目前可以達成 DAB 全國

覆蓋率 85%；DVB 部份，1999 年達到 50%、2001 年達到 70﹪，預計三年後

達到 100%。而 Teracom 擁有 Senda 股份高達 50%（二千五百萬瑞幣），Senda

主要的營運在於配合 Teracom 的塔台主體工程，進行電視節目與資訊服務的

包裹行銷，向訊號涵蓋範圍內的顧客推廣業務。 

瑞典政府對於數位化發展之政策，顯然採取介入與主導之方式，達成讓

產業升級的目標。同時兼顧國家資源與民間資源，讓其彼此發揮整體運用之

效益，便利社會公眾近用新科技產業服務，並降低成本，促使產業與消費者

得到雙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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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Senda 的數位電視發射台分佈地點 

 

資料來源：Teracom, Digital-TV for alla: Sandare 

(http://www.teracom.se/tv_radio/nat_sandare/sandare/digitaltv.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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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挪威：以通訊專業贏取經營共同塔台之向心—Norkring 

同樣擁有雄厚的公共廣播與電視資源的挪威，採取不同於前兩個國家的

作法，也就是以觀察的方式來制訂較為保守的政策。而業者部份，以公共廣

播公司 NRK 最為積極，商業廣播事業目前還抱持著觀望的態度（Brandrud, 

1998）。國家部份，文化部雖然表示肯定態度，在 1999 年 6 月出版白皮書，

提議建立兩套地面波數位網，但對於資助方式卻沒有任何承諾（Syversten & 

Karlsen, 2000）。總歸來說，國家目前形成發展的建議，但實質的進展仍有賴

現有的公共媒體主動去嘗試開發的方案。 

挪威政府 1999 年的白皮書認為，建立兩套地面波數位網路，承載八個頻

道與附加服務，符合傳統廣播的普及服務要求，同時可以堅實公共廣播未來

的重要性，繼續作為國家危難時的緊急傳播網路，該方案明顯依循英國與瑞

典之發展模式（Syvertsen, 2000）。同一時期，一篇國會的政策研析文獻指出，

現階段投資地面波網路的發展，面臨著高度不確定性與成本需求，因此國家

難以明確化資助政策。早在 1996 年，由北歐部長理事會委託 NRK 互動媒體

部主任 Brandrud（1996）及其他學者的一篇報告也指出，未來數位化時代，

廣播業者最好將其傳輸部份拍賣掉，以使其在恰當時機能購買到最佳的傳輸

方案。因此，NRK 自 1998 年起，與 Canal Digital 簽訂八年的合作契約發展

數位衛星平台，這也呼應白皮書的對於衛星平台優勢的看法，而 Canal Digital

又是由前國家公共電信業者Telenor與法國付費電視公司Canal Plus所共同成

立，換句話說，公共媒體未來發展傳輸的方向，除了地面波選擇外，也將衛

星傳輸列為重要考量。 

不過由於國家認為，地面波仍是未來消費者可以較廉價地取得服務之平

台，所以公共媒體仍然從現階段開始投資數位網的建設。首先，Telenor 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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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負責地面波廣播網的經營公司 Norkring 重整，在 1999 年 6 月以五億七千

九百萬 NOK 將剩餘 60%股份買回，成為百分百掌控的子公司。於是 NRK 與

Norkring 原本的合資關係轉變為承攬關係，也就是 NRK 將整個地面波業務轉

由 Norkring 經營。Norkring 將協助 NRK 建立一個涵蓋率達 80%人口數的數

位傳輸網路，測試的工程將於 2000 年上半年開始。 

Norkring AS 成立於 1996 年，之前為屬於 NRK 與 Telenor AS 的共有組

織分部，擁有廣播傳輸經驗長達 70 年。1999 年成為 Telenor AS 完全擁有的

子公司，未來發展業務將擴及電訊與資訊科技部門。Norkring 雇用 180 名員

工、建設 470 座主發射台、2,700 座小型發射站，目前類比傳輸網的覆蓋人口

率達 99.85%。在數位傳輸部份，數位廣播部份已經達成覆蓋率 45%，2001

年將達到 95%；數位電視部份，目前已完成以全國三座多重訊號傳輸規模為

基礎的頻率設計（分成 15 個廣播區域，見下圖），就等待國家的開發計畫起

步來實現。 

Norkring 以其專業自信認為，雖然現有局勢看好數位衛星平台之發展，

但依據其對挪威地型特性的瞭解，多山多峽灣破碎的構成，將使衛星訊號接

收範圍受限。由於地面波本身近用門檻較低，降低消費者採購之費用，外加

Norkring 多年的地面波專業架設經驗，及廣泛的客戶來源 (NRK 兩個頻道、

13 個地方台、全國商業電視台 TV2、地方台 TV-Norge、及 NRK 全國與地方

廣播台)，該公司據此希望成為未來受託經營共同平台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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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Norkring 數位廣播區域計畫圖 

 

 

 

 

 

 

 

 

 

 

 

 

 

資料來源：(http://www.norkring.no/forsidestasjonsnett.asp) 

4. 小結 

綜觀北歐三國（丹麥與冰島現階段尚無明確的數位化計畫）的發展，可

以得到一些具體的共同發展模式，供後進之電視數位化國家參考。本文認為

北歐國家模式有三個具體成就，值得我國思考未來數位化塔台工程之建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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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分別為所有權之立論根據、行為規範之立論根據、產業立基之四原則。 

(1) 所有權之立論根據 

北歐國家認為廣播電視節目必須服務社會公眾需求與小眾品味，又肩負

推展國家文化之型塑，確保全國人民都能廉價近用，因此節目傳輸所賴

以之頻譜與基礎建設必然是國家的公共資源，無論是頻道稀有還是多元

論當道，這個原理都不改變； 

(2) 行為規範之立論根據 

轉播發射設備與頻譜觀點下之公共廣播電視服務，為一種技術經濟觀點

下的產業經營，應該被視為公用事業的一部份，如同郵政、公路、鐵路、

水電資源一般。因此，必須要求其經營合理化、利潤分配公義化、傳輸

普及化、售價統一化； 

(3) 產業立基四原則 

1. 轉播發射業務專業獨立化 

1.1. 芬蘭指派公共電視 YLE 負責全國地面波網路建設，其他業者必須向

其租用網路來維繫轉播發射專業的獨立運行 

1.2. 瑞典國家公共電信業者 Televerket、Telenor AS 成立特有的廣播電視傳

輸部門來服務公共與私營業者的需求 

2. 國家與公共主導模式 

2.1. 芬蘭國會指派 YLE 經營全國廣電網路，民營業者（MTV、Nelonen）

必須資助該業務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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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瑞典與挪威由國家電信（PTT）掌控 

 

2.3. 數位化後，成立獨佔之公共服務公司（independent state-owned public 

service corporation）經營數位地面波網路 

2.3.1. 芬蘭 Digita (公共廣播服務公司為多數股東) 

2.3.2. 瑞典 Teracom (從 Televerket 獨立之全新獨佔公司) 

2.3.3. 挪威 Norkring (由 Telenor AS 100%掌控的子公司) 

3. 獨立公司公平競爭營運 

3.1. 節目經營與頻道經營分離（避免垂直壟斷）：Digita 從 YLE 工程部門

中獨立出來，又 Digita 未來的民股不可申請經營數位電視節目之執照 

3.2. 投資共同平台公司必須擔負公共責任：如瑞典 Senda AS 由公共電視

SVT、公共電信 Teracom、及負有公共責任之商業電台 TV4 組成 

4. 數位科技採共通解決方案 

4.1. 合力開發條件式接取、EPG、Set-top-box 共通之技術規格 

4.1.1. Nordig (泛北歐之公共電視與通信公司聯盟開發共同機上盒) 

4.1.2. 芬蘭 Digita、YLE、與國家交通部會同商業界共同開發 

4.1.3. 瑞典 Senda 與國家文化部共同開發 

4.2. 結合通信（行動電話、PDA）與數位廣播科技開發未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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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NRK 與 Norkring 合作 

4.2.2   Digita 與 Nokia 合作 

4.2.3   Senda 與 Teracom 合作 

二、Multiplex Provider（多重訊號傳輸業者）執照與規範問題架構 

1. Multiplex Provider 定義 

依據英國文化、媒介、體育部研究員 Abigail Thomas (1996) 的解釋： 

多重訊號傳播業者，專為數位電視訊號進行封包壓縮，使不同電視節

目頻道劃歸入同一數位頻率加以播出，因此傳輸業者可以承攬不同電視台

的業務需求，代為播送訊號；同時也可依據不同頻道業者的節目播出需

求，有效率的重整使用頻寬，使業者可以互相交易暫時的頻寬需求（高畫

質播出或加值電視多頻道播出需要）。多重訊號傳播業者同時也負責以下

三項業務：鋪設完整的傳輸網；實現頻道經營者服務的構想；鼓勵觀眾用

戶購買或租用收視終端設備。 

換句話說，Multiplex Provider 就是未來數位電視系統中的傳輸公司，執

行轉播發射的任務，但由於數位科技使電信與廣播服務匯流，多重訊號傳輸

業者不單是電視訊號的發射者，同時也是電信通訊業務之經營者。以下為

Multiplex 的工程示意圖與服務示意圖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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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Multiplex 技術流程示意圖 

(Source: Tadayoni and Skouby, 1999: 193) 

圖 4-8：Multiplex 營運服務示意圖 

 

 (Source: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a: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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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洲各國對 Multiplex Provider 的定位與規範 

本節以務實的角度，探索先進國家數位電視政策規範下，多重訊號經營

者的面貌。所謂「務實」就是以已經有實際的數位電視服務推出、或成立單

一的多重訊號服務公司的國家為例，來追溯其政策之立場與利基，以找出國

內政策可以參照的思考架構。在這樣的標準下，本文以英國、瑞典、西班牙

（三個已經有數位電視服務起跑的國家）、及芬蘭、義大利（二個已形成獨立

的多重訊號經營事業體的國家）等為樣本，來進一步引伸推論數位電視政策

的意涵。首先，開宗明義地將經過整理歸納後的各國政策重點，標示出來： 

(1) 歐洲五國皆採取保護既有廣播電視業者 (incumbent broadcasters) 的立

場，進行數位化頻譜之重整建構，無論未來數位傳輸與節目生產執照分

別核發與否； 

(2) 所有既有業者可以取得經營頻寬的特權，其授與依據不外乎履行公共責

任之播出，或以本身製播優質節目（公共廣播電視服務者）的佳績為憑； 

(3) 所有國家的原則上都是將節目製播與傳輸兩大事業體分離（結合為例

外），但這並不代表無線電視業者無法保有其經營之空間，有許多政策機

制會保障其利基； 

(4) 概要來說，英國、西班牙、義大利三國以核發無線電視台一個無線網路

經營者的身份 (network operators) 為主；北歐國家瑞典與芬蘭以核發無線

電視台一個頻道經營者身份 (channels) 為主。 

以下分別將各國數位電視政策中，有關規範「數位多重訊號轉播事業」

的立法規範意旨，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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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國 

英國在 1996 年制訂新的廣播電視法 (Broadcasting Act)，代表保守黨政

府對數位電視政策的基本期許。英國政府當時指定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ITC) 核發數位電視經營執照的用意，就在於創造一個國家數位

節目傳輸系統，並且在 Murdoch 衛星電視 BskyB 之外，形成一個可以掌握到

的競爭選擇 (Smith, 1999)，因此這是保障既有廣播電視業者構思的主要立基。 

之後，英國政府以核發多重訊號營運執照為政策工具，做為控制「市場

進入者」的制約門閥。這樣的政策導向，自然形成保障現今「優勢的無線電

視產業」的結果，具體的成果包含：拆解節目經營與傳輸經營事業體，成立

兩家傳輸公司 (NTL & CTI)，維持平台中立，服務現有無線電視業者；另外，

分配足夠的頻寬給現有業者作為經營空間 (見表十七)；剩餘的全國傳輸頻 

寬，交由國內兩大商業電視公司 (Granada & Carlton) 成立 Ondigital 來經營

付費服務。就此，英國所展現的發照原則，是給予電視台一個可以經營的無

線電視網路空間 (DigiTAG, 2000: 36)，如 BBC、ITV 可以擁有一個完整的全

國 Multiplex 播放網；剛起步的商業電視台 Channel 5、與服務小眾之 S4C（威

爾斯語、蘇格蘭台）共享一個 Multiplex；另外三個全國網則交由英國本土兩

大電視台，開闢一個新的產業規模；而兩大傳輸公司必須無異議地為全國無

線電視產業服務。英國模式充分展現出，在保障與創新、又防止垂質壟斷（對

照於 BskyB）上一個折衷的政策選擇 (Ezeki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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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英國數位地面廣播電視頻道 

多重訊號 
編號 

經營業者＊ 免費接收頻道 訂購頻道 覆蓋範圍 

1 BBC BBC1 
BBC2 
BBC Choice 
BBC News 24 
BBC Knowledge 
BBC Text 
BBC Parliament 
（限廣播音訊） 

 91% 

2 Digital 3&4 ITV 
ITV2 
Channel 4 
Teletext digital 

Film Four＊ 91% 

A SDN Channel 5 
S4C 

 90% 

B Ondigital  Carlton Cinema 
Cartoon Network 
Sky One 
British Eurosport 
Sky Sports1＊& 3 
Sky Premier＊ 

88% 

C Ondigital  Granada Plus 
Ship!＊＊ 
UK Gold 
MTV 
ON Sport＊＊ 
Sky MovieMax 

77% 

D Ondigital  UK Style 
UK Horizons（BBC） 
UK Play            
Discovery Kids   AM 
Carlton Food Network 
Granada Breeze      
Discovery Wings  PM 
Adult Channel 
Granada Men&Motors 

69% 

＊ 特級付費頻道   ＊＊ 免費額外頻道   本表內容極可能大幅變動。 
(Source: CDG, 2000: 9) 
 
＊ 多重訊號之經營業者，嚴格來說應分成策畫者與執行者。擁有一個完整的多重訊號傳輸

網的 BBC，正是該業務之策畫者；而其執行者正是新傳輸公司之一的 CTI；如此來看，

經營者身份還可以細分為 Multiplex operator 與 Transmission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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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媒體與運動部研究員 Abigail Thomas (1996)，曾針對 1996 年

「廣播電視法」中有關規範 Multiplex 部份撰文申論，特別將其功能、授權要

件、服務項目，作一政策說明： 

功能： 

(1) 綜合運用數位頻寬，滿足廣播業者的互補、使用效能之需求（交易頻寬

在高畫質、標準畫質、音訊、數據廣播之間）； 

(2) 建設傳輸基礎網路； 

(3) 將節目經營者提出的服務草案整合起來； 

(5) 鼓勵收視戶購買數位終端設備； 

授權要件： 

Multiplex licences 

(1) 以經濟規模為首要考量（單一業者可以經營多個數位多重訊號區域）； 

(2) 一張執照以十二年為限，並於第一期經營免除營業稅； 

(3) Multiplex 不可對節目提供者與附加價值業務經營者給予不當之特殊待遇； 

相對授權要件（Multiplex 應服務 Digital porgramme service 之需求）： 

Digital 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e 的身份 

(1) 所有權合乎 1990 Broadcasting Act 之規定的業者； 

(2) 業者必須遵守 EC Directive 有關歐洲節目與獨立製片播放比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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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者必須遵守 ITC 播出內容之公正性、優質、廣告贊助形式之規定； 

(4) Multiplex 向 digital programme service 之承攬合約必須知會 ITC； 

(5) 數據廣播業者也需申請執照，而且必須約限在使用一個 Multiplex 之 10%

的頻譜資源以內； 

(6) 政府認定現存無線電視台為「公共廣播電視服務」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體系之核心，因此給予 broadcasters guaranteed capacity，其正

當性來自如下條件： 

a. 無線電視台必須努力保持高品質的服務； 

b. 帶動社會採用新科技來接觸數位服務（達到使用率 88.2%）； 

c. 一旦類比頻譜回收後，現存無線電視節目將是所有電視用戶的基礎本

土節目餐點 (staple television diet)； 

就此法理而言，無線電視廣播台可以自行管理 Multiplex 之經營，若缺乏

經濟效益自行投資傳輸網路，可以「選擇」第三者（如 CTI 或 NTL）來提供

多重訊號傳輸服務。保障之意不言而喻，但是重點在於電台必須履行公共服

務之廣電使命，這樣的標準，持續在 2000 年英國傳播政策白皮書中宣達。 

2.2. 瑞典 

瑞典是歐洲推動數位電視服務先鋒國家之一，早在 1994 年就成立 The 

Radio and TV Authority，負責審議執照核發的事宜；並由國會成立

Digital-TV-Committee，就執照核發決策提出建議，最後再由執政政府決定。

瑞典政府優先推動地面波數位電視的立基在於，該服務能確保社會大眾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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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言論自由、開放近用、與文化多元的媒體果實（Schierbeck, 2000:4）。 

在如此政策目標下，瑞典政府不希望讓 Multiplex 取得強有力的經營優

勢，決定頻道之包裹與傳輸能力之分配，而是希望 multiplex operator 與

transmitter operator 互相協調出可行的契約，或者不同頻道經營者彼此間先行

協約，因此整個系統之運作奠基在參與者之約定 (agreement)上。因此，瑞典

核發數位電視頻道經營執照單位是以每一單項頻道為根基 (DigiTAG, 2000: 

36)。 

1992 年，瑞典政府將全國轉播發射業務獨立出來（原本在公共電信集團

手中），成立單一公共服務公司：Teracom，與獲得執照的頻道業者合作推出

未來數位電視服務，而轉播發射公司不得經營電視業務，如需經營電信數據

業務，必須再向 National Post and Telecom Agency 申請執照才行 (CIT, 

2000a:6)。而這些規範主要是一個政治考量，避免國家事業擁有集中的決策權

力 (Shierbeck, 2000:7)。 

不過為了以利數位電視服務之推行，國家也強化 Teracom 在下游事業之

投資。Teracom 與 SVT（公共廣播電視公司）共同投資 Senda 獨家平台經營

公司（各自擁有 50%股份），其主要業務有：提供用戶收視卡（CA）、訂購節

目服務（協調、統包、行銷節目套餐），並管理電子節目表的統一播出，顧客

對象分別是節目販售商與閱聽大眾。而 Senda 必須遵守法定義務成為中立的

平台業者，確保收視戶只需解碼盒與收視卡來觀看所有想要欣賞之節目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a: 116)，相對地也是所有頻道經營者指

定簽約的唯一地面波平台廠商。Teracom 另外也投資 70%股份給 Boxer 

TV-Access AB，該公司專門行銷「數位電視解碼轉換盒」，以直銷或贊助廠商

合作特價行銷方式進行。顯然，在數位電視下游 (downstream) 部份，政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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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中央模式，創造了單一的服務推廣營業模式，加速數位化的進程 (CTI, 

2000a: 7)。 

政府對於頻道經營執照核發之原則如下：每一播放區域內的內容與所有

權都必須遵守多元之原則，因此一個廣播區域必須有兩個以上的頻道經營

者，而單一廣播公司不應擁有一整個多重訊號轉播發射網（公共廣播電視服

務不在此限，見表 4-2）： 

表 4-2：瑞典多重訊號轉播發射網之頻道分配 

Frequency A Frequency B Frequency C Frequency D 

SVT 1 TV 4 Canal + TV 3 

SVT 2   (UR) TV 4 regional Canal + Gul TV 8 

SVT 24 Cell (eTV)  Canal + Blå ZTV  

SVT regional Stockholm 1/ DTU/ K-World  Viasat Sport 

 Nollettan/ Skånekanalen Kanal 5 TV 1000 

Source: Schierbeck, 2000:5 

此外，瑞典政府特別重視地方與區域之節目品味，所以核發執照時特別

注重經營如此服務之業者權益；另外已經提供地面波類比式電視服務之電

台，也會被優先考量核發頻道執照，這是因為瑞典長期以來良性之地面波廣

電政策的品質保障所致 (Dahlgren, 1999)。瑞典政府認為數位服務前二至三年

因屬虧損階段，因此不徵收營業執照稅，而執照核發至 2002 年底。而整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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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多重訊號傳輸網路之頻道分配，採取階段性的開放策略（1997-8 年核發 31

家申請者之執照、1999-2000 年核發四家經營執照），所有既存業者與新進業

者，都可依規定申請頻道指配與服務內容之核准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b)。 

瑞典的數位電視政策，同樣採取節目與傳輸經營執照分離原則，一方面

將傳輸完全公共化經營，保障平台與傳輸經營中立化；一方面將頻道採取

channel-by-channel 的執照核發原則，然而現有的類比地面波經營者（公共與

商業台）可以優先被考量核發較完整的多重訊號傳輸空間（SVT1、SVT2、

TV4 觀眾市場佔有率為 75﹪），其次被考慮的為長期經營的境外衛星電視業

者（TV3、Kanal5 與前三者合計佔有率為 90%）， 而政府採取中央集權的方

式，讓節目品質良好、執行公眾服務的電視台，可以盡早進入數位門檻並體

驗新產業之經營。 

2.3. 西班牙 

西班牙是另一個歐洲積極推動電視數位化之國家。其本身缺乏經營公共

電視市場的概念，同時政治的勢力又深切地經濟勢力相聯結，因此西班牙在

進入數位化之前，較少有公共服務與公平競爭的討論與爭議 (Bustamante, 

2000)。1996 年右派的 Popular Party 取得政權後，就積極進行傳播產業解禁工

程。由於左派勢力 Socialist Party 早已擁有西班牙 PRISA Group 的支持（發行

該國重要報紙 El Pais），並與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之好友經營的衛星電視 Canal

合作，推出 Canal Satelite Digital 衛星付費電視服務；因此右派政府堂而皇之

地將該國最大的電信公司 Telefonica 私有化，並引進外資，投資數位衛星付

費電視服務，名為 Via Digital (IDATE, 2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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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勢均力敵的態勢下，地面波數位化的服務反而取得較為寬闊或更

激進的發展空間。政府一來將地面波數位化服務應該與衛星電視勢力區別出

來；二來定義其是西班牙本國內部勢力，可以掌控的未來產業趨勢。 

首先，類比頻譜在西班牙就是細密地劃分為全國與區域性服務，為了求

取國家內部之和諧，數位化頻譜的分配也必須採取如此的策略，特別是發展

區域、地方性的數位服務（如馬德里人、加泰隆尼雅人、巴斯克黨人）。因此

十七個地區政府或自治體，都會獲得一個區域型的單頻網路，其中六個區域

共享的兩個頻道，將分配給區域性的公共電視台 (DigiTAG, 2000:6)。 

全國性的多重訊號轉播網將分成五個，其中一個全國多頻網路將分配給

現有五個無線電視台（公共兩台 TVE1、La 2；商業台 Tele5、Antena 3、

Canal+），讓其類比節目能同步轉換成數位播出 (simulcast)，同時開發地方性

節目播出。半個單頻網路將分配給兩個全國性、綜合性、免付費無線商業電

視台，預期將於 2000 年招標讓新進業者競逐執照。 

最後政府集中所有精力，將剩餘的三又二分之一的單頻網路分配給嶄新

的地面波數位電視產業（禁止現有類比電視經營者申請），來經營 14 個付費

節目服務。1999 年 6 月，此執照核發給先進之優勢業者 Retevision 投資經營

的 Onda Digital 集團。 

西班牙政府於 1989 年創設國有電視轉播發射獨佔公司 Retevision（原本

為西班牙公共電視集團 RTVE 旗下之事業體），1997 年被私有化，股份由

Endesa 國家電力公司（28.7%）、Union Fenosa 電力公司（13.5%）、Telecom Italia

（義大利的公共電信公司，28.7%）、及其他電力公司與銀行分別持有。

Retevision 自 1998 年 10 月「國家數位地面波電視技術計畫」通過後，就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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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聲明要競逐這張擁有「四個多重數位訊號發射網」之商業執照 (Screen 

Digest, 2000:127-128)。 

Retevision 以 49%股份投資新事業集團 Onda Digital (後稱為 Quiero 

TV)，其他股東有英國 Carlton 電視公司（7.5%）、Media Park 製作公司（15%）、

Sofisclave（15%）、巴斯克區域系統業者 Euskatel（1.5%）、六家銀行（12%）。

Retevision 在該集團中扮演之角色為寬頻電訊網路建構者、技術專業諮詢、商

業計畫實現者；Carlton 扮演角色有地面波平台經驗提供、頻道與節目管理

者；Media Park 扮演角色為主題頻道生產者、內容管控者；其他投資者則扮

演金融挹注、地方行銷之角色 (綜合自 DigiTAG, 2000:8; IDATE, 2000:7; 

Torres, 1999)。 

圖 4-9：西班牙數位電視地面波經營事業所有權與投資圖  

 

 (Source: DigiTAG, 2000: 8) 

西班牙政策寫下許多特例：首先她不強調頻道與傳輸服務分離原則，容

許垂直壟斷的可能發生 (IDATE, 2000:14)，但是這項政策例外，主要是政府

選取過去之國家獨佔者 (public service operator) 來經營所致。而且西班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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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電視產業非由廣電的主管單位來核發執照，而是委由 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管理，因此這是一種產業優先文化政策的導

向，使數位電視發展採取更為激進與競爭的步調。就外在環境而論，在左右

派兩大衛星集團勢力之間，國家的中期數位計畫旨在創造更多之產業競爭

力，於是執政者採取中立角色，選擇前國家地面波轉播獨佔公司，進行業內

與業外的再造，使其帶著靈活的資金與技術進入新市場，創造第三個付費服

務之選擇，並具體服務全國及地方公共電視台之需求 (DigiTAG, 2000:18)。 

2.4. 芬蘭 

芬蘭的地面波訊號發射網，長期以來就由公共電視台 YLE 經營，所有商

業私營電視台都必須向其租用繳費，而不得擁有發射網。承其類比時代經驗，

因此國家指定由芬蘭公共廣播公司進行數位化網路建設計畫，並在完成後直

接成為 Multiplex Provider。1998 年 12 月 31 日，YLE 將轉播發射工程部重整

為事業體，取名為 Digita，雙方並簽約同意將 YLE 這方面資產全數轉手給新

公司，總共價值為芬幣一億三千七百萬元，1999 年元月一日開始營運。 

旋即，國會的行政理事會開始規畫 Digita 部份持股出脫事宜，國會希望

先期的釋股必須限制在少數持股的規模，而且得標者不可參與頻道節目之經

營，以防止垂直壟斷之發生。這項規定造成最後得標者—Sonera Plc—芬蘭公

共電信集團子公司，不得不放棄此項投資案，此案延宕到 2000 年底才定案。

由法國公共電信公司 France Telecom S.A.的子公司 TDF (Telediffusion de 

France)，以芬幣一億四千一百萬元（Digita 的市值已達到三億芬幣）取得 Digita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國家同時提供未來政策選項可能，允許 TDF 在 2005

年取得所有 Digita 的股份。這項潛在可能性，象徵著數位傳輸網路業最終要

走向專業化、與自由化之路，完全脫離地面波電視業者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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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芬蘭的政策顯示出幾項原則與特色： 

(1) 垂直壟斷之禁止； 

(2) 由公共廣播電視業者作為初期的經營者，維持平台中立； 

(3) 公共廣播電視事業體逐步自由化，最終成為新的獨立公共事業體； 

芬蘭的發展雖然並非歐洲之先驅，然而對於 Multiplex 之長期經營規畫，

已經看出一個自由化之方向；也就是一方面在釋股與招標過程中，以開放態

度執行；然而在公共責任部份，委託一個單一事業體有計畫地逐步推行。這

樣的政策方案，如同台灣中華電信公司的自由化過程，曾揭諸的理想精神： 

圖 4-10：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計畫進程  

  YLE                Digita I           Digita+TDF II-III 

 

資料來源：交通部電信公司民營化研究小組，19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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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奠立在這樣的規畫上，芬蘭對於未來共同平台事宜，諸如共同的應

用軟體介面、單一的條件式接取系統、單一的用戶管理系統等，都傾向委由

Digita 規畫執行。由於傳輸網的經營為單一公共服務事業，所以芬蘭也採行

channel-by-channel 的經營執照核發原則，原則上單一的電視公司不可能擁有

一個完整的 Multiplex，但公共廣播電視業者不在此限。 

目前三個多重訊號傳輸網的 13 個頻道的核發結果，也頗為反映既有業者

的生存需求：除了公共廣播業者 YLE 擁有一整個 Multiplex（經營 simulcast、

新聞頻道、文化教育頻道、少數民族頻道），另外兩大民營電台  (MTV 

Finland、Oy Ruutunelonen AB--Nelonen) 也分別獲得相對的經營空間：MTV

在 Multiplex B 中擁有三個頻道（一個與 Nelonen 合資）、Nelonen 在 Multiplex 

C 中擁有三個完整的頻道，其餘則開放給新進與境外衛星業者。 

現階段而言，Digita 既是擁有也是經營地面波多重訊號之業者，雖然必

須依照公共廣播電視法受國會監督，但其階段性的垂直壟斷優勢，仍會受到

輿論質疑，所以 Digita 盡量將廣播傳輸與管理的業務委外經營，現階段有

Tandberg Television 與 Astoka Professional 兩家公司承攬其業務，作為整個廣

播網的傳輸、測試、與營運的系統整合者(CTI, 2000b:8)。 

2.5. 義大利 

義大利是全歐中頻譜分配政策最混亂的國家，也是廣電政策較缺乏獨立

性的國家。1996 年以後國會通過了 1026 號法案，創設了廣電與電信的獨立

管理局：Autorita per le Garanzie nelle Comunicazioni。該管理局的局長由參眾

兩院議長指派，而管理委員會的八位委員由參眾議院選舉產生，這種國會任

命過程，展現出義大利統治體系中不確定的本質 (DigiTAG, 2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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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義大利電視產業也長期缺乏公信力，自二次大戰後由國家電視台 RAI

獨佔，過度的教化與政治菁英觀點節目，產生民怨，導致地下電視台崛起，

與國家電視台相抗衡，幾經立法波折終於產生商業電視台系統（1976 年），

同時也進一步迫使國家電視台轉變成公共電視台與之競爭，但在這成長過程

中的政治力干預，成了該國廣電政策制訂上的常態。 

1980 年後媒體投資者 Berlusconi 崛起，收購整合了許多商業電視台，成

為 RAI 的競爭者。而 RAI 長期由政治菁英—右派執政黨 Christian Democrats、

以及左派反對黨 Socialist parties—所控制，這兩派勢力與新興右派勢力—由

Berlusconi 所領導的產業集團，產生不少衝突，特別是限制其商業電視網

Fininvest-Mediaset的發展上，於是Berlusconi將RAI視為死敵。RAI與Mediaset

競爭形成了義大利雙元壟斷 (duopoly)的廣電市場，然而 90 年代末期一連串

的政治賄賂醜聞，打擊了傳統的政治菁英勢力，也帶動了 RAI 組織的重整，

政黨的重新洗牌，更壯大了 Berlusconi 的新中間偏右的集團，以目前局勢看

來，Mediaset 電視網發展優勢較佔上風 (Hibberd, 2001)。 

依據 1996 年 Law 249、Maccanico Law 的規定、以及 2000 年管理局之白

皮書宣示，國家不但要提出新的數位頻譜規畫，以將現有類比頻譜混亂的程

度加以釐清，而且要將現有兩大廣電集團所分食的廣告利益重新劃分 (Screen 

Digest, 2000: 105-106; DigiTAG, 2000: 34)。然而，義大利的新聞界認為，管理

局將不會依照頻譜重新分配計畫來推行數位電視地面波服務，反而會採行讓

「現有類比頻譜分配較無爭議的業者」先行起跑，以區域及區域的方式劃分

試播的範疇，因為現有的商業利益與政治勢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影響了管

制政策的獨立性。管理局同時建議，採用核發電視台一個完整的「數位多重

訊號轉播網路經營者」的執照為原則，如同英國、西班牙，而非北歐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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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而且不援引反拖拉斯法規的精神，來規畫執照核發事宜，換句話說，

現有兩大廣電集團 RAI 與 Mediaset 都將獲得經營的優勢地位，也就是垂直壟

斷的營運方式。 

除了電視台與政治勢力緊密地結合，另一項支持此核發方式的理由是，

現有電視台都付出使用電視頻譜的費用：RAI 現今付出年度使用費 500 億里

拉、而商業電視台必須付出年度營收的百分之一為使用費。因此，電視台擁

有頻寬被視為既有的事實 (de facto)。就此依據 RAI 的推估，義大利目前可

以劃分出三到四個全國多重訊號傳播網，其中兩個應當會直接核發給 RAI 旗

下的 RAIWAY 傳輸集團公司、Mediaset 的子公司 Elettronica Industriale，但是

其中承載的頻道則分別再行核發執照  (DigiTAG, 2000:37; Databank 

Consulting, 2000)。而義大利最新版的廣電法則限定未來三分之一的多重訊號

轉播頻譜資源，將分給新進業者經營 (Braillard, 2001)。 

就 RAI 的經營策略來說，將逐漸使 RAIWAY 私有化，目前母公司計畫

持有 51%的股份，其餘股份則分配給未來的策略結盟業者，如現在積極與

Telecom Italia 商談共投第三代行動電視事業，以交換持股方式行之。RAI 本

身並創設兩種帳戶，一則為公共事業經營所用，推廣無線電波普及化工程；

一種為營利事業所用，支助轉投資事業開發 (Zaccaria, 2001: 15)。長期展望，

該公司技術策略主管 Frasceso de Domenico 表示將朝向內容與網路事業分離

經營方式進行。 

在義大利，電視訊號傳輸的問題不是技術性、而是政治性！因此現有管

理局的規畫與政策宣言，其實現的可能都是高度不確定的  (DigiTAG, 

2000:42)。隨著 2001 年 5 月 Berlusconi 所領導的中間偏右政團贏得參眾兩院

大選，可預期的數位化政策將繼續朝著保障既有雙元壟斷的方向進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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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可預見的是，RAI 將又再被新首相重整，如能由 Berlusconi 掌控，

RAI 將與 Mediaset 將攜手合作開發地面波數位電視服務；然而，新首相也未

必敢為所欲為，因為眾多質疑的聲音相繼出現，英國的《經濟學人》發表專

題報告指其不適任、同為泛右派陣營的西班牙總理 Aznar 也提出關切、中間

偏左的政團領袖 Francesco Rutelli 更宣稱 Berlusconi 必須解決其利益衝突的

身份，否則將在 G8 高峰會上鬧場給予難堪；因此 Berlusconi 宣佈將接受由反

拖拉斯管理局提名，成立研究利益迴避小組，來解決其自身的問題 

(Freedomforum, 2001)。 

圖 4-11：義大利公共電視台 RAI 傳輸公司的組織架構 

 

Soruce: DigiTAG, 2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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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結 

以歐洲五國為例，本文概略地歸結出目前先進工業國家，對於 Multiplex 

Provider 的規範與政策內容，先將其發展內涵分為八大項加以比較，如以下

表列： 

 

表 4-3：歐洲各國對 Multiplex Provider／電視台執照核發原則與規範 

政策

內涵

／ 
國家 

執照 
核發 
對象 

垂

直 
壟

斷 

保障無線電視業

者 
執

照

年

限

使用

費

投資 
規定 

（內/外） 

新進業者空間 電信 
執照 
額外 
申請 

英國 網路營運者

（平台雙元

獨立） 

不

可 
經營頻寬 12 無  

( 第

一

期) 

電視台不得投資／

可投資共同營運平

台與機上盒 

無 尚 無 該

項 目 開

放 ；

data-cast
ing 需

要 
瑞典 頻道 （平台

獨立） 
不

可 
節目播出頻道；

（公共電視經營

頻寬） 

3 無 電視台不得投資／

可投資共同營運平

台與機上盒 

Multiplex 無；

頻道業者有 
需要 

西 班

牙 
網路營運者

(平台獨立) 
部

份

可 

現有電視台播出

頻道 （優先指配

給公共電視） 

未

定

義

未 定

義 
電視台不可，異業

外資可／可投資寬

頻事業 

Multiplex 無；

頻道業者有 
無須 

芬蘭 頻道 （平台

獨立） 
初

期

可 

節目播出頻道；

（公共電視經營

頻寬） 

10 未 定

義 
公共電視台、外資

可／可投資共同營

運平台 

平台合資者、頻

道業者有 
無須 

義 大

利 
網路營運者 可 經營頻寬 未

定

義

定 額

繳納

電視台可、外資可

／可投資電信事業

有 無須 

 

歐洲各國發展的啟示，的確顯示大多數國家採用內容與傳輸執照分離的

制度，以防止垂直壟斷的發生。然而，這樣的作法並非使現有無線電視台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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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經營之不確定性，因為有許多配套措施來保障現有業者的利益。以英國為

例，新的多重訊號經營者，必須認養不同的無線電視台的需求，給予妥善服

務，這是一種強制的契約；瑞典則創造了一個中立與公共服務的多重訊號經

營者，使電視台可以在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下獲得服務，但是電視台如

果要整合電視與資訊數位服務為一體，必須透過頻道與頻道個案的申請才能

達成，這是某種經營的門檻，但也宣示了該國政策目前不鼓勵電視台投資此

業務，但是公共電視台卻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多重傳輸頻寬的特權，而地方

性與多元文化經營的電視台也可優先獲得經營許可；芬蘭的未來，也採行如

此政策的取向。 

西班牙則創設一個獨立、公共性的傳輸公司，服務所有的無線電視業者

需求，但在頻道指配部份，則依據國家文化政策來施行，也就是地方性、公

共電視服務的電台優先獲得頻道經營許可，而商業電視台則可獲得數位與類

比同步播出的營運空間。截至目前為止，歐洲國家的政策趨勢，形成以下的

執照授與原則比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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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歐洲數位電視發展先進國家 Multiplex Provider 執照政策示意圖 

 

 

目前，台灣無線電視產業與政策研究者對話中的爭議點，在於究竟傳輸

執照與頻道內容執照可否分割？分割之後無線電視台使用的頻寬是否可以得

到保障 (Broadcast Right Guarantee)？無線電視台負責先期數位化投資，為何

不可以得到先期的經營環境保障 （垂直壟斷的優勢）。就本文觀點來看，台

灣與歐洲的脈絡並不相同，所以不可完全移植該區域的經驗，但是社會公平

正義的原則，則是所有民主化國家都必須持續追求的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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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的無線電視台並非不可擁有先期的經營優勢，以歐洲經驗來

看，本國問題在於無線電視台的公共利益受託者角色 (public trusteeship) 之

不彰、或定義不明，以致反而成為自己爭取優勢上的絆腳石，無法得到社會

輿論的認同，也使主管機關不敢以前瞻眼光，授與業者經營優勢，以防圖利

業者的指控。 

本文將義大利例子進行介紹，另外一個寓意在於證明，無條件之垂直壟

斷的繼續存在，某方面因素正源自於社會政治經濟架構的不健全。義大利的

廣電政策向來為業界所詬病，一來政治菁英深入地干預，影響媒體的報導公

正客觀性；二來國會立法的效率不彰，使現實與法令脫節，公平競爭的精神

蕩然無存，反而圖利社會中有權有錢的利益團體，以先佔的方式壟斷廣電的

資源（翁秀琪，1993）。台灣如果不思廣電結構之改革，只逕行將類比時代的

經營優勢過度到數位時代，是否繼續尾隨如同義國般的惡質廣電文化，值得

深思。2001 年 5 月，Berlusconi 贏得大選，掌握該國百分之九十的廣電資源，

雖然可以維持數位時代的雙元壟斷產業結構，然而卻成為世界各民主國家的

警世教材，豈不哀哉！ 

反觀，英、瑞、芬、西四國，只要無線電視台達到社會認可的公共貢獻，

無論本質是公共電視台、或商業電視台，即使在執照分離的體制下，都可獲

得某種程度的經營保障，特別是善盡公共責任或服務者。而且可以獲得更大

彈性的經營空間，如結合外資與異業；況且，在未來數位化競爭的激烈時代，

也惟有公共服務者可以獲得業者的信任，成為平台的經營者，維護公平、中

立、開放的產業環境。在台灣一片強調國際化、公平競爭、產業再造的風潮

下，歐洲數位化的發展經驗，足供業者在此事務上之審思考量，以尋求符合

社會公平正義的經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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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容相關服務及其規範架構 

一、前言： 

數位化後的無線電視，會追隨著其他已經數位化的傳播科技發展。從

1970 年自電信設備的革命開始，其本質就在於開發更多的附加價值服務，主

要受惠的對象是企業通訊的使用者，而不是基本電話的家庭用戶。而且隨著

數位化的器材更新，更多的資本投入是相對的要求，所以數位化絕對是一種

價值昂貴的享受，對於一般民眾與弱勢團體而言，數位化的傳播服務，是一

種遙不可及的想像。未來數位化電視，所強調的定址鎖碼、分級付費

（conditional access）、智慧卡、互動購物服務、高畫質解析度，這些周邊的

配套設施，只有加高跨入數位服務的門檻，而不會使公共服務更與一般民眾

親近。 

根據歐洲學者的看法，數位化之後帶來了產業的不確定性。在上游部份，

新興的獨立製作公司與擁有公眾相關節目的版權持有者，藉由數位化科技重

組節目產業形貌，使許多節目製作者不再與公共廣播業為雇傭關係，而是依

據契約或是競標後的結果來定義。而數位化科技也轉換了無線通訊的方式，

使轉播發射部門成為一種附加價值產業，獨立出去成為相關企業；或者簡化

業務，拍賣出去成為受託業務者。如此上下拆解過程中，使電視公司轉變成

一種節目編輯者的角色，如同書商。另外，數位化的互動與授權收視可能，

又提供一套電視界未曾謀劃的產業空間，這包括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CAS）服務之提供，如販賣機上盒（STB）、授權鎖碼解碼的專

業部門；互動方面，並須投資客戶管理服務系統、電子商務部門。於是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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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視產業中，又創造出另一個合作與投資的需求（如下圖所示）。 

圖 4-13：數位電視各相關產業互動關係圖 

 

 

 

 

 

 

Source: Duffy, Davis and Daum, 1998 

初步來看，數位化過程，加深了電視公司獲得「服務公眾之核心節目」

的困難度，也複雜化了尋找合適傳輸管道的政策；而互動服務的新觀念，也

扭轉了廣電服務傳統公共性的概念，顯然的，現階段的數位化概念，對公共

化理念是一種威脅（Chalaby and Segell, 1999: 360-5），長久看來，將形成一

種挑戰的趨力，促使公共服務躍升至一個晉級層面，或者無法適應而萎縮下

去。 

前挪威公共廣播公司理事會委員，奧斯陸大學廣電專家 Trine Syversten

（2000）對此提出一套完整的看法，她認為數位化將帶來八大衝擊： 

（一）數位化科技的共通性帶來媒體匯流的可能 

以電信、網路與電視產業匯流之趨勢來看，未來內容管制的正當性將難

以維持，屆時公共電視服務成為一種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下的服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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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政府將無法定義公共服務的內涵。 

（二）頻道的繁衍挑戰原本經營事業的公共性 

頻道經過壓縮後產生繁衍的空間，不但挑戰原本因資源稀少而來的管制

正當性，而且頻道多元競爭，從規模經濟轉成範疇經濟，不同頻道由單一獨

大媒體集團支撐，逐漸同質化影響內容多元。 

（三）全球化與跨國化改寫節目供需關係 

頻道繁衍之後，所需節目量大增，唯有高成本製作、海外低廉銷售的集

團（好萊塢、跨國影片集團），可以迅速地填滿如此之需求，侵蝕原本公共服

務之本國性與區域性的市場。 

（四）節目授權大戰如火如荼 

運動、影片、現場實況轉播節目之版權，競相以拍賣競價方式推出，使

得營利之媒體集團以出價優勢，取得更多原本應屬公共服務範疇之節目，置

於付費頻道上銷售，影響公共近用。 

（五）產業所有權集中壟斷流通管道 

數位化傳播科技投資昂貴，媒體集團透過合併與策略聯盟方式，掌握現

有的平台優勢，未來將以收取過路權費方式，提高公共服務近用之門檻。 

（六）近用與導覽裝置的重要性與日遽增 

條件式接取系統在媒體集團的投資開發下，將成為有產權的私有技術

（proprietary system），不必遵照共同運轉之原則（interoperability），形成市

場分劃的壁壘，進行壟斷的規畫，並抬高了科技近用門檻，延緩普及化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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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七）公共廣播本質與商業行為結合 

互動展現了獲取與記錄使用者行為資訊的能力，透過公共廣播的原本普

及度，將廣大的家庭空間納入電子商務的涵蓋範圍，使傳統家庭是個人隱私

的市民場域，轉變成創造客戶資料大型商機之場所。 

（八）公共廣播使命與存在之挑戰 

數位化帶來龐大的商機，公共電視是否可以藉此開發商業服務，以轉換

體質或開闢財源（籌措數位化之基金以補國家經費之不足）。但是如此一來與

商業勢力競爭，是否違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則，甚至喪失了國家補助的正當性。 

這八大衝擊，事實上分別威脅到原本公共廣播產業的相關部門，舉凡節

目製作、傳輸通路、新科技服務、以及編輯政策部門都受到挑戰，如何維繫

類比時代公共電視節目服務概念過渡到數位時代生存下來，就成為先進民主

國家推動數位化政策的核心議題。在本節中將以如此架構，詳加探討數位時

代電視節目與加值、資料廣播等服務內容的規範問題。 

二、節目內容規範架構方向： 

有鑑於此，目前先進國家對於數位電視內容的規範，在於繼續維持公共

電視服務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的理念暢行，而此理念並非只由公共

電視台執行完成，相關義務也需商業電視台配合執行。公共服務之基本目標

在於追求一個充足與健全的廣播電視制度，這個體制必須提供一些社會公眾

必備的視聽功能，簡述如下列八點： 

（一） 新聞、資訊、教育、文化、娛樂之必須內容提供者 (Public Good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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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charge theory) 

公共電視服務應該提供人民必要的視聽基本服務，而非只是商業電視台

之彌補機制；因為每一種電視節目類型（genre），都有商業體制所無法提供

的樣式。這些節目應該以公眾共同支付贊助的手段（如稅捐）來支持，而非

立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基礎（Graham, 1998）。 

（二）不以市場供需為製播主要考量 (收視率)--Market Failure 

以市場為主導的廣電體制，會因追求收視率，將節目訴求定位在最大多

數人都能接受的品味，長久一來將萎縮節目品味市場的選擇，這是所謂市場

失靈的現象。因此公共電視服務不可依循收視率來製播節目（Graham, 1998）。 

（三）形塑國家文化 (菁英與本土) 

在資訊爆炸的世紀中，人類接受到相當片面、零碎的情報，亟需一個可

以整合的知識觀點，提供一個屬於在地公眾共同詮釋之觀點，以掌握變動的

世局（Jakubowicz, 1999）。 

（四）服務多元文化 (族群、弱勢、次文化) 

秉持著多數尊重少數原則，加上益發重視個體的社會文化，公眾之外的

小眾，也應擁有相對應的廣電資源服務，特別是社會上之弱勢族群須有其發

言之空間。 

（五）國家急難時之必要傳播管道 

日本、美國廣電政策特別指出，國家急難時需要共通與廉價、進入技術

門檻較低的科技，以傳達社會賴以求生的資訊，無線電視在此就是一個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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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管道（NTIA, 1998）。 

（六）提供平價、便利、無差別待遇之近用環境 

本於普及服務之精神，公共廣播體制必須確認其服務提供的管道，對所

有公眾都是親善的，一般消費水準都能企及的，而且對於擁有不同媒體識讀

能力的群體，都有配套的輔助收視措施。 

（七）透明之監督機制與高度媒體自治 

公共電視服務的媒體除了法律上的責任義務之外，也應接受外在與內在

之監督，如民意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節目諮詢委員會、工會、消費者保

護團體等。 

（八）廣電科技、事業、政策研發者 

公共媒體必須超越營利生產及常態的廣電事業事務性運作之上，投注固

定資本進行事業體的經營再造與更新，並瞭解其社會影響等巨觀知識，如本

國公共電視法第十條第五款之規定：「電視學術、技術及節目之研究、推廣」。 

綜合來說，先進國家目前在數位節目的規範，著重在兩項目標：一類為

數位節目公共利益的保障；一類為數位節目公共利益的弘揚。就保障而言，

在數位化後付費的節目比例將持續膨脹的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明確限定公

共服務類的節目不可賣斷轉播權（broadcasting right）給付費電視（pay TV）

業者，尤其是運動節目、現場演藝轉播特別節目、經典影片。在英國，1996

年廣播電視法仍要求地面波的數位電視頻道，必須免費提供特定的電視節目

類型，以服務公眾（IPPR, 1999）；同時相對地，也禁止重要的運動聯盟球賽

節目將獨佔的轉播權販賣給付費電視公司（如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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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8 月德國付費衛星電視頻道 Premiere 經營者 Kirch TV Group，買

下所有重要的全國性足球賽的轉播權，屆時全國民眾想要收視這些球賽都需

要付費才可，訂閱其專屬的運動節目頻道，這項作為被「德國之聲」稱為人

民的頭號公敵，引發爭議。 

目前歐洲執委會第四署的官員就針對此議題，要求共同體的競爭法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對此加以觀察並研商管制。相關官員認為，

某一球賽時段的獨佔播出權並不違反競爭法，但是長時期的獨佔權利應該受

到質疑，而且唯有在服務提供者有重大投資風險的考量下，這樣的契約才被

認可（Lange, 1999）。 

該署建議依據「電視無疆界」（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指令第 3A 條

規定，各會員國政府必須確認該國廣電業者不可利用其獨佔之權力，來剝削

公眾近用體育節目的資訊權利，因此各會員國應該正面表列應當免費播出的

電視節目。 

不過，如果公共電視服務業者想要爭取體育節目的轉播權，勢必要提高

競標的經費，如此會排僅整個公共服務的節目預算，使其他節目預算受到限

制（Maherzi, 1998）。因此，規範政策另一面向，更應重視開源的措施，補助

未來公共電視服務升級之需求。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建議，

從類比頻譜拍賣的收入中，成立「數位公民基金」，協助公共電視服務推廣數

位電視的節目，或由國會立法徵收數位電視稅收（Digital TV Levy），資助公

共電視發展數位電視節目；美國智庫組織 Century Foundation、Carnegie 

Corp.、McArthur and Knight Foundation 於 2001 年資助一項研究名為「數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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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計畫」(Digital Promise Project)，該研究報告最後由 Newton Minow (前 FCC

主席) 及 Lawrence Grossman (前美國公共電視公司總裁) 具名報告呼籲

(2001)，國會立法使用無線電波拍賣的資金成立「數位機會創投基金」（Digital 

Opportunity Investment Trust），專款補助公共電視服務在未來寬頻網路上的投

資需求，此立法將輝映美國世紀初成立土地投資法案創設州立大學的善舉，

稱為無線電波的不動產資助（land grant of the airwaves）；日本郵電省 (MPT) 

則在 2000 年與大藏省研議，將補助國民收看數位電視節目的設備所需（周姚

君，2000），預估 2001 年所需經費為 100 億日圓；韓國政府也研議以「廣播

發展基金」中一部份，支援獨立電視節目公司在 HDTV 節目製作上的需求，

在投資部份預算將有 600 億韓元（虞孝成、趙子宏，2001）。 

另外，政策研究者也建議以開發商業服務收入來補助公共電視服務所需

（Maherzi, 1998），如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近期宣佈：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

視、非營利廣播組織，可以利用數位頻寬節目播出以外部份，經營廣告與加

值資訊服務，以所得稅後盈餘，來補助數位化發展所需（FCC, 2001）。 

對於既有或新進的商業電視節目政策的規範，也是一種方法來資助優質

節目的生產。無論英國或美國，目前都研議「付費或執行」的政策原則 (pay 

or play) 與之應對：也就是政府拍賣給私人的數位頻譜之所得，以及商營電

視台付出的數位頻譜使用費（交換不執行公共責任播出的條件），都應歸入專

案的數位基金，以投資優質與公共服務的節目製播，支助公共電視與公共利

益委託人角色之商業電視台，在數位時代的節目製作需求（Thomas, 1999）。 

然而，原商業私人電台在數位時代的公共責任播出之內涵為何，也是一

項重要的課題。依據目前先進國家的政策，有幾種思考的取向，解答這類問

題。就美國而言，1998 年美國副總統高爾成立的「數位電視廣播公共責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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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總統諮詢委員會」，其出版的總結報告，指出一些具體的規畫方向，如下列

數點 (NITA, 1998)： 

1. 私人電視台應該每一季提出報告，展現出其履行公共責任播出的具體成

效，採用 Check-off 表列方式，減低行政單位與人民檢視的負擔。這些成

效應包含下列數項表現： 

(1) 提供政治言論、資訊之多元服務（如免費論壇時間播出） 

(2) 政府服務廣告託播 

(3) 兒童與教育節目播出 

(4) 地方性節目 

(5) 對受忽視族群與社群的節目服務 

2. 合理的經營資訊公開，透過網際網路公告 

3. 免費提供頻寬經營代客傳輸資訊服務，視為履行公共責任的計分 (如服務

公共圖書館、非營利事業團體、社區大學、醫療與訓練中心) 

4. 經營數位無線電讀，免費定期提供公眾生活資訊 

5. 投資急難事件的警訊與資訊服務系統 

6. 提供肢殘者相關之收視輔助服務（如隱藏字幕、音訊描述資訊服務、或點

字鍵盤系統） 

歐洲部份，英國傳播、媒體與運動部研究員 Abigail Thomas (1999) 也

提出相關說法。她認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公共責任要求，譬如說：美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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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兒童、社區節目品味、以及政治意見多元的市場維護；紐西蘭重視本國

文化產製；歐洲聯盟重視歐洲文化的節目製播；日本重視獨立製片產業的

發展，因此各國利用頻寬核准為機制，來作為驅使電視台擔負「公共責任」

(public trustees) 之誘因。 

三、新的節目／服務型態規範方向： 

未來的地面波數位電視，利用數位通訊與匯流其他媒體的方式，還可提

供互動電視、加值電視、數據廣播的經營項目，這使得數位電視的節目轉型

成一種多媒體的服務，觀眾不只單看電視而已，還可擷取資料、索取服務、

傳遞訊息，因此互動電視的領域已經進入電信服務的管轄（de Bruin and Smits, 

1999）。因此，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新電視服務內容管制問題，應該遵循共同

載具（common carrier）或內容管制 （content regulation）模式？目前先進國

家對此問題尚無定論，但是如果已有電視台開始提供服務，仍須接受現有廣

播電視法的管轄。 

此外，由於電視台所獲得的頻寬是依既有業者身份  (incumbent 

broadcaster) 所繼承來的，因此仍是公共利益受託者的角色  (public 

trusteeship)，除非另有訂立特別豁免規定或交易。所以其經營之本業為節目

廣播，因此在資訊廣播業務的擴張上需要限制，免得副業變成本業，損害了

觀眾的福利。如英國廣播電視法，限制 data-broadcasting 使用的頻寬不能超

過所有頻寬的 10%；澳大利亞 1998 年制訂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ervices 

(Digital Conversion) Act 1998 及 Datacasting Charge (Imposition) Act 1998，規

定現有商業電視台所經營的資訊廣播只限於加值型電視的業務範圍，單純的

資訊廣播業務只允許由新進業者，以電信業務的名義申請經營（Forster and 

Lovell, 2001）。但也有國家以負面表列方式，強制規定必須製作電視節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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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頻寬，其餘開放創新使用，來解決以上問題。 

未來數位化後的電視經營，還面臨一項挑戰：教育、學習、知識已成為

新經濟型態的主要價值，如何鼓勵數位電視利用整合的科技發展新的教育服

務頻道，成為廣播電視主管機構的另一項重要政策。1999 年歐洲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發表評估報告，對數位電視系統如何發展供教育與

職業訓練所用（透過地面波、衛星），提供了思考架構（Bates, 1999; Love and 

Banks, 2001）。該考量的標準主要依據網際網路的普及率上，原因在於數位化

與互動性的視聽服務，與現存的網際網路之間有相當的取代性。對於許多先

進國家而言，網際網路已經達到了 Critical Mass的層次，也就是創造了經濟

規模；但大多數國家的數位電視服務，目前還在努力地起飛中。因此，地面

波數位電視屬於晚近數位化階段的產品（Poon, 1999），要如何與先期數位化

科技（衛星電視、數位電纜、網際網路）相競爭或互補來推動教育，成了一

項關鍵性的議題。 

執委會認為，根據目前歐洲先進國家的評估，地面波數位電視要達到經

濟規模的階段，勢必要等到 2010年才能成熟。而在這以前，傳統的國家教育

機構與職訓中心，勢必不會大幅利用地面波數位電視做為工具。隨著網際網

路與寬頻勢如破竹的發展，發展中的地面波數位電視應該如何定位其教育服

務頻道，特別是互動的電視服務？以下的圖示，提供一些思考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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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選擇地面波數位互動電視發展策略之條件示意 (整理自 Bates, 1999) 

 

 

 

由於地面波數位電視之發展是整批媒體數位化浪潮的最末端，因此其定

位深受現實數位媒體環境所影響，特別是有線電視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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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起來，後兩者是推行數位與互動服務的上選平台；但是由於電視是一項

最為普及的媒體（遠高於家用電腦），而且無線電視的一對多廣播效能（網際

網路為一對一的本質）與廉價的使用成本（有線電視以付費為服務模式），因

此多數民主先進國家仍對無線電視的未來給予厚望，特別在如何促進公民教

育與提昇知識傳遞的功能上。 

在可見的近期，由於技術與市場需耗時許久才能成熟，因此大規模地與

教育體制結合的數位互動電視服務，並不可行。所以現階段的推廣教育頻道

政策，多在針對社會中各層次族群之需求，提供一種公民社會的教育節目。

然而，各國無線電視在數位化後應扮演如何角色，卻必須依有線電視與網際

網路的普及情況作規畫。以英國而論，由於該國家用電腦與有線電視普及率

不高，所以 BBC可以推出全備的的教育頻道，同時希望以此為窗口，引導國

民使用網際網路服務；芬蘭的有線電視普及率有 53%，因此仍有空間讓無線

電視推出創新的互動娛樂教育（Edutainment）頻道；澳大利亞也因有線電視

普及率較低，因此無線電視必須肩負未來數位時代終身教育的重大使命。而

德國公共電視的策略，反而重在逆勢操作，希望因著研發無線平台，可以突

破無線電視與付費平台的限制，能以免付費方式提供全國未來的教育電視所

需。 

反觀，有線電視或網際網路較普及的國家，如美國，其公共電視則繼續

扮演較邊陲的角色，也就是鎖定在孩童、遠距、學校輔助教學的領域上，同

時與網際網路媒體緊密合作，並與許多非營利網路內容提供者 (ICP) 合作，

埋身網路的多平台中，向分眾的市場出擊。 加拿大現階段則是根本放棄地面

波的經營，讓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執行傳送與服務提供的業務。此外，荷蘭

則開創一個區別市場，強調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的可攜式、行動式接收（p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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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reception）、與廉價的成本，以與有線電視付費經營相區隔；事實上

德國目前在數位內容、技術政策上，也是強調如此之取向進行開發。 

執委會的報告更指出，數位電視的資料廣播功能 (databroadcasting)，就

目前的經營模式來看，較屬於商業用戶為主的市場商品，也就是該資料以直

達工廠、公司、教室用戶為主（B2B），而非家庭用戶。因此，極適合於全國

性的中小學，索取統一的教學資料之使用，目前在英國執行的 Espresso計畫，

就是由衛星直接下載小學所需之輔助教材的服務。由於 databroadcasting服務

是使用數位電視頻道以外的頻寬，所傳的訊息為包裹好的多媒體資訊，而非

節目性質的個別影音排檔 (schedule) 訊號，所有較有彈性以經濟效率的方

式，適時地將客戶所需資料傳到用戶端。 

如何讓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視、非營利廣播業者與商業同業，共同發

展多媒體的知識頻道，需要主管當局慎重地評量媒體環境，制訂媒體推廣政

策與經營策略，協助該業者朝此方向投資，統合稀有之資源，並減輕風險與

負擔。 

（四）小結 

總結而論，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的電視節目播出，仍受現有廣播電視法所

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內涵管制，並進一步要求表列免費播出的節

目型態；但對新的數位電視經營型態，則需要不同規範的思考方向：如優質

創新的數位節目，國家應立法提供資金鼓勵創作；另外，也可以用重新發放

數位電視執照機制，來規畫新的公共與商業服務的功能，使公共服務節目在

數位時代獲得更多扶持。 

而數位電視提供新的多媒體服務方面，國家應研析媒體環境的變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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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推廣與發展策略，導引公共與商業廣播服務業者，利用新科技開創可行的

知識與學習頻道；對於新資訊、通訊服務，國家也應釐清媒體匯流後的定位，

給予明確或開放的空間，導引創意與商機產生，使該服務造福數位公民的生

活所需。 

 

第四節  公共服務與整體監督架構 

一、公共服務理念之持續更新： 

（一）第三條路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Anthony Giddens，於 1998 年出版了 《第三條路》 

一書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正式為 90 年代下

半，在歐美各國一系列的社會民主改革與左派政治人士的勝選，作出代表性

的詮釋。民主先進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在歷經 80 年代新右派（保守派）長

期執政的優勢後，痛定思痛，針對致命傷下藥，從美國新民主黨重新執政開

始，提出改革的方向，嘗試改造左派政治長久以來的定位。 

Giddens 認為，簡單來說，第三條路象徵一種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它

等同地重視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與創造新社會財富之目標，以回應全球經

濟體競爭的要求。然而社會的財富分配的本義，也因著重競爭的條件，而改

頭換面。Giddens 提出了以下改革重點： 

1. 盡可能在市場動力機制中創造公共利益之思考空間。 

2. 社會之平等在於社會之包容（inclusion）意涵，不但要考量窮人的需求，

也要使富人認同社會利益生產機制，齊力促成體制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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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社會福利的訴求對象，不應只是一種消極的照顧窮人之意涵，更應考

量社會整體服務之需求。 

4. 福利救助的具體目標，並非使人依賴救助的資源，而是要給予其選擇的空

間，提供風險之積極面環境，助其開創理性冒險的財富或生活的空間。 

5. 政府的福利資源，應投注在人力潛能的開發與環境資源的提供上，而非僅

提供生活物的供給。 

6. 積極福利之開支，需要政府與其他企業部門一同來負責，而執行的職責常

交由社區與非營利部門來推動。 

英國工黨 Tony Blair 政府 1998 年執政，紐西蘭 Helen Clark 工黨政府 1999

年贏得大選，皆是在保守黨長期執政後的政權輪替，也是重新思考解禁

（deregulation）與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風行多年的契機。今年七月紐

西蘭政府依據執政承諾，發表廣電政策文件：「廣電政策目標與履行機制」、「廣

電事務題綱文件：平台與科技議題」、「紐西蘭廣播電視公司憲章」，提出新中

間的改革之路。又今年 12 月 12 日，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與「貿易

暨工業部」聯合發表《傳播之新未來》(a new future for communications)白皮

書，意圖深化執行多年的第三條路之政策。 

英國廣電事業之典範為舉世著名，無論公共與民營皆有其特色，並且良

性競爭，締造地面波數位電視的先鋒。我國與英國在廣電格局上，十足為困

境與理想之對照。因此邁向二十一世紀前該國之省思，對我國而言，提供足

夠的見賢思齊與自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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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傳播改革白皮書 

 英國 2000 年之白皮書有三大改革重點： 

1. 創造有動力與競爭力的市場。 

2. 確保對高品質、多元傳播服務之普及度。 

3. 確立媒體公民與消費者身份之保障條件。 

此三大標的的內涵與公共廣電服務相關的要件，條列如下： 

1. 動力之市場－ 

（1）新的管制機構(OFCOM)將致力應用競爭與消費者保護法意來管理 EPG

（2）廣播業者使用頻譜的價值將予評估，並研擬頻譜交易的機制 

2. 確保普及近用－ 

（1）無論數位化前後，公共電視服務都將免費提供 

（2）公共電視服務在有線電視與衛星頻道上免費播放將持續確保 

（3）公共電視服務在 EPG 上的顯著性與亦得性必須確保 

（4）確保相關的教育與訓練計畫伴隨著新科技服務推出，使人人生活素質改

善、工作遠景提昇 

3. 安保消費者與公民的利益－ 

（1）確保節目內容的水平，並從事相關研究使之更能反應公共利益 

（2）公正與真確的新聞服務需要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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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電腦資料保護署合作制訂線上資料獲取與隱私保障原則 

（4）政府負有職責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讓民眾在充足資訊下作出抉擇 

（5）成立消費者小組研究對服務供給的觀點與考量 

（6）改善殘障人士的媒體近用環境 

（7）鼓勵產業界開發能相容的傳播機具生產標準 

另外，在節目品質與多元性方面，英國政府仍然繼續堅持一貫的公共服

務立場：優質大眾與多元小眾方向，並且堅信數位化後公共服務之必要性將

與日遽增；並且創造出三層管制架構，由最基本層面來規範公共電視服務量

的需求，讓質的需求留待進階層面處理，以彰顯媒體自治的精神。 

在進一步衍生的文件中可以發現，英國廣電政策的特色在於傳承性，也

就是說立基在類比時代的高度管制的公共服務基礎上，政府取得正當將地面

波電視產業的優勢延續至數位時代，一舉達成公共化與數位化的雙元目標。

舉例而言，1997 年起，英國將全國數位地面波網路統合成兩個全國經營的集

團，有計畫地分配給現存的六個電視台經營，使之內在持續競爭，外在無不

確定因素下，傾全力開發數位電視新服務，這種以市場上優勢公司控制的模

式（firm’s market power control entry），雖然受到過渡保障既有業者的批評

（Collins, 1998），但的確創造了數位電視服務之新局面，也有效地維繫全英

國民眾對數位服務的共同向心。而無線電視的共同數位平台，與 Murdoch 的

BskyB 衛星電視服務之數位平台分庭抗禮，不但在市場競爭方面達成較為理

想的模式，同時也避免富有之輩漸次向自我訂製（MeTV，如衛星電視提供

之互動服務）的電視服務靠攏，形成一種上層人士的自我社會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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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on）。 

在第三條路的政策意旨中，至為重要的觀念是避免富人的社會排拒。所

謂富人排拒意味著有購買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設計自我的生活要求，並設

置壁壘防止社會問題的入侵，同時進一步要求撤出對社會福利體制的支助（健

保、勞保、公共電視），改由自付方式來支應所需，如富人自建社區、學校、

寬頻網路等公共設施。在電視方面現今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衛星電視與有

線電視的主題頻道（specialty channel）的服務方式，只要用戶願意多付出訂

費，就可以收到比一般人更多元更精質的選擇。在美國，如 A&E、 Learning 

Channel、 Discovery、Bravo、Food-Home-Garden、History Channel、Noggin

（Nickelodeon）、National Geographic 等播出，造成對公共電視之挑戰，使美

國公視服務日趨沒落（Poon, 1999）。但是前者服務都是奠基在分級付費的基

礎上，運轉在不同於公視的普及服務觀念之上。最後使普及服務只對窮人存

有意義，如同西方社會福利國家長久以來的令人詬病之處：福利只是照顧窮

人，是補殘而非全面性的社會救助，而且福利是社會的負擔，而非資產，造

成中上層人士對此制度的排斥。 

因此，第三條路政策為了扭轉這種錯誤分化結果，強調未來的社會福利

是一種全面性的資源配置設計，無論貧富皆能從其獲利，因此救助的方式並

非只是補足物質上的缺乏，更重要應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提供人們更多元

的生活選擇之空間。 

因此白皮書的開首，政府就定義所有的無線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服務之

受託者，不分商營還是公營。而這些頻道必然要在衛星頻道上，以公平、理

性、沒有歧視的方式通過私有財產權的條件式接取設備，避免富有人士無法

收視到公共電視服務，而排拒支持電視執照費制度。另外，所有各級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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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未來都將利用新的數位頻寬廣播，使人民可以方便獲取公共資訊，這些

想法都希望有助於達成「社會包容」的政策目標（social cohesion）。 

對於數位化政策，英國立下一個明確的看法，那就是伴隨著數位化發展

而來的開創性絕不是無限的（not infinite）。據此，政府未來設定業者必須執

行的公共職責時，必然會等比例地考量業者經營的合理性，讓其擁有商業開

發之最大空間。這種趨勢，也說明新中間路線如何在社會服務的傳統左派觀

點上，尋求與產業全球競爭務實目標之妥協作法。 

二、福利國家實施數位電視的整體考量——瑞典為範例 

（一）時常拉緊弓弦與合理化經營的公共產業：制度的設計 

瑞典於 1956 年開始從事電視廣播服務，並以公共服務之 BBC 規模為典

範，而不取美國的自由模式。Sveriges Television 是第一所成立的公共電台，

第二台於 1970 年創設，然而當時兩個電台的營運本質是互相競爭，非互相合

作；而且因七０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使經費被大幅刪減，以應付難關。這

樣的成長過程，從國際觀點來看，促使該國公視提早地進入合理化經營的時

代，同時將內部競爭的經驗轉化成未來與民營電台競逐的策略。 

為了因應商業競爭的時代，公共電視頻道集團於 1996 年達成合作的協

議，而 1993 年起也以基金會的形式組成一個集團三個頻道經營團隊，他們分

別是 Swedish Television (STV1&STV2)、Sveriges Radio (全國及地方廣播電

台)、瑞典教育廣播公司（製作節目透過廣播與電視播出）。 

 1987 年，政府允許瑞典公司 Kinnevik Swedish 與英國倫敦商界合作，經

營衛星電視，以瑞典語發聲，取名為 TV3，開播後贏得相多數的閱聽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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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經驗，帶給執政當局私營化政策的考量，因為在沒有國內商業地面電台

經營的條件下，國內廣告市場將盡全數讓給境外轉播的公司，因此形成一股

壓力，使執政黨必須去務實面對這個問題，於是 TV4 立刻相應而出，它是由

瑞典節目公司 Nordisk Television AB 及 Kinnevik 所投資。由於 TV4 一方面

是由瑞典本土公司經營，另一方面又獨佔國內無線電視廣告市場，因此可以

不受經濟壓力限制，在有利可圖的條件下提供優質節目，同時贏得相當的市

場佔有率（Kleberg, 1996）。 

 就市場佔有率來說，STV1 及 STV2 都達到 25%左右，TV4 可以達到較

多的數值到 28%，TV3 大約佔有 9% (只能透過衛星與有線電視播出)。而在

節目內容上，以全部播出時間比例來看，新聞與非戲劇節目在 STV2、STV1、

TV4 播出的比例分別為 62﹪、44﹪、37﹪，雖然 TV4 提供最多的戲劇與娛

樂節目，然而在嚴肅性寫實節目上，也不輸於公共電視，相當的調查性新聞

報導及討論性節目更有一定口碑，這證明出無須單靠娛樂節目才能創造高收

視率。在有限的競爭市場中，反而可以創造良性循環的競逐；另外一個明證

為，TV4 出現後公共電視頻道的競爭策略反而不是添加娛樂節目，而是增加

新聞與時事評論才是他們的策略。境外轉播的 TV3，反而在競爭方面上表現

較不突出，也較不成功。 

 另外就多元性標準而言，TV4 成功地吸引流行文化的口味，創造較高的

市場佔有率，也是進一步紓解了公共電視在這方面的社會功能要求，使他們

能花較多的心力在照顧弱勢與小眾團體上，頻道分工的社會機制隱然浮現，

而且也不致邁向極端的對立。TV4 成功地扮演一種「流行的公共服務」

（popular public service）角色，使公共服務與純商業營利之色彩的有線頻道

得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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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國家模式的轉變：公共制度與市民文化 

 然而這種新的分工組合背後，也表徵出瑞典傳統福利社會的動盪與應變

之道。在經濟上，全然福利保障已被拆解，階級分化逐漸明顯，全球經濟威

力逐漸入侵；在政治上，傳統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聚集政黨、工會、

專業團體、社會運動代表共商國事、排解紛爭、簽署協議，已逐漸鬆散，特

別是年輕的世代，對於政黨、階級、運動的認同度減低，取而代之是一種反

政治化的習氣，遠離既有社會體制，自創生活方式的哲學；在種族部份，傳

統的同一性不復存在，20%的人口為移民背景，原住民的特質與血統被強調，

在首都 Stockholm 某些小學中，學生母語的數目就高達 20 種，有關種族歧視

的問題時有所聞，但社會進步的力量也在全力消除這個問題。就文化花費的

的選擇上，瑞典仍維持相當高額的消費，如行動電話每一千人就有 282 支，

為世界第一高。如此消費反映出利基市場的存在，並導向高度個人化訴求的

商品社會，衝擊到電視節目生產的策略。這些因素互相組合衝擊，拆解了過

去公共電視服務，所訴求的單一國家文化的基礎。 

 這樣的轉變也正如一般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無論就經濟、政

治、種族、文化角度來看，社會族群將持續地分殊化、社會議題將持續地零

碎化。不過在傳統與當前世代（SVT 壟斷與商業電視台之競爭）的交替衝突

中，瑞典的電視媒體文化仍存在一個良好的機制作協調，正如同其政治文化

的根本精神。 

 Dahlgren 教授認為一個民主的文化其實依賴兩個支柱而恢弘起來，一個

是體制的系統，另一個是文化的形式。就體制而言，代表著正式與法律面向，

定義民主在於政府的構成、定期的選舉、公民參政的管道；就文化而言，是

以每日生活的經驗為參照點，強調其中共享的價值、規範、實務。對於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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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而言，兩者應是相輔相成，因為正式的骨架需要文化生命的滋潤才能運

作，而文化的活力需要法定的權利與保障才能生氣活現。 

 以致在這樣分化的趨勢中，國家倒不會追尋自由主義的原子化社會雛

形，將社會的分殊歸入個人層面上來探討，將其視為互向競爭的利益團體來

看待；反而國家的分殊化，能創造出在不同文化精神下的分立集體，以民主

方式互動、辯論、成長。換句話說，市民的文化非一種求取統合或強調自我

的精神，而是即或立基在不同的生活經驗上，卻仍能共同認定以民主的價值

與處理程序，來聚合不同的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三）地面波電視的社會分工 

 從瑞典的社會觀點來看，就會較為明確地瞭解其無線電視的社會功能。

瑞典有強大的公共電視集團（SVT1&SVT2），也有活力旺甚的商業電視

（TV4），前者代表著法治與權利的民主精神，後者代表著平日生活價值的民

主精神。公共電視發揮著維繫傳統的美德、尊重少數族群權益的文化功能，

在此他們定義出兩種民主時代的公民文化意涵：一為整合的國家精神以面對

變局；二為讓少數族群發聲，予以正當的地位讓其存在，使容忍精神創造更

多民主進步的空間。 

而 TV4 所訴求的流行文化取向，特別是在新聞節目上，注入流行的風格

與題材、日常生活的內涵、調查性的報導，使得嚴肅的話題更為廣泛地流傳，

成為社會共同的話題，外加談話性節目，更形成整個社會的焦點；TV4 顯然

象徵一種更新的民間文化，嘗試讓不同文化團體尋找重疊的焦點，進而在衍

生出多元的對應，產生新的生活文化，再與國家文化互動成長，這總稱為一

種雙面向心的節目手法（a doubly centripetal manner）。所以 Dahlgren 認為 T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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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流行的公共服務」，也是一種另類的公共電視服務。 

（四）數位電視的選擇之路 

 至今為止，瑞典顯然在變局之下，成功地打造了健康進步的無線電視生

態，搭配著社會福利國家的民主文化素養，使電視節目可以生氣盎然地與社

會整體及分眾共同成長。我們殷切地希望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數位電視的

未來呢？ 

Dahlgren 認為在數位電視發展上，雖然是一種分眾化服務以及電視商務

的開發為導向，然而立基在高度肯定市民文化的角度上，不但無須迴避新科

技，而且還肯定數位科技可以強化公共服務，以當作多元傳播空間的向心支

撐與活化民間文化的快速管道。 

 在政府的明確引導下，瑞典產業界也發揮極大的集體活力，參與策畫數

位化的工程。首先他們釐定了對數位化正確的認識（Brandrud, 1999）： 

1. 數位電視增強寬頻螢幕的傳輸能力，是媒體資本集團意圖也較為容易進入

的有利產業，在不確定的狀況下，產業將尋求更大的結盟與之應對（如

Murdoch、Kirch、Berlusconi、Canal Plus）； 

2. 區域性的電視集團聯盟將尋求市場極大化的價值，譬如將有利可圖的跨國

體育轉播節目，設定版權授與，利用機上盒的鎖定，獨賣獨銷，這對公共

電視免費轉播公共關心議題的節目政策，產生衝擊； 

3. 於是瑞典政府結合所有北歐國家的公共電視與公眾電信業者，於 1997 年

共同成立技術開發集團稱為 NorDig，這項行動目的在 "Avoiding the 

commercial gatekeeper"（擺脫商業機上盒守門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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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ig 成立於 1997 年，旋即於 1998 年 5 月公佈 STB 的標準工法

（specifications），供欲投資數位電視的廣播與電信業者使用，反而刺激了商

業電視業界加入 NorDig Agreement，以免遭到排擠，其中包括：Canal Digital、

Canal Plus、Modern Time Group (Kinnevik)。如此，使 STB 市場中的公開使用

規格（common solution）與獨家系統規格（proprietary solution）展開競爭。 

在整體行動中，由於瑞典政府積極引導，使該國的公共與商業地面波電

視台充分地合作，達成對開放的機上盒工法（the specifications for an open set 

top box）最多的協議。除了機上盒的協議，在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市場上，更由國家電信公司 Teracom、SVT、TV4 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Senda，

來研發共同運作的系統，同時負責共同 EPG 的開發。 

SVT 於 1998 年開始實驗 24 小時的新聞台，目前已經正式推出數位新聞

頻道，稱為 SVT24，但在清晨與早午時段、或偶而重要的晚間時段，仍有類

比訊號播出，以嘉惠更多觀眾。瑞典的數位電視政策，推行至今有許多創見

與在地的思考，展現在以下諸端措施： 

1. 數位頻道以區域來劃分，成立數個地方數位電視台，不強調全區的播出；

以 SVT 為例，現在擁有五個數位播出區域，開發區域的自我需求，充分

顯示以新科技結合多元傳播文化空間的構思； 

2. 強調開發 16 至 24 個數位頻道，讓全國大多數人享受，而不是建立在成千

上萬頻道爆炸的多元假象下； 

3. 數位電視推動的普及服務意義之一，在於解決地面波收視不良的情形。由

Canal Digital 提供傳輸與機上盒租賃服務，Senda 提供 Smart Card 的工本

費服務，讓用戶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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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的數位服務網建構政策，以取得境外傳輸業者（如 TV3）對本國經營

環境的信心，文化部長 Marita Ulvskog 曾宣示：讓公共控制下出走的廣電

難民（regulation-refugees）回國，重新定義公共的服務；至今 TV3 已經

申請了地面執照，該牽引政策算是奏效； 

5. 傳輸網架設好後，才開發第二項數位計畫：互動性的可能；同時國家編列

特別預算，支持公共電視開發教育與紀錄片節目； 

於此，Dahlgren 特別強調互動性分為兩種：Mild 與 Intense interactivity。

所謂 Mild 的意涵在於，讓觀眾在適當的時間上，選擇到喜好的節目，一種策

略性的抉擇；Intense 的意涵在於如同網際網路上的討論團體，隨時邊找資料

邊發表看法，並結交網友。 

Dahlgren 認為，現階段電視的價值仍在看節目的娛樂功能上，非高度參

與性的媒體；因此公共電視應奠基在如此基礎上發展，讓寬頻提供更多節目、

更多元價值、以及核心節目更多重的播出，盡量減輕頻道選擇上的衝突、或

即時與檔案資料選擇上的衝突，他總結說：Faster is not always better。Dahlgren

更警告說，想要使談話或辯論節目，成為投票或民意測驗的互動節目，將會

在極短時間內簡化形成一種「激情民主」（hyperdemocracy）、「按鈕式民主」

（push-button democracy），如此快速反應的文化，反而嚴重扭曲市民文化的

活絡基礎價值，科技是不能單靠賴自身來貢獻民主！ 

總結，瑞典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個相當令人期待的數位文化，她展現出

一些發展模式值得我們深入省思： 

1. 計畫式的經濟才能謀求公眾最大的福利，同時扶植多元文化的茁壯；放任

式自由解禁經濟，反而得到單一壓縮的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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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界協力開發共通標準的先進技術，反而能更快推廣新科技的社會應用

速度； 

3. 科技與文化之間的變遷，值得慢慢觀察，設定階段性的發展時程，以瞭解

公眾真正的需求，與流行文化的生機所在； 

4. 一個福利完整、工作有保障、文化有歸宿的民主文化，才是促進人民衍生

更多生活品質需求的來源，而非資本與權力的群集、放任與自由的解禁，

瑞典數位電視推展的順利與領先，正說明了這一點。 

三、全球三大數位無線電視標準規範之消長 

（一）數位電視發展的「前史」 

早在數位電視概念具體成型前，三大強權的電視工業就曾開始思索電

視產業的蛻變。最初各國都鎖定在畫質的更新工程上，因此數位電視的浪

潮的前身即是「高畫質」（High Definition）電視的潮流。歐洲於 1981 年

開始，透過歐洲廣播電視聯盟（EBU）執行一個 EUREKA 計畫，發展類

比訊號的高畫質電視（HD-MAC, High-Definition Multiplexed Analog 

Component）系統；日本早於 1964 年就開始思考畫質精進的電視系統，

長期的努力於 1984 年達成協議，開發類比式 Hi-Vision，並且由衛星電視

優先使用，稱為 MUSE 系統（Multiple sub-Nyquist Sampling Encoding）。

然而歐洲與日本的兩套高畫質系統，紛紛於 1993 年與 1997 年結束，轉而

採取直接進入數位電視領域的策略，取得目前發展的先機，這樣的轉折代

表著如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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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開發需求先於科技規格要求 

歐洲管理與企業顧問專家在 1999 年合著的一本書：《數位錄像廣

播——科技、標準與管制》之序言中，清楚地揭示 DVB Project 的導向，

是運作在商業環境而非標準團體的規範下，因此營業的需求考量遠在技術

規 格 精 進 的 要 求 之 上 （ commercial requirements preced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接續的前言中，他們指出，科技發展不應被視為一種外因

決定性質的要素（exogenous determining factor），而應是一種以社會整體

為考量下的活動與關係產物。所謂外因性的講法，如同將科技視為一種完

美之典範，強調其效能不受社會因素所制約、其進展為人類無法抗拒之過

程、其效果為全球同步地受惠。 

 換句話說，歐洲觀點下的數位電視發展趨勢，為一種受社會條件制約

的產業變貌、其進展受人類接受度而左右、而全球各國對於數位化之政策

作為皆有不同。因此，1993 年歐洲成立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 

Group，放棄過去類比與高畫質的發展取向，即是正視到數位電視發展與

社會文化密不可分的內因性（endogenous）本質。 

這項看法絕非來自哲學性的思維與辯難，而是來自務實的社會調查所

知。1996 年在歐洲廣播電視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支持下，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ction Group（DigiTAG）就協助 DVB Group

瞭解數位電視應有的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EBU 技術部門也是

DigiTAG 計畫經理 Edgar Wilson，具體提出 DTT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service model 的基本想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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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新地面波電視服務並非技術議題；立基在成千上萬的類比式信號

廣播網上，新的技術工具雖必須投合於現存系統的運作，但仍有許多

影響決策的議題皆為非技術性的，這些包含歷史、地理人文、政治與

經濟，而且正是這些因素造就了每一國家計畫的獨特性。 

 DigiTAG 自 1999 年初起，進行了大規模的業者意見調查，將數位電

視發展的趨勢分成六大類來歸納：一、立法、管制與發照；二、標準設定；

三、市場導覽；四、服務規畫；五、技術基礎建設；六、新服務議題。1999

年 11 月起又進行第二次產業意見大調查，涵蓋範圍遍及歐洲十六國、新

加坡與澳大利亞，及二十個組織團體，此次調查目的在確實瞭解每一國家

現有主流廣電媒體之生態（地面波、衛星與有線電視），以及技術議題，

包含應用軟體介面（API）與條件式接取系統（CAS）之選擇。 

 也就是在這樣務實之基礎上，Dr. Hart 認為歐洲自 DVB 系統開發以

來，就設定了兩項具體的看法： 

1. 高畫質影像的取向為過早且未成熟的技術規畫； 

2. 衛星與有線電視數位標準應先行解決，因議題較為急切且單純； 

前者考量反映了對數位化科技較為務實的評估，同時尊重業者與用戶

的現有選擇；後者考量數位電視在資訊社會中基礎建設統合的重要性（付

費電視的定址鎖碼、數位與類比轉換的機上標準）。就此，Dr. Hart 引述一

名觀察家所言，DVB 成功的秘密武器在於：先就業者使用需求來設計投

合之科技，而非顛倒此順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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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各國的數位電視政策（英、德、法、西班牙） 

Dr. Hart 認為，歐洲各國推動數位電視的主要動力，在於新進衛星與

有線電視頻道業者，一來歐洲現有的公共電視頻道無法滿足觀眾的所有需

求，二來數位化意即象徵著鎖碼化（encryption），這些正是該業者所鎖定

的消費訴求，以及所賴以維生的附加價值經營之道。 

因此，DVB Group 對歐洲整體電視產業的初期貢獻，在於設定衛星

與有線電視的數位互通之規格，同時確保先進業者與未來地面波數位化之

規格相符。英國部份，有鑑於 Murdoch 衛星電視集團的市場先進身份，

因此積極推動地面波電視數位化產業，以保持公平競爭的狀態。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ITC) 強力執行國家政策，不但排除

Murdoch 集團進入 British Digital Broadcasting （BDB，地面波數位頻譜經

營者），同時否決與工黨親善的 Digital Television Network (DTN) 的申請，

因其財務規劃能力不足。 

德國部份，由於地面波網路資源控制在德國公共電視集團 ARD、有

線電視網路大部份控制在德國公共電信業者 Deutsche Telekom 手上，所以

私營數位電視業者就從衛星電視發展開始切入，形成分庭抗禮的局勢。私

營方面，總計有三個企業集團參與其中，包含 Kirch Group（發行美國好

萊塢影片的巨亨）、Bertelsmann AG（德國跨國集團娛樂公司）、Compagnie 

 Luxembourgeoise de Telediffusion（CLT、盧森堡為根基的獨佔電視產業）。 

由於德國公私營媒體呈現著勢均力敵的局勢，因此德國政府（如

Cartel Office）則扮演著維持公平競爭之角色，並援引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判例，來導正發展之方向，防制交叉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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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起，公私營媒體集團的合縱連橫發展展開。德國政府首先否

決了 Kirch、Bertelsmann、Deutsche Telekom 的聯盟策略，因為他們的實

力將足以掌握所有付費電視發展的基礎。1996 年 Bertelsmann 單獨於

Deutsche Telekom、Vebacom、CLT、ARD、ZDF 結盟，推出完整系統的

付費電視平台（Mediabox，由 Multimedia  Betriebsgesellschaft, MMBG 集

團運作），然而 Kirch Group 從頭至尾都反對該計畫，由於 Kirch 擁有經

營衛星電視的先機，最後使該計畫破局。 

1996 年起 Kirch Group 獨立發展數位衛星電視服務 DF1，然而高昂的

機上盒裝置（D-Box），以及 Deutsche Telekom 拒絕合作傳送其訊號，使

該業務發展遇上瓶頸。同一時間，Bertelsman 與 CLT 宣佈合併成 CLT-Ufa，

掌握了 17 個歐洲電視頻道，展開與 Kirch Group 的競爭。 

另一方面，Kirch Group 由於 DF1 計畫的失敗，想與 Bertslemann AG

的合資付費頻道事業 Premiere 合併，來強化競爭力，卻連續遭致歐洲理

事會在 1998 年否決及 German Cartel Office 隨後的否決，導致 1999 年

Bertelsman AG 認為數位付費電視前景不明而退出經營。德國政府認為切

斷此兩集團的合作關係，反有助於未來公平競爭的局面穩定。 

 現階段而言，Kirch Group 的 Premiere World 為唯一的數位付費電視

服務；未來 RTL（CLT-Ufa 控制）將推出四個數位電視頻道；ARD、ZDF

也將推出 Simulcast 方式的數位電視節目服務，如此達成競爭的均勢。 

法國方面，目前經營數位付費電視服務的業者有三：主要為 Canal 

Plus，為法國總統密特朗與社會黨的重要支持者擁有；其二為 TPS，由被

拍賣的國營電視台 TF1、公共電視台 France Television、M6-Metro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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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ision (由 Bertelsmann 與 CLT 共有)、Compagnie Generale des Eaux 等

共同投資；其三為有線電視業者 Multicable，由法國公共電信與民營傳播

公司合資，提供寬頻上網服務。 

西班牙部份，也由 Canal Plus 與該國全國報紙集團 Prisa 合作，推出

Canal Satelite Digital (CSD)，一種數位付費電視服務；另一方面，有西班

牙獨佔電信業者 Telefonica 結合當地與國際伙伴經營的 Distribuidora de 

Television Digital (DTD)；近來，西班牙公共電視 Retevision 開始私營化，

由該國國營電力公司 Endesa、及義大利 STET 電力公司、銀行集團購得股

份，並且於 1998 年獲得經營區域電話的的執照，成為經營數位電視另一

主力，目前 RETV 所投資 49%的子公司 Onda Digital，已經獲得國家頒發

的數位電視執照，將加入付費無線電視服務的行列(De Torres, 1999)。 

總括來講，歐洲的數位電視政策發展方向，在於先制訂可行的數位電

視標準，減低業者採用的風險，同時加速數位化的進程，並提供不同系統

共通的規格作為未來整合的基礎，如採用 COFDM (Cod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使地面波在技術上與衛星有線電視產業相融合；另

一方面，容許跨歐洲的事業集團與本國地方業者合作，以形成互相競爭的

數位電視產業，維持公平交易的環境。總之，政府以負責任、強有力之作

為介入公共政策之形成。 

（四）結語：美國與歐日之間的評斷 

Dr. Hart 在結論中，正式評論多年來三大經濟強權的數位化政策對

比。他認為，從一開始的高畫質發展取向，三個區域都同心競爭研發；但

進入到九０年代，歐洲與日本卻正式棄美國而去，如今只剩美國繼續負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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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抗，追尋著高畫質的發展，兩者規格之對比如下： 

表 4-4：三大數位電視系統技術規格比較 

區域 歐洲與日本 美國 

畫質 寬螢幕與標準畫質 高畫質與標準畫質 

壓縮 MPEG-2 MPEG-2 

衛星 QAM VSB 

有線電視 QAM VSB 

 

調

變 地面波 COFDM VSB 

 

他同時指出，從一開始三個區域都擔心 HDTV 的配備對消費者而言

過於昂貴，同時這種發展取向恐怕無法產生足夠的利潤，誘發電視業者足

夠的信心進行系統轉換的工程。然而，在美國政府一心想要在家電生產領

域超越歐日的競爭優勢之目標下，美國的電腦公司被迫繼續支持先進電視

系統的大聯盟（Grand Alliance/ATSC HDTV）行動。 

Dr. Hart 結語說：雖然歐日在最先對於高畫質發展的取向甚為篤定，

但是他們在必要時刻，對客戶的回應給予正面的評價，也就是虛心聽進消

費者與電視業者的反對聲浪，於是急流勇退，追求更多節目的選擇與寬螢

幕的環境，留下高畫質在原地不動，避免標準設定被家電廠商與科技研發

單所獨斷。 

來自美國專家對美國及全球發展的評論，似乎更為客觀與中肯，這

項結論是否對我國近來的的處境有所啟發，請當局慎思、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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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無線電視邁向數位化發展的重新定位 

 

一項由行政院新聞局所委託進行的「電視數位化後頻道之使用及管理研

究」，在整理美、英、澳大利亞等國數位電視政策，並且邀集業者、主管機關

人員及學者專家進行焦點團體座談之後，歸納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法規

政策之建議」有以下八大項目：一、數位電視執照（數位電視執照期限及費

用政策建議）；二、傳輸內容執照分離之政策建議；三、無線電視數位化之經

營模式；四、數位無線電視之公共義務（免費頻道、高畫質電視、殘障人士

之照顧、回饋金）；五、有線電視是否必載無線電視（免費頻道、付費頻道、

轉換期間之必載）；六、數位化後資料傳輸之經營模式；七、對政府政策與輔

導之建議（數位電視格式之最低要求、全盤的政策制定考量、政府鼓勵輔導

措施）；八、數位化與公共化之搭配（李秀珠等，2001）。 

本研究對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當前發展狀況進行總體分析（第一章），並且

針對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問題加以解析（第二章）之後發現：傳統依訊號傳

輸內容區分廣播（聲音所組成的節目與廣告）電視（影像、聲音所組成的節

目與廣告）與電信（主要為語音，另有其他符碼或資料傳遞形式）三者的舊

有法制框架，不但對於依賴既有廣告市場的無線電視產業形成未來發展的瓶

頸，也無視於三者都利用地面無線電波傳輸訊號的共通技術要素；在資訊通

訊及傳播媒體加速匯流的發展趨勢下，上述區分方式將無法有效掌握相關產

業之間的跨業整合趨勢，也無從通觀無線電視已然面臨的市場結構變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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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四節，圖 3-2）。另一方面，在科技、市場與產業匯流轉變之際，

傳統「普及服務」與「近用」等通訊傳播公共政策目標是否隨之調整、市場

監督與管制規範架構如何因應變局等議題，也有通盤檢視的必要。 

基此，本章將依歐美各國探討通訊傳播匯流所通用的「通訊基磐－傳播

內容」觀點，分別就通訊基磐整合（壹）、節目內容與相關服務（貳）兩方面，

重新定位邁向數位化發展的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緊接著探討其普及服務與社

會責任（參）、制度上與之相對應的主管機關與公共監督機制（肆），以及，

我國相關法制通盤調整的必要性（伍）。 

 

第一節  通訊基磐整合 

關於無線電視數位化過程最引人注目的通訊基磐整合議題，本研究小組

認為：主要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觀察：無線節目視訊（電視）傳輸質量的確保、

地面無線電波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固定／行動」與「地表／衛星／線纜」

等不同傳輸管道之間的數位整合。三方面議題的共通（技術）前提問題，則

在於地面無線電波的頻譜規劃指配，以及，向來成為各方注目焦點的訊號系

統（歐規／美規）選定問題、數位訊號發設站（普及）建構問題、數位平台

運作模式、終端接收設備（數位電視、機上盒或家庭通訊平台）普及問題。 

根據交通部所提供資料，我國目前因應數位電視的頻譜規劃指配情形如

下： 

一、行政院於民國 80 年 11 月 14 日核定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方案」，

成立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交通部應該小組委託於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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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成立「傳輸規範及標準專案委員會」，積極推動數位電視工程技術有

關事宜。 

二、交通部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二次委員會通過，我國數位電

視採用美規 ATSC 傳輸標準，並決定每家電視台各指配兩個 6 兆赫頻寬

之頻道，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及公視等五家，共需指配十個頻道。 

三、交通部經以協調國防部騰讓之頻譜，規劃為CH24 ( 530-536兆赫 )、CH25 

( 536-542 兆赫 )、CH28 ( 554-560 兆赫)、CH29 ( 560-566 兆赫 )、CH31 

( 572-578 兆赫 )及 CH32 ( 578-584 兆赫 )等六個頻道，並將已指配公視

及供教育部委託華視教學使用之超高頻 ( UHF ) 各提出兩個頻道規劃

使用。 

四、頻譜規劃情形： 

（一） 台視、中視及民視分別使用 ( CH31、CH32 )、( CH24、CH25 )

及( CH28、CH29 )等頻道。 

（二） 華視就教育部現有 CH33、CH34、CH35 及 CH36 等教育頻道

中，自行調配兩個頻道使用。 

（三） 公視就現有 CH50、CH51、CH52 及 CH63 等頻道中，自行調

配兩個頻道使用。 

五、並規定於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數位電視收視戶達 85%時，除公視外，各

家電視台應繳回現有 2 個類比特高頻道 ( VHF ) 頻道及改善收視不良地

區 12 個類比超高頻 ( UHF ) 頻道，公視應繳回剩餘之 2 個類比超高頻 

( UHF ) 頻道，未來教學頻道數位化以後教育部應繳回剩餘之 2 個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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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頻 ( UHF ) 頻道。 

六、交通部於 90 年 6 月 22 日應電視台業者為經營多角化需求，同意其申請

改用歐規數位電視 DVB-T 傳輸標準，因該標準具單頻網之特性，交通部

為促進頻譜使用效益，刻正研究各家電視台是否可以一個 6 兆赫頻寬之

頻道規劃其全國廣播網，以便將原規劃指配之兩個 6 兆赫頻寬之頻道，

修正為指配一個頻道使用。 

七、另改善收視不良地區 12 個類比超高頻( UHF )頻道，因台灣地區地形複

雜，也將研究是否仍保留作為改善收視不良情形使用。 

表 5-1：我國電視頻道使用狀況明細表 

頻道 頻段 ( 兆赫 ) 用  途 頻道 頻段 ( 兆赫 ) 用  途 
5 76 – 82 35 596 – 602 
6 82 – 88 

全民電視台節目播放 
36 602 – 608 

教育電視台節目播放 

7 174 – 180 37 608 – 614 
8 180 – 186 

台灣電視台節目播放 
38 614 – 620 

9 186 – 192 39 620 – 626 
10 192 – 198 

中國電視台節目播放 
40 626 – 632 

11 198 – 204 41 632 – 638 
12 204 – 210 

中華電視台節目播放 
42 638 – 644 

13 210 – 216 錄影機專用 43 644 – 650 

   44 650 – 656 

24 530 – 536 45 656 – 662 

25 536 – 542 46 662 – 668 

28 554 – 560 

待指配數位電視台使用 

47 668 – 674 

改善收視不良地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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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560 – 566 48 674 – 680  

31 572 – 578 50 680 – 692 

32 578 – 584 

 

51 692 – 698 

33 584 – 590 52 698 – 704 

34 590 – 596 

教育電視台節目播放 

53 704 – 710 

公共電視台節目播放 

 

從以上頻譜規劃指配情形可以發現：無線電視數位化過程中，既有類比

頻道與新配數位頻道將在轉換階段持續併用，直到數位電視普及率達 85%收

視戶為止。屆時（預定民國九十五年初，按目前進度各界都認為勢必延後），

各無線電視台至少必須繳回 8 個類比特高頻（VHF）頻道及 4 個類比超高頻

（UHF）頻道。如果歐規（DVB-T）單頻網特性得以發揮，則原指配數位電

視所使用頻道還可能進一步減半；倘若收視不良地區改善收視問題另有適當

對策，繳回頻道總數甚至可能再增加（至多）12 個類比超高頻（UHF）頻道。

整體而言，頻道使用效率提高，未來也將釋出大量特高頻與超高頻無線電波

資源，提供其他符合國際電信聯盟（ITU）所劃定的（類比或數位）訊號傳

輸之用1。 

                                                 
1 我國無線電波頻率（用途）分配表，自民國五十九年起（退出聯合國前夕）即參照遵循「無
線電規則」第三區域頻率分配表編製。根據 ITU一九九二年「世界無線電行政會議」的頻率
分配修正建議（相關規範簡稱為「無線電規則」），我國原指配無線電視業者使用類比特高頻

（VHF）頻段（174-210），也適於固定及行動通訊之用、至於指配數位電視台使用頻段
（530-584）、教育電台（584-608）及改善收視頻段（608-680），也都可以提供固定及行動通
訊之用。依我國所編列無線電波頻率分配表加以檢視，所得結論亦同。當然，倘若原供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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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上述提升無線電波頻率使用效率的政策目標，同時不減損既有無

線節目視訊（電視）傳輸的質與量，訊號系統的選擇及配套技術設備的研發

應用正是其中關鍵所在。我國從 ATSC（美規）系統轉向 DVB-T（歐規）系

統，一方面固然在於多路徑傳輸問題、行動接收效果等純技術性考量之外，

DVB-T 系統發展出符合我國既有電視頻道頻寬要求（主要為 6MHz）的傳輸

標準，也是主管機關基於公有電波資源有效利用政策，樂於配合業者宣示「技

術中立」的重要因素。此外，歐規系統另為衛星（DVB-S）及線纜（DVB-C）

律定數位訊號系統；因此，倘若我國有線電視、直播衛星統一使用歐規系統，

將有利於未來在不同傳輸管道之間進一步推動整合。 

加速無線電視數位化時程、及早釋出多餘無線電波資源，首要目標就在

於跨越普及率門檻（目前訂為 85%）；技術應用面上的相應措施，則為建置

涵蓋週延的數位發射站、普及用戶端數位接收或轉換設備（數位電視、機上

盒等）。在商業應用面上，後者端賴相關設備單價降至（絕大多數）收視戶願

意接受範圍內，以及，數位化節目視訊（頻道）質量提升、對收視戶的吸引

力隨之增加，或者，傳統節目視訊以外其他（加值）通訊服務提供足夠誘因，

促使收視戶加裝或改採數位接收設備（詳見下述）。至於數位發射站的建構進

程，目前國內無線電視業者已經仿照歐洲國家先例分工合作，在台灣西部地

區逐步完成數位發射站建設2，並且計畫以同一模式在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建立數位發射站，試圖透過共用發射站的變通辦法儘早完成數位傳輸網絡，

趕在兩年內完成全區開播的既定政策目標。最近，國內五家無線電視台更在

                                                                                                                                      
電視使用各頻段轉用於固定或行動通訊之用，業者相關發射與接收設備有必要隨之調整，其

間仍有一段過渡時期、技術與設備更動也將導致其營運成本有所變動。 

2 目前主要以高速公路沿線的行動接收相關測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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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建構、共用彼此發射站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共組數位傳輸平台籌備處3。 

關於終端接收設備的技術與產品開發，經濟部與工業技術研究院（電通

所）雖然投入相當研究資源；不過，由於初期仍設定以 ATSC（美規）系統

為基準，開發重心置於高畫質電視（HDTV）與計次付費電視（PPV）相關

技術，交通部（郵電司、電信總局）宣告「技術中立」開放無線電視業者依

其需求選用 DVB-T 系統，畫面規範也在台灣數位電視委員會的建議之下改採

SDTV 之後，以往的研發投資已經無法直接轉用於商業應用階段。所幸，通

訊設備及家電製造業者迅速配合歐規系統需求，另行生產可供未來商業應用

的機上盒、數位電視機與各項條件式接取（CA）設備。問題在於：既有類比

無線電視收視戶是否願意轉換數位設備，有線電視高達八成以上的普及率又

將造成何種影響；至此，數位無線電視能否普及已非純技術或數位接收設備

市場發展問題，更將直接受其節目內容及相關服務的供需變化所影響（類似

觀點：李秀珠等，2001）。 

綜觀我國政府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在通訊基磐整合方面所設定的政策

目標與所投入的（輔導）政策誘因，大致緊追美國與歐洲聯盟等先進國家腳

步、幾近「亦步亦趨」。例如，交通部就透過定期、有條件回收類比頻道（analog 

“switch-off”）的政策手段，順勢奠定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整體政策框架，

間接促使業者加速建構數位發射站、共組數位傳輸平台管理單位。而訊號系

統及時以「技術中立」為名、從 ATSC（美規）系統轉向 DVB-T（歐規）系

統，更顯示政策方向順應科技發展調整的機動與彈性。在此之外，政府相關

委託研究仍不免呼應業者觀點，建議大幅延長無線電視執照期限（先期比照

                                                 
3 粘嫦鈺，「進軍數位電視無線五台心手相連：各台高層赴歐考察有共識將集資三十億成立
『聯合辦公室』」，聯合報，2001. 09. 26. [27]。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152 

有線電視系統定為九年）、限期免除或降低無線電波（包括頻道播送與微波中

繼）使用費與（電視事業）執照費（李秀珠等，2001）。 

比較美國、日本與歐洲（尤其是北歐）各國經驗，超越狹義的「產業政

策」觀點、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其實應該優先把握無

線電波資源公有的基本立場，以適當的政策手段及制度誘因提升地面無線電

波頻率的使用效率，大可不必隨業者的腳步起舞。例如：依數位化進程與政

策配合度採取差異化規費、以漸進方式逐步反映無線電波使用對價，或者，

導入（與其他通訊業者）競標或以合理利潤率、回饋金等模式施予業者制度

誘因，都是可供選擇搭配的政策工具（類似建議也見於：李秀珠等，2001）。

對照美國無線電視台與通訊業者相互爭奪地面無線電波使用權，以及家電製

造業者電台各自為本身市場利益試圖左右訊號系統選定政策，致使 ATSC（美

規）系統與高畫質電視（HDTV）未能及時修正其中錯誤的前車之鑑，「後進」

國家沒有必要重蹈覆轍（Grünwald，2001）。至於執照期限一項，勢必連同「通

訊基磐－傳播內容」執照分離政策及內容相關市場發展情形通盤解析，才能

窺見其問題全貌。 

 

第二節  節目內容與相關服務 

根據文獻分析並且對照歐美各國與日本的發展歷程顯示，無線電視數位

化所帶動的通訊基磐整合發展，勢必連帶重塑節目內容與相關（通訊）服務

市場、改變既有無線電視面貌；反之，數位電視所推廣的節目內容與相關通

訊服務型態，也將影響通訊基磐整合的進程與方向。相關問題，本研究小組

認為：主要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觀察：既有節目視訊（電視頻道）事業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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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型態的營運模式，以及，資訊通訊與傳播相關產業跨業整合趨勢。三

方面議題在我國的共通（現實）結構問題，則在於無線電視事業的產權結構

調整、有線電視等相關產業結構所造成影響、網際網路及數位行動通訊發展

進程，以及，法定「市場進入障礙」、「跨業障礙」、營業規章監督、費率管制

與各項產業活動規範等問題。 

傳統無線電視產業固然縱跨訊號傳輸與節目製播兩部分，前者卻被視為

完成後者所必需的手段，在以廣告為主的節目營運模式之下，其實並未充分

反映其所利用無線電波頻率應有的價值。以我國目前分別由新聞局及交通部

向無線電視業者所徵收的電視事業執照費（執照以兩年為期，每家業者繳交

1060 萬元）、頻道播送執照（每年每家業者繳交 1200 萬元）與微波中繼執照

（含發射台執照等費用，每年每家業者約 1000 萬元），雖然無線電視業者普

遍認為過高（李秀珠等，2001）；對照頻寬 10~40MHz 的第三代行動通信業

務（3G），即使交通部考量景氣因素從低訂價，15 年為期的特許執照公告底

價也還在 42~76 億元新台幣之間，無線電視業者使用無線電波資源所繳交對

價明顯較低。進一步比較其計價基準，則 3G 執照底價以預估營業額 2%加成

1.5 倍計算，亦即，指配供 3G 之用的五個無線電波頻譜預計將在未來十五年

內帶來 1 兆 1,147 億元的通訊業務營收。反之，倘若以民國八十九年四家無

線電視廣告營收推估，則其所使用的 8 個 VHF 頻道與多個 UHF 頻道（改善

收視）在十五年間也只能產生兩千餘億元商業營收。 

從以上簡單的推估中可以發現：無論就無線電波頻率使用對價或營運績

效而言，現行無線電視業者都未能充分發揮地面無線電波資源應有的使用效

率；純以商業邏輯顯然難以合理解釋無線三台為何得以多年獨占或寡占經

營，民視又為何能以相對低廉的無線電波頻率使用費進入寡占市場。相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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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盛行於歐洲各國與日本的公共電視體制，卻能以其公共服務宗旨清楚交

待「社會價值」的正當性基礎所在（鄭瑞城，1993）。因此，無線電視的數位

化發展並未解消我國「黨政軍」操控廣電媒體的歷史問題（王振寰，1993）；

透過「通訊基磐－傳播內容」雙元架構的觀察角度，將更加凸顯「電波公有」

精神除了表現在技術層面上使大多數民眾得以收視的「電台⋯普遍均衡」（廣

播電視法第八條，並請比較公共電視法第十二條規定）之外，另有「近用」、

共享、獨立、公正、均衡、照顧弱勢等公共任務內涵（參照公共電視法第一

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四條以下各條規定）。 

對於「公共義務」的理解方式，國內相關研究仍不免受業者觀點影響，

認為不（直接）收費、高於現有畫面規格、透過現有副載波及分隔畫面技術

即可提供的視聽障服務，甚至，繳交高於目前無線電波頻率使用費等「公益」

要求即可予以概括（李秀珠等，2001）。其實，論者所謂「免費頻道」仍是業

者收取廣告利潤的管道，而所謂「回饋金」不過是合理反映無線電波使用對

價的有限度調整。至於「公共化」內涵，除了主管機關特別委託進行的研究

加以廣泛探討之外（翁秀琪等，2001），其他委託研究則大多未曾深論（李秀

珠，2001）。其實，「公共化」議題可以分別從「電波公有」、「產權公共化」

與「公共服務（內容）」等不同面向切入；其中又以「產權公共化」最直接針

對我國無線電視體制多年「官控商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同時避免官股釋

出所衍生的私集團壟斷、化解未來無線電視產業（無論數位化是否成功）萎

縮衰敗的潛在危機（馮建三、景崇剛，2000）。 

另一方面，純就無線電視產業相關市場發展趨勢而言，無線電視廣告營

收總額自民國八十七年起就持續萎縮，各商業電視台的收視率也在面對眾多

有線電視頻道的競爭時欲振乏力；近年來更因廣告收入銳減、人事成本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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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造成三台本業虧損、業外收入比重逐年增加的發展困境（第二章）。在

主管機關加速推動數位化的壓力之下，各台之間儘管存在愈來愈激烈的競爭

關係，仍不免基於成本考量合作建構數位發射站、自行合組數位傳輸平台管

理機構，藉以節撙個別電台的龐大設備開支。此舉也促使我國無線電視在邁

向數位化的同時，漸次浮現「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的雙元結構。

在本業萎雖、開拓新市場充滿不確定因素，而網路電視及 3G 寬頻多媒體服

務等新興產業又來勢洶洶的艱苦挑戰下，業者私下進行合併、跨業整合或發

展（異業）策略聯盟以求生存發展，也將是大勢所趨4。 

數位傳輸平台在技術上可供多種傳統節目視訊以外的其他通訊服務利

用，配合應用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技術之後，更可以提供各種付

費的 data broadcasting 服務；此外，透過固網或行動通信業者所提供的回傳鏈

路，還可以突破單向傳輸的限制、發展雙向互動的各種通訊服務。因此，各

無線電視台共組新的事業單位經營數位傳輸平台，實則無異成立新的通訊基

磐（電信）事業；尤其，我國數位電視畫面規範暫緩 HDTV 而先採取 SDTV，

各無線電視台在播放原有節目頻道之後仍有相當的剩餘頻寬可供利用。依目

前收費頻道及廣告市場發展趨勢，個別無線電視台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多頻道

電視；倘若集合五家電視台剩餘頻寬統籌運用，也足以發展出相當於寬頻行

動通信的營運規模（第三章）。即使無線電視台放棄藉此跨入寬頻通信業務的

機會，依舊可以共組多頻道數位電視家族，爭取有線電視所不及的二成左右

收視戶、並且保有小部分傳統電視廣告市場（李秀珠等，2001）。在後者的情

形下，數位傳輸平台將扮演類似有線電視系統的配送角色，嚴格而言，也與

                                                 
4 張文輝，「一開門就賠錢歹年冬怎麼過？老三台、新四台合併之議浮上台面」，聯合報，
2001.10. 2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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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節目頻道的內容提供者不同。總而言之，「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

工的市場架構，業已逐漸成形。 

在「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的市場架構下，通訊基磐業者將有

如固網或行動通信業者，既是彼此爭奪「網路經濟（economy of network）」

效益的通路業者、又是典型公用事業：其「沉降成本（sunk cost）」高、外部

效益龐大，如果在初期的激烈競爭中未遭淘汰，往往有演變成壟斷性企業的

潛力。對於此類事業，各國政府通常以事前的特許規範及事後的獨占監督進

行高度管制，其特許執照期限也就比較長。反之，傳播內容製播業者並無類

似特性，只因邊際成本幾近於零而有規模經濟效益，市場競爭之際不免迎合

多數或主流品味；在頻道眾多的激烈競爭環境下，個別業者仍有另覓目標收

視族群、奠定各自營運利基（niche），從而間接促成內容多樣化的發展可能

性。因此，各國政府對於後者，大致以總體供需結構均衡多元為其目標，在

市場上業者較少時採取高密度管制、督促個別業者提供均衡多元內容，在市

場上眾多業者競爭激烈時改採低度管制、規範重心移置反壟斷等市場秩序的

維護之上。歐洲各國由於既有公共電視節目均衡多元，既可彌補商業電視之

不足、又能引導商業電視從事良性競爭，政府另設內容干預機制與管制措施

的必要性因而隨之大幅降低。 

我國由於有線電視普及率高、有線系統產權集中化趨勢顯著，電視頻道

送達收視戶的通路不免有遭壟斷之虞。因此，關於有線電視系統必載（must 

carry）無線電視節目的法律規範（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不乏要求延伸適用於數位化無線電視節目的呼籲；各項規範內涵，則大

抵仿照美國聯邦法令既有規定（李秀珠等，2001）。本研究小組認為：唯有正

視系統業者提供寬頻通路的特質，納入整體通信服務事業之中加以規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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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包括系統業者在內的所有通訊基磐經營者納入電信法架構下統籌規

範，既不得對於個別頻道業者或收視戶「拒絕電信之接受與傳遞」（參照電信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還必須「公平提供服務」「不得為差別處理」（同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充分還原其搭建頻道節目通向收視戶所需橋樑的公用事業角

色。才能徹底根絕有線電視市場的各種頻道爭議問題（石世豪等，2000）。 

此外，根據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所提供資料顯示：該小

組與工研院等政府及業界合作，共同推廣數位內容及各種載體如 DVD、

SDM、DSC/DVC、Photo Printer、PTV/PDP 等相關產品，並且促請行政院 NICI

小組協調各部會擬定因應方案以建構產業發展環境；至於具體辦法或政策內

涵為何，迄今仍未見任何明確界定。在系列策略會議中，家電製造廠商（如

大同公司）、通訊業者（如東森多媒體）、軟硬體及數位內容業者（如太極影

音、春水堂、惠聚多媒體等）與無線電視業者（如台視公司）、電影工作者（導

演與演藝人員）共聚一堂，逐漸形成「digital content 是帶動數位電視普及化

的主要因素」的共識。該小組援引日本政府投注高額資金、樂觀預期數位電

視未來經濟效益的前例，認為我國政府亦應比照辦理、爭取類似的數位產業

利益；雖然，該小組已認為我國 DVB-T 全區開播時程將延至九十一年底、數

位電視 85%普及門檻也將遲至民國一百年才能跨越。 

綜觀政府推動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在節目內容與相關通訊服務方面所

設定的政策目標與所投入的（輔導）政策誘因，遠不如歐洲聯盟或北歐各國

積極；相較於日本已有放送協會（NHK）提供普及而高品質的視訊服務，我

國公共電視相關服務的質與量也明顯不足；甚至比起影視產業支配全球的美

國，國內各項產業管制與競爭規範都尚未健全，以致「黨政軍」操控廣電媒

體的舊問題尚未解決，私人集團壟斷影視媒體通路的新困擾已然成形（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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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999）。所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數位化之後的我國節目視訊及相

關（通訊）服務市場，確實有必要補強各項「先進」法律規範。 

 

第三節  普及服務與通路近用 

關於無線電視在傳輸技術上的（節目訊號）普及問題，現行廣播電視法

第八條規定：「電臺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針對特殊電台，

同法第九條則規定：「為闡揚國策，配合教育要求，提高文化水準，播放空中

教學與辦理國際廣播需要，應保留適當之電波頻率」。至於主管機關為改善收

視不良地區收視問題，額外指配特高頻頻道的現行電波管理辦法，則實際促

成全國各地民眾普遍得享節目視訊服務。在公共電視法上，上述技術普及的

概念則又更進一步、直接以法律明文規定予以確認：「公視基金會於技術及經

費許可範圍內，應提供國內各地區觀眾完整與相同品質之電臺收視機會」（公

共電視法第十二條規定）。 

然而，無線電視台應普設數位發設站、轉換期間內應提供類比與數位兩

套訊號等公共責任，目前只是由無線電波管理機關依其職權所訂，並未見於

任何法律明文規定、也欠缺有效強制執行或權利救濟管道；倘若發生數位發

射站未能依預定期限完成前改用數位接收設備，或者，在轉換期間屆滿後仍

繼續沿用類比接收設備者，都將成為純粹技術障礙之外的普及服務死角。此

外，未來數位無線電視可能採用的條件式接取技術，又將使部分雖然可以收

到節目訊號，卻因其他技術障礙或未依業者要求訂購條件式接取服務者，無

法透過其機上盒、智慧卡等設備解碼收視。由於未來數位無線電視採取「通

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之後，傳輸平台經營者在節目視訊（頻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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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通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大致與有線電視系統相當。另一方面，有線電視系

統依法排除所謂「私接戶」（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甚至透

過「定址解碼」技術實施「分級付費」，其實正與數位無線電視的條件式接取

概念相當。因此，有線電視產業既有發展經驗及其法律規範架構，對於數位

無線電視相關議題也頗有參考借鏡的價值5。 

例如，對於以上普及死角問題，類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系

統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該地區民眾請求付費視、聽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民眾經由有線電視收視無線電視時，地方主管

機關得提請審議委員會決議以其他方式提供收視無線電視」，未來也可以調整

納入數位無線電視的法律規範之中6。此外，依歷來「普及服務」均包括「以

合理價格取得必需服務」的觀點而言，則定型化契約或營業規章、頻道分級

與費率管制等相關法律規範，也有必要循有線廣播電視法或電信有關規定訂

立明文依據，以免發生類似有線電視「斷訊」或不當收費等其他問題。 

此外，比較英國推廣數位電視的實際成效，也可以從中獲取不少經驗。

2001年 3月，MORI公司接受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委託，針對 15歲以上、共 1,918位成人、在英國 190個地

方進行有關數位電視收視行為調查。結果顯示：30%「現有的」及 25%「有

希望的」數位電視觀眾之中，仍以「收看到更多類型的節目與更多的頻道」

                                                 
5 根據新聞局前任局長鍾琴赴立法院說明「有線電視定址鎖碼與電視分級制度」資料，關於
收視戶裝設定址解碼器，新聞局規劃「買斷」、「租用」、「借用」及「自備」等四種方式，供

消費者選擇；該局並規劃未來定址解碼盒普及到相當程度，而且民眾對電視節目分級已有認

識後，即著手推動「分級付費制度」。 
6 行政院於八十九年出送立法院審議的「無線廣播電視法」草案，其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即有
類似規定：「服務區域內收視有障礙時，電視事業應負責改善」；至於其改善辦法，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則由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其實際成效如何難以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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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占選答者中的 38%、29%）為其接納數位電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對於「有可能的」和「沒有希望的」觀眾而言，目前不願意或延遲接納數位

電視的原因，主要是看不到擁有數位電視的必要性、對現有的電視機都很滿

意，也不願意為數位電視服務額外支付成本，對於數位電視也比較不瞭解。

由此可見，節目或服務內容、相關設備價格或收視費用等問題，也都會造成

數位電視普及上的限制或障礙；針對數位電視相關服務做適當的推廣與介

紹，則有利於化解民眾的不信任態度。 

關於無線廣播電視的「近用」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

早在民國八十三年揭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

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

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

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然而，迄至目前為止，

廣播電視法除修正一條罰則（第四十四條）規定之外，行政院與立法委員連

署提出幾次修正草案都未能完成審議，因此也就未能將「對電波頻率之使用

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

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等憲法意旨落實於法律制度之中。 

落實大法官「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釋憲精神的具體

法律規定，主要是公共電視法；該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全體，

其經營應獨立自主，不受干涉，並遵守下列之原則：一、完整提供資訊，公

平服務公眾，不以營利為目的。二、提供公眾適當使用電臺之機會，尤應保

障弱勢團體之權益」。至於同法第四十三條：「對於電臺之報導，利害關係人

認有錯誤者，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得請求更正。電臺應於接到請求後十日

內，在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或為更正而特設之節目中，加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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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以及第四十五條：「電

臺之評論涉及個人、機關或團體致損害其權益者，被評論者得請求給予相當

之答辯機會」，其實衍生自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等法律規定，

並未擴充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理由書中原已指明的既有法律制度。 

此外，公共電視法第四十五條：「公職競選活動期間，電臺之報導或評論

涉及特定之候選人或政黨者，該候選人或政黨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更正或提

供答辯機會時，電臺應於接到請求後即時予以更正或提供適當之答辯機會；

必要時，答辯得以書面為之」，也可以視為選舉規範的特殊延伸規定（比較：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反之，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電臺應設圖書館，長期蒐集及保存優良節目帶，供公眾閱覽」，則

是公共電視法在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規定之外，另一項具體展現「公共

電視屬於國民全體」精神的法律規範。對照美國、日本及歐洲各國發展經驗，

以上公共電視法相關規定基本上仍能適用於數位化以後的公共電視；參照大

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意旨，大部分規定也都應該比照適用於其他廣播電

視事業之上。 

類似關於「近用」廣電媒體的成文法律依據，也可以在有線廣播電視法

裡找到：依該法第二十五條所規定，審議委員會許可申設有線電視系統的積

極要件中，包括「二、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

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者」與「三、提供之服務及自製節目

符合當地民眾利益及需求者」兩項與「近用」及公共服務有關者。雖然，有

線電視系統營運執照長達九年（同法第三十五條），業者一旦獲得許可之後、

換照之前未必始終遵守配合該條規定所擬訂的營運計畫（除同法第三十六條

規定每三年評鑑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之外，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並無罰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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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該條在修正前的「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舊版本明文規定「必須

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者」，現

行版本固然更有執法彈性，卻也留下更多可能引發爭議的模糊空間。 

有鑑於五家無線電視台合作建構數位發射站、共同籌組數位傳輸平台經

營者，在推動技術上的普及服務方面積極投入，主管機關委託研究報告建議

電台傳輸執照與電視事業執照分離之後，傳輸執照仍限於既有電視台業者申

請，未來再視情況開放（李秀珠等，2001）。倘若依此建議排除傳輸執照另行

核發其他競爭者的可能性，則類似有線廣播電視法將「近用」要求附加於許

可條件的規定勢必無所附麗。本研究小組認：為提高無線電波資源使用效率

更應優先於保障業者既有利益，未來「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架構

成形後，以無線電波使用權為其基礎的傳輸執照理應回歸電信法規範，依照

電信自由化政策基本精神自然必須開放所有合格者競標。當然，關於數位無

線電視節目視訊的普及與提供「近用」等公共服務，因此也就應該訂為傳輸

執照的申請條件、甚至強化為業者的法定義務。如此，則數位化轉換初期五

家無線電視台以其既有設備優勢，實際上並無其他競爭者能在短期內跨越申

設門檻，更無必要明文排除參與競標傳輸執照；既有業者在新進者後來居上

的競爭壓力下，也能強化其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與經營效率的誘因。 

此外，現行廣播電視法第七條規定：「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時，政

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得由主管機關通知電臺停止播送，指定轉播

特定節目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未來在數位化傳輸技術支援下，此項規定將

更能充分發揮其告知及守望等傳播功能，藉以支援內政部或消防署「災害防

護」推展公共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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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管機關與公共監督機制 

關於我國未來資訊通訊及傳播主管機關的建制，交通部電信總局指出：

「由於科技發展快速，使得電信與廣播間之界線逐漸模糊⋯⋯揆諸我國現行

電信、資訊、傳播仍分由不同機關主管，導致事權不統一；因此，為因應資

訊化社會之發展，學術界與民意機關迭次反映，亟需成立單一之新管理機構，

以統籌電信、資訊及傳播之政策研訂與相關監理事項，期能保障各事業體得

以公平競爭，並藉政策導引產業，使我國相關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優勢」。「為

因應此一電信、資訊及傳播整合之發展趨勢，並配合現階段政府組織再造計

畫，爰依據八十七年四月二日行政院第二五七二次院會指示暨八十九年十二

月十八日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召開『研討「成立電信

資訊傳播委員會（TIBC）」事宜』會議決議，由『電信資訊傳播協調工作小

組』就電信資訊傳播整合機關規劃小組之組織架構進行研商」7（以上相關資

料 ， 引 自 交 通 部 電 信 總 局 網 頁 ：

http://www.dgt.gov.tw/chinese/Tibc/tibc-1.shtml）。 

「經衡酌該規劃小組未來推動整合之業務涵蓋電信、資訊及傳播等不同

專業領域，其組織成員將包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

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經濟部、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及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等單位。並由交通部次長及新聞局副局長擔任召集人，電信總

局局長擔任執行長⋯⋯規劃小組之相關工作約略可分為『策略規劃』、『完成

                                                 
7 在「政府再造」方案有關行政院所屬機關調整方案的影響下，相關問題的最新發展與評論，
參閱：石世豪，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獨立最重要位階猶在其次，中國時報 2002.01.08，第十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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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藍圖』、『完備法制作業』、『研擬執行計畫』、『落實整併作業並使新機構

正式運作』等階段性工作。預計將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底前完成電信資訊傳

播整合機關之組織藍圖，九十一年十二月底完成相關草案報行政院。有關總

時程則將視規劃小組之運作及立法之進度而定」（資料來源：同前）。該局現

已委託法律事務所研擬相關組織建構事宜，並已於九十年十月中邀集相關業

者與專家召開第一次座談會。 

整體而言，未來傳播媒體管理機制將面臨電信（通訊基磐）、資訊（電

腦網路）與傳播（電子媒體）相關產業加速整合的發展趨勢，科技、產業、

競爭、消費、安全、文化等相關政策涉及層面甚廣，其任務及功能勢必隨之

高度分工而多樣化；因此，無論如何簡併行政組織、統合管理監督權限，行

政組織型態與管理監督權限分配等各方面均難以徹底「單一化」（Mitshell，

1997）。在管理機制終究維持相當程度多元性的情況下，通觀各國改造傳播媒

體管理機制的既有經驗可以發現：首先，掌管特定管理權限的行政機關之間，

以及參與監督的準官方機構與「主管機關」之間的健全互動機制不可或缺（鍾

蔚文等，1989：136；Robillard，1995：287-288；石世豪，1998b：147-149；

石世豪等，1999）。其次，多重管理監督規範之間搭配運用與法制調和等問題，

將成為未來整體政策規劃上的重點所在（施俊吉等，2000a：83-84）。 

其實，設置「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尚不足以概括全部電信、資訊及傳

播媒體有關職掌與管理功能，在傳播媒體內容管制及資訊電子相關產業輔

導、技術創新部分，尤其如此（石世豪等，1999：82-88；劉靜怡，2000）。

例如，無線電視數位化過程中大量投入研發資源、提供訊號系統與終端設備

有關建議者，主要為經濟部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因此，究竟納入「電信資訊

傳播委員會」所主管的事務為何、管制目標何在，以及，應賦予何種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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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何種程序加以執行，才是配合規劃行政組織型式的關鍵議題；就此，國

內相關文獻普遍指向通訊基磐產業的監督與管理、重要傳播資源的公平分

配，以及，就相關產業內的競爭秩序及消費者保護等事項，由不被業者「俘

虜」（超然）、不受政治過度干預（獨立）並且富有專業素養的委員會，與公

平交易委員會共同擔當「遊戲規則」維護者的角色（陳光禎等，1998；石世

豪等，1999：82-88；劉靜怡，2000）。 

至於備受各界詬病的傳播媒體「內容」表現方面，解嚴之後，新聞局取

締廣播電視節目或廣告內容違法案件不在少數（趙怡，2000：20，42，74），

而社會各界對於主管機關執法表現依舊不滿8。凡此，均說明政府不可能完全

自內容管制事務退出；應對之道，毋寧是從舊有「行政」管制模式，透過通

盤立法規劃，轉型為導入公共監督的「社會模式」（石世豪，1998b：147-149）。

根據「社會分權」思想在行政組織法上的基本建構原理，政府固然不必自行

設立各種機關直接介入公共事務；但是，關於社會團體參與公共監督所需的

法律架構、資訊及各項制度基磐，各級政府行政及立法機關確實責無旁貸（黃

錦堂，1998：342-345）。行政院前此所推動的「政府組織再造」方案之中，

也反覆強調「對政府角色的觀念應該調整⋯協調民間企業、第三部門（即非

營利組織）來參與。一方面有效運用民間的資源，一方面讓民間有參與感，

提升公民意識」（魏啟林，2000：77）。具體就傳播媒體內容管制事務而言，

委託民間社團組織監督執行不但符合精簡行政機關、提昇效率等目標，同時

                                                 
8 例如：媒體觀察基金會、媽媽監督媒體聯盟、兒童福利聯盟、以及「全民監督媒體聯盟」、
「媒體共ㄍㄨㄢ聯盟」等公益組織，一再指出電視媒體內容表現不當的問題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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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避免政府介入言論管制的各種不當影響（石世豪等，1999：45）9。 

 

第五節  法制通盤規劃 

廣播電視法制定於民國六十五年，歷經七十一年、八十二年及八十八年

三次修正。第一次修正，主要在於增定取締「第四台」、「地下電台」及規範

「節目供應事業」的法律明文依據；第二次修正，則刪除所謂「國語條款」。

至於第三次修正，僅配合刑法修正、修改第四十四條罰則有關「妨害風化」

規定；行政院原已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通過「無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同月十九日送立法院審議，大幅修改增訂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設立審議、營運

管理各項規範，並明文准許廣播電視事業經營收費頻道。由於該項修正草案

已由行政院撤回，第五屆立法委員亦於九十年底完成改選，新任委員將於九

十一年二月一日正式就職，而第四屆委員任期內所餘會期有限、排入議程的

法案又以我國家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直接相關者為主，廣播電視法修正

審議活動因而隨之回歸原點。 

整體而言，現行廣播電視法不但對於從事廣播電視相關活動的主體，分

別就播送設備與節目製播兩方面，訂定設立許可規範10；關於電波頻率分配

及其轉讓限制、股權轉讓、盈餘提撥、節目內容與廣告規範等與廣播電視市

                                                 
9 關於我國是否有所謂「民間」或「公民社會」，以及其形成與發展困境等問題的討論，參
閱時報基金會（2000），《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 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主張（下）》，
「公民社會的成長：資源與限制」專題，尤其，陳忠信報告文「台灣社會傳統與現代因素的

競賽：公民社會出現了嗎？」及邱坤良、顧忠華等回應文。 

10參照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以及第十五條規定。 



第五章  我國無線電視邁向數位化發展的重新定位 

 167

場結構，以及電台營運直接有關的事項，均設有細密的管制規定11。如此令

政府高度介入的立法型態，實則深受該法之中所設定的廣播電視政策，以及

所謂「電波頻率公（／國）有」的原則所影響。 

關於歷來廣播電視相關法制體系紊亂的問題，主管機關新聞局早在民國

八十四年間即已委託專家完成「電子媒介基本法專題研究計畫報告」，建議統

籌管理機制、強化審議委員會等主管機關組織調整方案，以多元化傳播政策、

保障特定族群、分配媒體資源，並且據以修訂現行法令12。基於「為目前零

星立法⋯找出共通之管理規則，以期建立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則⋯規劃⋯設

置廣播電視委員會為媒體管理機構、跨媒體所有權之限制、特定時間或爭議

性事件使用媒體之原則、特定族群使用媒體保障措施、城鄉差距媒介資源之

使用、節目供應之管理原則」等考量，新聞局也曾邀集傳播學者多人及法學

者召開多次會議，擬訂「廣播電視基本通則」草案計十四條條文（趙怡，2000: 

139-142）13。 

通觀「廣播電視基本通則」所試圖規範的管制事務，雖然大體涵蓋（西

方）民主國家傳播媒體法制內的重要規範目標；對於我國廣播電視體制多年

扭曲發展的既定事實，卻未能充分回應、更無適當矯治措施。例如，新聞局

所謂「廣播電視法修正案，擬將現行法規名稱修正為『無線廣播電視法』，故

原所包括之有線、無線與節目供應事業等，已缺乏共通適用之原則，實有必

                                                 

11參照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以及第十六條至第三十五條

規定。 

12 八十四年四月完成，計畫主持人為熊杰。 

13 關於此項草案研擬過程的官方說明，八十六年與八十九年「廣播電視白皮書」之間，除後
者補述「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之外，絕大部分完全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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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一通則，以串連各法體系」（趙怡，2000: 139），根本倒果為因，忽視

主管機關援引廣播電視法取締「第四台」、全盤否定「新」科技應有新規範的

歷史事實（林子儀，1997）14。 

再就管制法律體系而言，廣播電視法制定於民國六十五年，經七十一年

（針對「地下電台」）、八十二年（針對「語文限制」）與八十八年（配合刑法

修正）幾次小幅修正，至今依舊具備規範「有線、無線」電台（第二條）及

「電波頻率⋯規劃支配」（第四條）、「節目供應事業⋯管理事項」（第二十九

條之一）的（跨媒體）「通則」效力。執法偏差與黨政掛勾等戒嚴時期以來各

項廣播電視管制上的弊端（鄭瑞城，1993；王振寰，1993；林子儀、劉靜怡，

1993），幾已掏空廣播電視法上「電台應⋯普遍均衡」（第八條）、「提撥⋯提

高廣播電視事業水準及發展公共電視之基金」（第十四條之一）等條的立法精

神。所謂「廣播電視基本通則」雖然標舉出不同於廣播電視法第一條規定 － 

早已與時代脫節 － 的立法目標，然而，對於多年來法律條文未能落實於管

制實務（石世豪，1999b），尤其，自民國八十二年為開放有線電視即不斷割

裂立法、造成（地表）無線、有線與衛星三種不同管道所播送廣播電視節目

適用寬嚴不一的管制標準15，種種未能真正「通盤」檢討整併立法所衍生的

「管制失靈」問題，始終未予正視。 

類似所謂「廣播電視基本通則」的立法建議，則是試圖補救出版法匆促

廢止引發報業頓失行政監督的各種問題（例如，「更正」、「答辯」與出版品郵

資及稅捐優惠、送交圖書館典藏等均失其法律依據）、統合平面與電子媒體共

                                                 
14 例如：行政法院 80判 1378號判決「有線音樂」案。 

15 關於個別立法在「結構」管制上的異同，詳請參閱：石世豪等（2000）；關於「內容」管
制上的異同，參閱：石世豪（19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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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制規範架構（例如，防止黨政軍介入經營）的「傳播基本法」草案。就

宣示意義遠多於法律規範實效一點，「傳播基本法」基本上與所謂「廣播電視

基本通則」相去不遠；至於出版法廢止後衍生報業可能脫逸於媒體（應有）

規範框架的相關問題，「內容」方面有賴導入公共監督機制、「結構」方面則

必須回歸市場競爭規範，藉以補強報業「自律」仍有所不足的現實缺憾（石

世豪，1998a；石世豪，1998b）。 

至於「傳播媒體相關產業」進行「解除管制」或「自由化」所迫切需要

的替代法律體系，主要是促進市場開放及維持（公平）交易秩序的競爭規範

（蔡兆陽，1997；Melody，1997a）。關於個別管制法律與競爭規範之間有效

搭配、相互調和，無論在傳播領域或電信資訊產業內，均將成為未來立法與

執行上的重要課題（Melody，1997b；石世豪，1996；江耀國，1999；施俊

吉等，2000a；施俊吉等，2000b；劉靜怡，2000）。例如，適當調整管轄權劃

分與行政程序等涉及主管機關之間分工合作方式有關規範16，即有助於消弭

個別管制措施之間、及其與競爭秩序之間的潛在衝突（石世豪等，1999；施

俊吉等，2000b）。 

就法律規範的執行及救濟機制而言，管制法律、競爭規範與「一般法律」

除經由當事人間自動遵守、自行配合落實規範目標之外，仍需仰賴行政或司

法機關介入，才能貫徹法律規範所應有的拘束或強制作用。另一方面，市場

競爭者之間（競爭）、產銷上下游及事業與消費者之間（交易）、專業工作者

與事業負責人之間（勞動條件及「內部新聞自由」），以及，社會團體或行政

機關介入管制之際所可能發生的各項爭議，也都必需透過適當的裁判或其他

                                                 
16 例如：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第四十六條，以及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九條等規
定。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170 

糾紛處理機制予以排解17。因此，主管機關之間的權限劃分、行政程序、調

查與執行18、申報及資訊公開19，以及（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訴願、仲

裁、調解、調處20等（機關）組織與程序規範，都應該儘可能相互搭配、整

體協調，藉以減少不必要的規範競合與矛盾效果；相關執行與救濟機制的實

際運作成效，則有賴「上游」立法階段先將法律規範體系化，並且適當規劃

各項資源與配套措施（蘇永欽，1998）。 

 

附論  無線電視產權結構與數位化的關聯 

『⋯簡單來說，無線電視數位化是一條漫長的未定之路；最先進的英國，

締造數位電視機擁有率世界之冠，日前其廣播部長評估，數位化全面開播的

時程最快也要到 2010年！其中進展上最大的阻礙就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

的問題：究竟是先有數位電視機普及，才能帶動業者製作數位電視節目；亦

或先有數位電視節目製作之投資，然後才能誘使消費者購買電視帶動普及？ 

如果要商業電視台推動數位化，必須先要有收視戶存在，因為私營資本

強調獲利，沒有足夠閱聽人，就沒有高收視率，相對著廣告市場也不存在。

                                                 
17 從比較法制可以發現：無論以行政管制、「一般法律」規範或開放公眾參與，各類涉及人
民自由權利的強制手段與相關爭議，各國均有提供適當的司法救濟措施者（石世豪，1998b）。 

18 前者例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三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七條等規定，後者則有如：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六十條、第六十六條及第七十一條，以及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等規定。 

19 例如：有線廣播電視法二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一條，以及公共電視法第三十二至
第三十五條等規定。 

20 例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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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數位電視的消費市場沒有蓬勃起來，商業電視台不會冒險投資數位電

視節目製作；然而從消費者立場而言，動輒新台幣五萬元以上的數位電視機，

或以四千到一萬二不等級的價錢購買解碼盒，搭配現有的電視機來接收數位

電視，必要有一定的誘因才會行動；研究顯示，看電視享受娛樂、知識、藝

術仍是觀眾的最愛，如何使他們感受到數位電視節目的附加價值，各民主先

進國家無不絞盡腦汁尋求新的經營模式。 

在商業電視台無意打先鋒的前提下，各國都是以不計短期獲利的公共電

視作為產業研發的先鋒：在有線電視普及率較低的國家，如英國、澳大利亞、

瑞典，其公共電視推出多頻道的節目策略，如新增 24小時新聞、教育知識、

地方文化等頻道；在有線電視較普及的國家，如芬蘭、丹麥、荷蘭與德國，

則推出互動娛樂電視、移動與可攜式接收、資料數據廣播等服務。反而單以

高畫質技術取勝的美國與日本數位衛星服務，在節目品質沒有大幅改進下，

發展都不如預期⋯』 

引自：程宗明（2002），〈無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再談公共化？〉 

就本研究報告第四章所整理各國發展數位無線電視的經驗對照看來，以

上論述已經大致歸結出無線電視產權結構與數位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本研

究小組提出期末報告時，參與座談的機構代表與學者專家踴躍發言、提出數

位電視所應提供各項公共服務項目，並且反覆強調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

的重要性等；然而，具體檢視我國無線電視產業營運現況，卻又難於覓得適

當的任務承擔主體以推動相關發展。其間，台灣數位電視委員會及工研院電

通所與會人員即指出：「數位電視的推動應從政策、商業與技術等方面加以綜

合考量，也需要長久性的機構作為推手，建議研究小組探討此機構成立之可

能性與可行性，參考日本 NHK和英國 BBC所扮演的角色。我國公共電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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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並加強功能，結合其他研究機構，成為將來整體數位電視的發展的推動

機構」（引自「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期末報告學者專家座談會

紀錄，第三頁）。 

反觀國內現況：我國公共電視不僅每年預算不及 NHK 與 BBC 百分之

一，收視方面，不但無線頻道被定在一般家庭難以接收的特高頻（UHF），有

線頻道也備受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頻頻調動之苦；僅管近年來以所製作節目在

國內外獲得不少獎項，收視率卻至今無法顯著提升。因此，除具體落實廣播

電視法第十四條之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以商業無線

電視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營收挹注公共電視之外（面對無線電視本業收入日

益枯竭、有線電視提撥金額有限的現實限制，此項法定提撥制度的實際作用

正不斷消失之中），政府倘若無法有效增加捐贈公共電視預算、改善其收視頻

道問題，就必須另循整體產業結構調整管道謀求對策。 

另一方面，在新聞局所委託關於我國無線電視產權結構的學者研究報告

中，曾以五家無線電視台現況為準、推估產權結構不變時的數位電視營運模

式如下（引自：翁秀琪等，2001）： 

「1.電視台可以獲得完整的數位頻譜，並加以規畫，部份播出標準畫質

電視（SDTV）、部份用來作為數據廣播（data-broadcasting），與其他電訊產

業策略結盟經營；或者全部規畫用來播出高畫質與附加價值服務。如行政院

院會曾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提出『無線廣播電視法』，該法新增第四條款規

定所開創的空間就是此種經營型態。 

2.電視產業可以將多餘頻道，直接出租給其他同業或資訊傳播事業使

用，如前述修正案中第五條的訂定精神，使無線電視頻譜依照電信法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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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規定管理，然而以上兩項經營皆需付出使用費。 

3.除電視產業獲得可經營之頻譜外，多餘頻寬重新分配給新進業者申請

經營，或現有業者無法經營下去時也一併適用；然而相關配套法規也需考量，

目前已有的研議有以下數項： 

a. 新進業者進入的時機，應考量現有無線電視業者經營之穩定性，讓其擁有

適度的保護期，而非一開始就讓其面臨慘烈之競爭； 

b. 分配方式採取審議制或招標制，至今未有定論；唯獨使用招標方式拍賣，

由於涉及改變目前無線廣播電視「公共利益受託人」管制模式（Public Trustee 

Model）——所謂逐年換照審議程序，至今未有定論，因此即或拍賣也以電

信頻譜名義發照而非電視節目頻譜名義； 

c. 況且能夠考量多餘頻譜重新分配之國家，都是在現有無線電視產業使用之

外，尚有資源分配的前提下；非如我國官方現有研議，要在無線電視台預

定使用的頻譜中進行徵收再分配，所以應慎思我國是否有重新分配（切割）

之空間； 

d. 如真有多餘頻寬可重新分配，應制定優先給予非營利與弱勢族群使用

的原則。』 

針對新聞局一度聲稱「數位科技演進，三家無線電視台可以經壓縮增加

頻道數到十八個⋯新增頻道由政府加以特許分配或指定發展為公共電視頻

道」，並據以質疑進一步推動公共化的必要性，該研究則提出「1. 電視台可

能利用多餘頻寬進行電信附加價值業務，來資助其本業節目生產的投資，而

不是繼續擴充節目頻道；2. 即或用來播出節目，也以付費節目型態來運作，

充分利用條件式接取機制，來創造附加價值；3. 一方面國家不會允諾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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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預算給公共電視；一方面又希望公共電視能運用數位科技開發新財源，以

減輕國庫負擔；如果還寄望公共電視利用多餘頻寬，製播節目增加成本，此

一思維恐怕有欠務實」等論據予以駁斥，指其為「技術導向之迷思，以致誤

認公共頻道可以無窮擴張，使公共服務臻於健全」（翁秀琪等，2001）。 

該研究進一步整理、比較美、日及歐洲等國經驗後發現：礙於私營電視

業者短期獲利考量及未來市場不確定等因素，各國政府如不提供強而有力的

政策誘因（包括高密度的監督及厚賞重罰等措施），勢必難以在數位電視加速

普及、公有電波資源有效利用與各項公共服務獲得保證等目標之間取得平

衡。上述結論，與本研究發現及期末報告座談會中學者專家所交換意見，不

謀而合。 

有鑑於私營電視台在數位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商業誘因不足問題，該委

託研究在衡酌政策延續性及政策開創之際的正當性、良性發展等面向之後，

建議採取「中庸模式」、推動以政府持有相當股份的台視與華視為基礎的「公

共化」政策方針：「擴大公共服務之頻道，使商營服務導向管制競爭的良性循

環，發揮無線電視台分工合作的本能。然後，政府可以據此實績，採用保障

既有業者之模式，給予完整頻寬，獲得社會之認可。使業者在面對數位變局

之初期，可以有彈性地選擇漸進或改革的方針，成立發射網共同營運公司，

或以有限度之競爭經營模式成立兩家發射公司，開發數位電視服務，尋找數

位公益與效益的經營方式」。由於該報告的分析重點在於我國無線電視（產權）

結構改造，因此，字裡行間不免一再強調：「數位化並非公共化之目的，而是

健全公共服務最有潛力的手段之一」（翁秀琪等，2001）。 

當然，無線電視總體政策及結構改造相關問題在「節目內容品質」之外，

既然兼及於產權調整與數位化兩大面向，其彼此之間亦無相互脫鉤、各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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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理（馮建三、景崇剛，2001；翁秀琪，2001）。具體推動台視、華視「公

共化」政策，固然在法律制度上相當可行（相關法制架構調整，參閱本報告

附錄四），對於本研究所探討的無線電視數位化問題亦有相輔相成的正面作

用；然而，實際決策及後續各項執行所將面臨的政治障礙，終究有賴政治部

門（行政、立法及朝野政黨）妥善處理、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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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小組整理各章研究成果，並參酌委託機關於十二月十四日舉辦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座談會中各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意

見，簡單歸納以下結論： 

 

第一節  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 

純就無線電視產業相關市場發展趨勢而言，無線電視廣告營收總額自持

續萎縮，各商業電視台的收視率也在眾多有線電視頻道競爭下難以拓展；近

年來更因廣告收入銳減、人事成本居高不下，造成三台本業虧損、業外收入

比重逐年增加的發展困境。透過各無線電視台合作建構數位發射站、自行合

組數位傳輸平台管理機構，促使我國無線電視在邁向數位化的同時，漸次浮

現「通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的雙元市場架構。數位時代無線電視的

體系及定位，可以下圖加以說明：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178 

 

圖 6-1：數位時代無線電視的體系及定位 

 
 
 
 
 
 
 
 
 
 
 
 
 

 

數位傳輸平台在技術上可供多種傳統節目視訊以外的其他通訊服務利

用，配合應用條件式接取技術之後，更可以提供各種付費的資料廣播服務；

此外，透過固網或行動通信業者所提供的回傳鏈路，還可以突破單向傳輸的

限制、發展雙向互動的各種通訊服務。因此，各無線電視台共組新的事業單

位經營數位傳輸平台，實則無異成立新的通訊基磐（電信）事業；尤其，我

國數位電視畫面規範捨 HDTV 而就 SDTV，各無線電視台在播放原有節目頻

道之後仍有相當的剩餘頻寬可供利用。依目前收費頻道及廣告市場發展趨

勢，個別無線電視台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多頻道電視；倘若集合五家電視台剩

餘頻寬統籌運用，也足以發展出相當於寬頻行動通信的營運規模。即使無線

收
視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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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放棄藉此跨入寬頻通信業務的機會，依舊可以共組多頻道數位電視家

族，爭取有線電視所不及的二成左右收視戶、並且保有小部分傳統電視廣告

市場。 

總而言之，邁向數位化發展的無線電視，業已在「通訊基磐－傳播內容」

垂直分工的市場架構下脫胎換骨、逐漸轉型之中。 

 

第二節  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發展 

為提高無線電波資源使用效率更應優先於保障業者既有利益，未來「通

訊基磐－傳播內容」垂直分工架構成形後，以無線電波使用權為其基礎的傳

輸執照理應回歸電信法規範，依照電信自由化政策基本精神自然必須開放所

有合格者競標。當然，關於數位無線電視節目視訊的普及與提供「近用」等

公共服務，當然應該成為傳輸執照的申請條件、甚至強化為業者的法定義務。

如此，則數位化轉換初期五家無線電視台以其既有設備優勢，實際上並無其

他競爭者能在短期內跨越申設門檻，更無必要明文排除參與競標傳輸執照；

既有業者在新進者後來居上的競爭壓力下，也能強化其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與

經營效率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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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數位無線電視匯流與普及近用示意圖 

 
 
 
 
 
 
 
 
 

 

 
 

 

在適當通訊與傳播政策引導之下，衛星、地面無線電波及線纜（及固網）

等通訊基磐將加速匯流，出版、廣播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也將與娛樂軟體

（電腦遊戲）、資料庫等融合為多媒體傳播內容。另一方面，成功的近用與普

及服務政策將強化整合數位通訊網路的寬頻及互動優勢，在促進資訊通訊與

傳播相關產業成長之際，同時提升全體國民參與公共事務、平等獲取自由開

放的多元資訊內容。至於獎助本土與創作內容的文化政策，則將豐富多元傳

播內容、促進族群相互瞭解、有助於社會整合。 

總而言之，在「通訊基磐－傳播內容」的雙元規範架構之下，政府必須

及早引導市場健全發展、補強既有體制缺陷，數位時代的無線電視才有機會

朝資訊社會的理想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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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建議 

比較美國、日本與歐洲各國經驗，政府必須超越狹義的「產業政策」觀

點、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優先把握無線電波資源公有的基本立場，以適

當的政策手段及制度誘因提升地面無線電波頻率的使用效率。例如：依數位

化進程與政策配合度採取差異化規費、以漸進方式逐步反映無線電波使用對

價，或者，導入與其他通訊業者競標或以合理利潤率、回饋金等模式施予業

者制度誘因，都是可供選擇搭配的政策工具。 

我國由於有線電視普及率高、有線系統產權集中化趨勢顯著，電視頻道

送達收視戶的通路不免有遭壟斷之虞。因此，仿照美國既有立法例，制定關

於有線電視系統必載無線電視節目的法律規範，對於化解市場垂直交易關係

所生爭議的積極作用仍有不足。本研究小組認為：唯有正視系統業者提供寬

頻通路的特質，納入整體通信服務事業之中加以規範，亦即，將包括系統業

者在內的所有通訊基磐經營者納入電信法架構下統籌規範，既不得對於個別

頻道業者或收視戶「拒絕電信之接受與傳遞」，還必須「公平提供服務」「不

得為差別處理」，才能充分還原其搭建頻道節目通向收視戶所需橋樑的公用事

業角色。 

關於無線廣播電視的「近用」問題，雖然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業

已明確揭示其憲法意旨，迄至目前為止卻未曾落實於法律制度之中。未來除

配合修法貫徹釋憲內涵之外，關於數位無線電視節目視訊的普及與提供「近

用」等公共服務，也應該納入業者申請相關傳輸執照的積極條件、甚至強化

為業者的法定義務，藉以強化其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與經營效率的制度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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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調整主管機關建制、通盤檢討修正通訊及傳播相關法令，必

須在設定政策目標、創造制度誘因等宏觀層次上，把握公共服務理念、認清

產業發展趨勢。切忌因人設事、昧於積習，錯失無線電視數位化所能帶來的

再生契機。 

根據以上原則，針對「數位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政府各機關宜

分短、中、長期不同時程，推動以下各項政策： 

 

表 6-1：數位時代無線電視定位與發展之相關政府機構與政策建議 

 
短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落實有線電視系統必載無線電視頻道(有線

§37)及公益近用(有線§25)等相關規範 

新聞局、各

地方政府 

文建會、民政及社會

團體主管機關 

二 落實廣播電視基金法定用途(廣電§14a) 新聞局 公視基金會 

三 落實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法提撥特種基金規

範(有線§53 I) 

新聞局 地方政府、公視基金

會 

附註 以上三項均為落實現行法律規定，無需另行修正或制定法律 

四 落實無線電波頻率使用期限及收取使用費規

範(電信§48) 

交通部 新聞局 

附註 以差別化費率提供適當誘因，促使業者及早完成數位化（無需修法） 

五 檢討調整政府及政黨持有無線電視台股權問

題(廣電§5) 

新聞局 國防部、教育部、財

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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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附論及附錄四 

六 檢討調整數位電視設備技術研發及輔導政策 經濟部 交通部、新聞局 

附註 除發射、接收（數位電視與機上盒等）設備之外，應涵括數位內容有關產業

七 促進無線電視災害防護與社會教育功能 新聞局 內政部、教育部等 

附註 依現有法令(廣電§7, §16)已有相關規範，數位化後應可強化 

中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無線電波頻率使用分配原則及標準立法明定 交通部草擬 NICI 小組、法務部

附註 落實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意旨，修正廣電§8,電信§48 等規定 

二 檢討整併通訊基磐主管機關、調整相關法制 交通部 新聞局、NICI 小組

附註 應納入「政府組織再造」通盤規劃架構之中（研考會主辦）詳見第五章第四節

三 檢討調整視聽傳播內容相關管制及輔導法令 文建會 新聞局、法務部 

附註 應檢討廢止不合時宜管制規範、因應加入世貿組織變局輔導本土創作 

四 隨時檢討提升無線、線纜及衛星傳輸效率 交通部 NICI 小組、經濟部

附註 維護「使用者付費」原則，任何優惠均應以擴充公共服務為前提要件 

長期 

序號 政策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 建立「通訊基磐–傳播內容」雙元規範架構、

維護市場通路開放 

未來通訊傳

播主管機關

消保、公平交易、經

濟、法務等主管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一節、第二節 

二 確保普及服務及民眾「近用」權 未來通訊傳

播主管機關

消保、公平交易、經

濟、文化等主管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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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本土及創作內容 未來文化事

務主管機關

各地方政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二節及附論 

四 適當配置公共電視資源、促進良性傳播內容

競爭 

未來文化事

務主管機關

未來通訊傳播主管

機關 

附註 詳見本報告第五章附論，並參考本報告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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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數位電視技術簡介 

一、數位電視技術本質之分析 

數位電視就畫質而言，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個是屬於標準畫質

（SDTV），另外一個是高畫質（HDTV）。標準畫質與今天的電視來比較，需

要的位元率大概是 3~5Mbps，交錯式掃描畫質大概與 DVD 差不多。高畫質

部分有兩種格式，一種是 720P 循序掃描的方式，位元率大概是 13.5~15Mbps。

比較低的畫質格式，為 352 與 270 交錯式掃描方式，畫質類似 VCD，位元率

大概是 1.2 至 1.5Mbps 之間，較適合十吋以下的小螢幕使用。唯就市場狀況

而言，我國 HDTV 使用之機會明顯較 SDTV 為低，故不納入討論。資訊廣播

通常從 64Kbps 到幾 Mbps 都可設定。電子節目表服務為資訊廣播基本應用之

一。 

依節目畫質、資訊廣播與位元率之不同組合，一個 6MHz 頻道可以傳送

方式最有可能使用之組合，舉例如下： 

1. 固定接收 ( 18Mbps/6MHz channel )： 

4~5 個 16 : 9 480P SDTV + DB( Data Broadcasting ) 

2. 移動接收 ( 11Mbps/6MHz channel )： 

2~3 個 480P 16 : 9 ( 或 480I 4 : 3 ) SDTV +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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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頻道可能的使用做法與節目安排的形式方面，一個 6MHz 大概可

以傳送固定接收的 18Mbps，可以傳送約四個標準畫質數位電視節目，加上一

些資訊廣播；另外一種做法是以移動接收方式來播送，因為移動接收的位元

率較低，6MHz 的頻道大概可以傳送到 11Mbps 左右，算起來大概是兩套標準

畫質數位電視節目，加上一些資訊廣播。若整體皆以標準畫質數位電視之組

合來看，總計大概有二十套標準畫質節目，加上五套以上資訊廣播節目。從

這角度來看，頻道的數目本身是可以達相當規模。 

以標準畫質為主，但是亦包括一個高畫質的頻道，另有一個頻道則作為

移動電視的使用。另外組合稱為全收視的方式，其含有移動接收的播送方式，

且亦能夠照顧到家庭收視戶的室內接收。此種組合是以標準畫質為主，總計

大概有十套的全收視涵蓋的標準畫質數位電視廣播，加上五套以上的資訊廣

播，其中包括自製與外製或外租節目。以這種方式來說，每台兩套標準畫質

節目較易掌握，市場涵蓋較大包括個人行動及非有線用戶，但傳輸成本較高。 

二、數位地面視訊廣播 DVB-T 之技術優勢 

DVB-T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 Terrestrial)是 DVB 當中，針對地面固

定及行動接收端的傳送服務，所制定的一套標準也是對我國數位電視推動最

重要之標準。DVB-T 的設計原理，是將傳統類比電視訊號，轉換成 MPEG-2

格式後，再以數位電視傳送服務為主要目的。因此除了DVB-T直接與MPEG-2

編碼電視訊號相同之外，DVB-T 系統也可以對既有的 PAL/SECAM/NTSC 服

務，提供足夠的抗同頻道干擾 CCI (Co-Channel Interference)及抗鄰頻道干擾

ACI (Adjacent-Channel Interference)保護。另外，DVB-T 亦使系統可架設於單

頻網路 SFN (Single-Frequency Network)之內，而達到相當有效率的頻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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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來的五種數位地面廣播標準 (DVB-T，DAB-T，ISDB-T，

ATSC-8VSB，及將要出現的 DRM)之中，除了 ATSC-8VSB，其餘四種全都採

用不同型式的 COFDM。因此在更完整描述 DVB-T 所能達到的強大功能之

前，COFDM (Cod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是一個值得

了解的關鍵。此外，前面提到的 SFN 運作、對行動接收端的廣播，都是 DVB-T

重要特色。所以接下來的部分，將介紹 DVB-T 之技術特色。 

（一）COFDM 及其影響： 

傳統 OFDM 對於信號沒有特殊的編碼及交錯功能，在存在嚴重迴音信號

問題的環境中，OFDM 的表現會大打折扣。在地面傳輸環境中，滿佈障礙物

的傳輸路徑，會使收到的信號往往是主要信號再加上迴音信號，故傳統OFDM

無法在地面廣播環境中發揮功效。針對此一難題，基本概念就是把信號分散

在許多間隔緊密的小頻帶，加以編碼之後傳送出去，於接收端再進行解碼及

錯誤更正的動作，讓不定延遲之迴音信號所造成的破壞，不會造成大規模的

影響。所有編碼及交錯功能，DVB-T 與 DVB-S、DVB-C 是相同或類似的技

術。透過 COFDM，不僅是多路徑傳輸問題得到解答，同時讓 SFN 得到解決，

使同頻廣播提升效率。 

（二）行動接收及廣播： 

行動廣播功能是 DVB-T 標準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色，也可說是 DVB-T 看

起來優於 ATSC-8VSB 的關鍵之一。DVB-T 某些傳送模式，可讓即使以數百

公里的速度移動中的行動接收端，也可以收到數個數位電視節目。然而在接

收端移動速度與可接收節目之多寡，並非可兩全其美，必須依實際需求，由

營運者採用最有利的傳送模式。在歐洲的 MOTIVATE 專案，由 T-NOVA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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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以及 17 個廣播業者、網路業者、設備廠商、研究中心共同組成，已經對

DVB-T 標準的理論及實際行動收送能力實際評估和實驗。其中最重要之結果

為從行動接收者的觀點觀察之效能。例如由下圖可看出，移動速度所造成的

都卜勒效應，對於行動接收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此時接收端使用的天線陣列

型式及技術，可決定接收效能。 

 

由歐洲測試結果來看，DVB-T 行動接收能力優於 ATSC-8VSB 的事實不

言而喻，而且不只是 DVB-T 使用較強的信號(C/N)才有較佳表現。DVB-T 和

ATSC-8VSB 之間的競爭並未落幕，在此之時，中國、日本也正積極發展屬於

他們自己的數位廣播標準，因此未來何者能成為消費者最滿意、功能最完善

的廣播標準，尚未可知。然而，DVB-T 的技術特色，已讓傳統「強韌度，傳

輸速率」之間的考量與斟酌，改變為「強韌度，傳輸速率，服務區域規化，

行動接收」四種要素之間的平衡發展，大大地重新定義無線數位電視技術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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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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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max/2 fd,maxfd,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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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pler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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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3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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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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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DVB-T Mobile Receiver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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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911 之後的美國數位電視政策發展 

長久以來，美國的數位電視地面波政策一直受到質疑，以高畫質為本的

經濟規模，得不到產業之認同；而缺乏行動接收功能、不能解決多重繞射問

題，使得有志於開發的業者裹足不前（如 Sinclair 案）。2000 年布希總統上台，

也重新評估 Gore Commission 時代的數位政策，共和黨政府新任命的 FCC 主

席 Michael Powell，旋即改變過去的觀念，對地面波電視產業之未來做出即刻

的宣示。 

Powell 主席帶來了壞消息！2001 年 4 月 5 日於委員會總部的一場記者會

中，他質疑：在一個 80%觀眾群都藉由衛星與有線電視收視節目的市場中，

繼續探討地面波數位標準與加盟電台的數位化義務等議題，只與越來越少的

收視戶權益有關（Public Broadcasting Report, 2001）。他說：「如果有一天，所

有美國人民都不經由無線電波收視免費節目，那政府保障的實質權益在何

處？」九一一事件之後，Powell 又於 10 月 23 日發表了「邁向數位寬頻（二）」

政策說帖，在重新檢討媒體管制基礎之章節中，明確點出管制政策中過時的

想法之一為：「現今政策聚焦於免費無線廣播服務之問題，卻不知在一個以付

費電視為主的美國社會中有何意義？」（Powell, 2001）。 

(一)  911 後的第一步行動：目標宣示 

10 月 11 日 Powell 正式宣佈以 Mass Media Bureau 主任為首，成立「美國

傳播委員會數位電視工作小組」（FCC Digital Television Task Force），專責檢

討數位電視轉換政策，以提供建議案給委員會，制訂工作之優先順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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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頻譜再利用的促銷手法（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of broadcast 

spectrum for other uses）。FCC 擺明了他的政策在於清理頻道而非扶植數位電

視產業，雖然他強調，911 之後要注意媒體產業的金融衝擊、消費者開銷萎

縮的影響、特別是有關公眾安全與其他無線通訊服務的頻寬需求，但他期望

的是新通訊服務盡快出現，所以一語雙關地認為 2006 年的類比終止期限顯然

不實際（FCC, 2001a）。 

(二) 911 後第二步：向公共電視示好 

10 月 11 日 FCC 又宣佈了一項驚人的政策，容許非商業性的教育電視產

業（Noncommercial Educational Television, NCE），因數位化轉換所需，可以

在附隨與互補服務（ancillary or supplementary service）定義下，使用節目供

播以外的頻寬，進行商業性的服務開發，所容許的營業項目包含：電腦軟體

下載、資料傳輸、無線電讀、互動服務、聲音傳訊、呼叫服務、語音傳送、

錄像訂閱服務等等。而以上的服務，必須定義成用戶特殊需求的經營模式，

也就是以企業（corporate）或訂戶（subscriber）為核心的 B to B 形式，非對

一般大眾開放，更不可經營電視廣告業務。FCC 同時規定，以上的服務所得

（gross revenue）之 5%作為頻寬使用費上繳聯邦政府（FCC, 2001b）。 

此政一出，受到各方矚目。首先，這項政策被視為 APTS（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s）多年遊說成果上的一大勝利，APTS 主

席 John Lawson 指出 PTV 總算可以邁出「吃不飽與餓不死」的境遇，導向自

主自足的經營，也是公共電視開始解禁的兆頭，希望因解禁而帶來市場良性

發展的可能。（Odenwald, 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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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對之聲也應運而出。FCC 唯一的民主黨籍委員 Michael J. Copps

投下反對票（1 比 3），他認為此政策會混淆公共電視的獨一價值，同時扭曲

了公共電視的形象。另外向來支持公共利益的媒體運動團體 Media Access 

Project，其副主任 Harold Feld 也指出，公共電視會因此混淆了使命，並且違

法，同時多餘的頻寬應該貢獻給公眾近用節目，而非作為商業用途；最後甚

至會導致影響贊助者的意願，並給國會議員一個刪減預算的口實。 

這個跡象確實發生，在 FCC 宣佈該政策之當天，共和黨議員 Cliff Stearns

就提議削減一千兩百萬美元的數位基金，最後該議案以 107 對 312 票遭致否

決。但是 Feld 認為這只是接踵而來的第一步行動，Feld 說這項規定無疑是公

共電視與商業經營的「浮士德」交易。另一個有力的社運團體 Citizens for 

Independent Public Broadcasting（CIPB），其領導人 Jerold Starr 也反對，他說

何謂在「實質多數民眾」需求之外的頻譜，定義模糊。同時如果所有頻譜都

劃分出基本服務與出租服務用途，將來高畫質電視所須頻寬就不存在了。 

底特律公共電視台管理部經理 Dan Alpert 對以上說法不以為然，他說所

謂商業經營部份，FCC 限定在提供非廣播服務之活動性質，以訂閱者為基礎，

非一般大眾可以收視到；而且公共電視所計畫經營的服務中還包含教育事業

在內，如該台希望出租頻寬給大學或學區內教育機構，進行閉錄教育或高速

資料傳輸網路。不管如何，所有公視所獲得的利潤，都將投入到基本電視服

務製播所需之中。 

APTS 也反駁，這項創舉絕非出賣公視之靈魂，因為未來商務開發將不

會使用 PBS 的品牌；同時這樣的業務在類比時代也行之多年，只是民眾有所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192 

不知，如使用垂直遮沒區(VBI)託播商業資訊，成為一種無線電讀的服務，FCC

的政策只是將類比時代相關規定延續到數位時代。APTS 同時為此項政策預

作準備，在 1999 年制訂了志願性規章來限定公視的商業行為，並且要出版年

度報告來證明其行為已遵守規章。 

就在該政策宣布之前，聯邦政府於 10 月 1 日也公佈了今年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Program（PTFP）的資助，總計 105 項計畫得到

肯定，總計金額為 4,200 萬美元，加上配合款將近 6,800 萬美元；其中 52 項

計畫大約 3,500 萬美元提供 76 家公共電視台，進行數位地面波網路之建置工

程；11 項計畫總計 240 萬美元，提供電視台購置數位製播設備（NTIA, 2001）。

其他補助案還包括，36 項公共廣播數位化專案（270 萬）、5 項遠距教學案（140

萬）、1 項夏威夷大學衛星教學案（47 萬 5 千元）。 

不過自 911 之後，眾議院商業委員會共和黨主席 BillyTauzin 就開始積極

調查美國公共電視廣播公司（CPB），對數位電視基金的核撥情形，這也算該

項政策後的餘波盪漾（Odenwald,2001b）。 

(三) 911 後之第三步：解禁商業電視台之談判空間 

美國預定在 2006 年底收回的 746-806MHz 頻帶（60-69Channels），現今

將預作拍賣的準備，得標者將以無線通訊商業與公共安全通訊的經營者為

主。9 月份 FCC 不但設定了拍賣的競標日期，同時又通過了新的政策，准許

使用被拍賣頻帶的原本廣播業者，私下與得標的廠商交易，向無線通訊業者

索價，以交換準時或提前讓出頻道的承諾。而凡是達成如此協議的電視台，

FCC 將在數位播出的時程要求上給予寬限。（FCC,2001c;Reuters,2001）。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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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FCC 於 11 月 8 日再度公佈一些其他的優惠措施。為了加速電視台以

數位方式播出訊號，鼓勵觀眾購買數位電視家電，因此 FCC 決定降低一些開

播時程上的要求，以利電視台提早播出，這些包含（FCC,2001d）： 

1. 在 2004 年底以前，暫時不要求商業電視台將類比訊號轉成數位同步播

出，同時不回收已經指配的數位電視播出保護頻帶（protection band）；如

此將有利於低功率發射數位訊號，添購較便宜的器材； 

2. 暫時不要求已經獲得架設許可的電視台，必須架設完備的發射裝置在指定

期限前； 

3. 2004 年前暫時不要求商業電視台在數位電視核心頻帶(2-51Channels)中，

必須同時以類比與數位方式播出；以有助於電視台延長測試時間、加大功

率，以找出兩個頻道中何者為數位電視播出的最適者； 

4. 2003 年 4 月 1 日前，允許商業電視台降低數位電視節目播出之時數，最

低限度只需在黃金時段中播出即可； 

5. 容許電視台因經濟蕭條與資金籌措困難等原因，提出申請展延原本建設完

成的期限；該申請必須在期限前 60 至 90 天之內提出； 

6. 暫時擱置一些技術議題：如接收器的解析標準、DTV tuners、ATSCPSIP、

電視機之評等。 

然而這些措施又產生爭議，首先參議院商業委員會民主黨主席 Er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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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Hollings 立刻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 FCC 無權允許商業電視台與無線通

訊業者自行協調轉換頻譜事宜，該權限應該歸屬於國會，因為頻譜為公共資

源，其使用方式應依據國會的法定範圍，非行政裁量權可決定（Newsbytes, 

2001a）。蜂巢式電訊工業協會主席也提出反對意見，他說如果要已經獲得拍

賣物的業者，再向無線電視業者付費後才可得到拍賣物，那真是國家的悲哀！ 

FCC 主席 Powell 在 10 月 23 日立刻回應參議院，反駁說他的政策可以帶

來更快的數位轉換時程，鼓勵無線通訊業者參與頻譜拍賣，帶來更多國庫收

入；而新的無線與公共通訊服務可以造福消費者，這些好處遠超出得標業者

為早日取得所須頻譜的額外支出（Newsbytes, 2001b）。 

11 月 9 日，FCC 另一項政策決議又引起相同的紛爭。FCC 以 3 比 1 票通

過，准許無線通訊業者無限制地擁有一地區的頻譜比例，該政策分兩階段進

行，首先將擁有比率放寬至 22%，屆至 2003 年再取消所有的限制。民主黨

的 FCC 委員 Copps 又再度反對，他認為這只會帶來各家業者之間的併購風

潮，減少競爭者不利消費者權益（Stern, 2001）。當然這項政策應有利於無線

通訊業者與 746-06MHz 頻帶的無線電視業者，進行買賣談判。 

(四) 911 後之第四步：科技政治爭議的本質浮現 

在這事件之前，民主黨籍的 FCC 委員 Michael J. Copps 公開發表演說，

以「捍衛公共利益」為名，釐清他與共和黨 FCC 主席的理念相異之處。他強

調國會要求 FCC 必須遵守公共利益的原則，如果 FCC 不從將是違法，如果

法中有未言明之處，國會有權進行界定（Copps, 2001）。他強調國會有兩個維

護公共利益之目標，一為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二為保障所有美國人都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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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傳播網路。他認為保持選擇多元，並不只是要在單一平台中建立競爭態勢

（無線通訊業者中），更要在不同平台之間建立競爭趨勢（無線通訊與無線電

視業）。他認為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不單指電信服務，更包含免費、

無線電視的服務，這才是服務所有美國人的所在。 

兩黨委員競相在公開場合上發表傳播政策演說，揭開了美國兩黨政治在

傳播領域上的爭辯，目前這個戰火蔓延在 FCC 與參眾兩院的特殊委員會上，

其態勢如下： 

 

民主黨（反對） 議題與意見 共和黨（贊成） 

公共電視使用多餘頻寬從事商

業經營 
 
 
Michael J. Copps(1,FCC) 
 

反對：有損公共電視定位，導向

商業利潤經營 
贊成：協助公共電視發展數位

化，開闢多元資助管道 

 
 
Powell 與其他委員(3,FCC) 

 

746-806MHz 拍賣 Gloria Tristani(1,FCC) 
前 FCC 委員 

 

反對：case by case approach 
贊成：一次拍賣 

 
Powell 與其他委員(3,FCC) 

 
746-806MHz 拍賣後進行二次交

易 
 
Ernest Fritz Hollings 
參議院商業委員會主席 

 

反對：違反公共資源使用定義

贊成：有助數位轉換與新服務提

供 

 
Powell 
 

解禁無線通訊業者持有一區頻

譜之上限 
 
 
Michael J. Copps(1,FCC) 
 

反對：鼓勵兼併消滅多元選擇

贊成：有助業者提供整合性服

務，擴大經濟規模 

 
 
Powell 與其他委員(3,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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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政策解禁走向 Michael J. Copps 
反 對 ：

InDefenseofthePublicInterest 
贊 成 ：

DigitalBroadbandMigration 

Michael Powell 

數位政策 JonathanAdelstein,RobertRowe
（提名FCC遞補委員之候選人） 
參院領袖與商業委員會主席支

持 

反對： 

贊成： 

broadbandderegulationbill 

AndrewLevin 
（提名FCC遞補委員之候選人）

眾院能源與商業委員會主席

BillyTauzin 支持 

 

 

美國在 2000 年大選閉幕後的政治重新洗牌，以及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的

經濟蕭條衝擊下，對於原本的地面波數位化政策產生了衝擊。很明顯地看出，

共和黨雖然支持數位化與解禁政策，但看壞免費的無線電視產業之未來，希

望改變傳統的普及服務觀點，結束免費服務，開發新的高商業價值的通訊產

業；這是對 Clinton-Gore 時代寄望無線電視數位化後，能開創消弭數位落差

的政策，一大轉舵，也是對無線電視產業的一大警訊。 

共和黨藉用數位化契機，向公共電視台示好，准許其商業經營獲利，然

而其本質在於加快數位轉換、並節省未來國家預算對公共電視的支助，其眾

議院的動作向 Corpor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施壓，就是一例。在這一緊

一放之間，對公共電視之未來是否有利，值得公視經營者慎思！然而民主黨

堅持以國家預算穩定公視，強調繼續持守非營利、公共近用、教育服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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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助於重塑其 21 世紀的定位，迎向挑戰，也值得商榷。 

台灣的傳播政策主其事者，向來引用美國實例作為本國發展主要參考之

一。無線與公共電視業者有鑑於此，應深入關注美國進展，瞭解背後的政治

動機及與國際化相較的落差，以提供本國政府一個較為完整的美國數位電視

政策圖像。因為唯有認清根源，才能收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的功效。 

參考來源： 

Copps, Michael J.(Oct.15,2001).In Defense of the Public Interest. FCC Speech. 

FCC News (2001a). FCC Chairman Michael Powell announces creation of FCC 

Digital Television Task Force. October 11. 

FCC News (2001b). FCC clarifies rules for noncommercial television stations' use 

of digital television channel capacity. October 11. 

FCC News (2001c). FCC adopts measures to facilitate voluntary clearing of 700 

MHz band and accelerate DTV transition. October 11. 

FCC News (2001d). FCC acts to expedite DTV transition and clarify DTV 

build-out rules. November 8. 

Newsbytes (Oct.182001a). Lawmaker criticizes FCC spectrum auction decision. 

Newsbytes (Oct.242001b). FCC Chairman responds to Senator over wireless flap.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198 

NTIA Commerce News (Oct.1,2001). NTIA awards $42.0 Million in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Program (PTFP) Grants. 

Odenwald, Dan (2001a). FCC okays revenue services in DTV bit stream. Current, 

20 (19): A1, A14. 

Odenwald, Dan (2001b). Hearing loomed as CPB panel rushed CSG fix. Current, 

20 (20): 1, 22. 

Powell, Michael K. (Oct.23,2001). "Digital Broadband Migration" Part II. FCC 

Speech. 

Public Broadcasting Report (2001). Powell questions future role of over-the-air 

TV. 23 (8): 6 

Reuters (Oct.16,2001). FCC to auction airwaves in June. 

Stern, Christopher (November9,2001). FCC to lift controls on wireless spectrum. 

Washington Post, E01. 



附錄三  數位電視觀眾收視行為—英國的例子 

 199

附錄三：數位電視觀眾收視行為－英國的例子 

當世界各國都積極在發展數位電視科技，期使提供給民眾更好的視聽品

質、更多的電視節目、更多的數位服務之際，我們廣大的閱聽大眾到底有多

少人了解什麼是數位電視？為什麼民眾想要接收數位電視服務？而現有的和

非數位電視觀眾的輪廓為何？ 

英國是最早開播數位電視的國家之一，而且在數位電視的推展上是少數

成功的例子。2001 年 3 月 MORI 公司接受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委託，針對 15 歲以上、共 1,918 位成人、在英

國 190 個地方進行有關數位電視收視行為調查。調查的結果值得我們參考。 

此次調查的結果，將數位電視的觀眾分為四大類型：（1）「現有的」

（existing）觀眾、（2）「有希望的」（likely）觀眾、（3）「有可能的」（possible）

觀眾、（4）「沒有希望」的（unlikely）觀眾。 

觀眾類型（定義） 比例 人口特質 

現有的（現有數位電視收視戶） 30﹪ 

有希望的（在 2006 年底前會接收數位電視） 25﹪ 

以男性，傾向年輕、擁有較高社經地位

的白領階級、家中有 15 歲以下的小孩、

雙親家庭、常使用電腦和網路等特質者

居多 

有可能的（在 2007 年或之後才會接收、 

或不知何時會接收數位電視） 
30﹪ 

沒有希望的（在 2006 年底前絕不會接收 

數位電視） 
15﹪ 

以女性，傾向年長、屬於中低社經地位

的藍領階級、家中沒有 15 歲以下的小

孩、單親家庭、沒有使用電腦和網路等

特質者居多 

資料來源：整理自 Digital Television 2001 Fin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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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對「現有的」數位電視用戶而言，會接收數位電視的理由主要

是為收看到更多類型的節目與更多的頻道（38﹪），其次是為收看足球和運動

頻道（15﹪）及追求較好的電視影音品質（14﹪）。 

而對「有希望的」潛在觀眾而言，會考慮轉換成數位電視的理由主要也

是為收看較多頻道（29﹪），其次則是因應政府要將現有類比電視訊號轉換成

數位化的計劃（19﹪），及家中電視機剛好需要更新（15﹪）。 

對於「有可能的」和「沒有希望的」觀眾而言，目前不願意或延遲接收

數位電視的原因，是因為看不到擁有數位電視的必要性，再者他們對現有的

電視機都很滿意，也較不能夠接受數位電視服務所需花費的成本，而且較不

了解什麼是數位電視。 

數位電視主要的優點，是有較多類型的節目與較多頻道、較好的畫面與

聲音品質。而數位電視的主要的缺點則是數位電視成本太昂貴。從 1998 年下

半年開始，英國數位電視業者相繼提出免費數位機上盒的補貼策略，就吸引

不少觀眾安裝數位電視，使得英國數位電視普及率可以快速成長。所以可以

預見未來民眾對數位電視的需求，將取決於對數位電視服務的優點以及成本

上的衡量。 

此份英國的調查，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電視機的預期壽命和數位電視接

受度之間有關聯性。換句話說，雖然觀眾不需要買新的電視機，只要安裝一

個數位機上盒（Set-top Box）就可以收看數位電視，但是接收數位電視服務

通常與購滿新電視機有相關。很多的觀眾考慮在將現有電視機升級時，才會

順便轉換接收數位服務。如果購買新電視機時，數位電視就是電視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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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而不是開放給觀眾的額外選擇，則數位電視的接受度將更大、並可加

速數位電視的推展。 

目前我國 5 家無線電視台預計於今年底前在西部地區開播數位電視，明

年在東部地區開播。在此之際，英國數位電視觀眾之經驗值得台灣未來在推

展數位電視時，更加注意本地民眾的需求與數位電視相關知識之傳達。 

（公共電視研發部研究員魏菁慧） 

 

參考資料來源： 

MORI , (June 2001), Digital Television 2001 Final Report，Research Study 

Conducted for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http://www.culture.gov.uk/creativ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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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無線電視臺公共化的法制規劃 

我國廣播電視事業在多年戒嚴體制的深刻影響下，至今仍存在黨政控制

下商營體制的各種結構弊端1。至於「端正之道」，傳播學者李金銓早在一九

九三年間，即於〈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一文中指出：「上策是要黨政軍勢力

徹底退出三台，徵用其中一台為公共電視。中策是依法要求它們股票公開上

市⋯讓小額投資者大量沖淡黨資官資軍資⋯下策則讓它因循茍且下去，等上

升在地平線的傳播新科技⋯來淘汰之」2。 

本文只在於探索「黨政軍操控（電子）媒體」透過公共化措施改造的法

律基礎，以便提供進一步評估相關政策所需的法制基本資料。至於論者所謂

「全面釋股」在執行上的困難、私有化無線電視台產權無法杜絕「黨政軍」

操控的問題，以及，釋股之後形成「財團化」的隱憂等，作者已於其他專文

中解析3，本文將不再贅述。 

一、公有與公共體制間的法制異同 

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

有」，即一般所謂「電波公有」的法律明文依據。在「電波公有」的共通法制

架構之下，廣播電視媒體的組織型態及管理監督形式，則又屬於另一個層次

                                                 
1 參閱：王振寰（1993）：〈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收錄於鄭瑞城等著，《解構廣電媒體－
建立廣電新秩序》，台北：澄社報告 2，第二章，頁 75-128。 
2 引自前揭《解構廣電媒體》第九章，頁 537。 
3 〈無線四台私有、公有及公共體制法治化問題〉，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於「中華傳
播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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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私有型態的廣播電視媒體，其營運目標固然有營利（股份有限公司

為典型）及非營利（財團法人為典型）不同型態，由於組織及監督方式既無

公權力直接介入，也欠缺開放公眾參與的適當法律架構，因此有必要依法規

範其服膺「電波公有」的基本理念，或比照市場競爭價格充分繳納無線電頻

率使用費，或強化外部法律規範以（間接）促成其節目內容滿足公眾需求。

相對於私有組織著重外部、間接規範，公有及公共體制則主要以內部、參與

經營有關規範構成其主要法律架構。 

公有廣播電視事業的組織型態，依其準據法律規範的差異，可以區分為

行政機關與公營事業機構兩大類型；國內各級政府所設立的廣播電台，例如：

台北電台、警察廣播電台等，大致均以「規程」等行政命令設立，所屬人員

也依公務人員法令任用、陞遷，在法律上應該歸入行政組織型態。廣播電視

法第五條規定：「政府機關所設立之電臺為公營電臺。由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

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所設立之電臺為民營電臺」，對於我國電台公私屬性

的定位造成不小困擾；具體而言，台視與華視依該條規定反倒成為「民營電

台」，公共電視在同條規定的不當文義扭曲下，也難以確定其組織型態的法律

性質。此外，該法第六條規定：「軍事機關設立軍用電臺，其所用發射方式、

頻率及呼號，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處理。軍用電臺節目之管理，準用本法之

規定」，更明文紀錄軍事戒嚴體制在我國廣播電視秩序中無法磨滅的歷史刻

痕。 

關於公共體制的廣播電視事業，其組織及立法形式其實並無固定的外

貌，例如：我國現有公共電視（台），由財團法人組織形式的公共電視文化基

金會加以經營（參照公共電視法第二條規定），即與其他國家公共電視的組織

有所不同；更重要者，毋寧是組織架構及其具體規範所應落實的各項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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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例如：公共服務、論壇及公共監督或參與等實質目標。各國公共電視組

織及立法體例等方面的異同，大致可以歸納為下表： 

 

特徵／電台 BBC（英） NHK（日） CPB（美） CBC（加） ZDF（德） 

組織型態 協會 協會 協會 協會 公法上營造物 

法律地位 外控法人 外控法人 外控法人 外控法人 自治法人 

準據法性質 皇家特許狀 中央立法 聯邦立法 聯邦立法 邦際協定 

準據法重點 設置及行為 組織及行為 組織及行為 組織及行為 組織 

立法體例 特許附帶規範 併入廣電法 併入電訊法 併入廣電法 單獨立法 

引自：石世豪（1997）：〈我國公共媒體法制化初探〉，收錄於《台大法學論叢》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公共（廣播）電視體制並不僅不限於「財團法人」

的組織型態；在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等公共體制發達的國家之中，電

台甚至由公協會及公法人等特別創設的組織加以營運／管理。 

至於公共體制廣播電視事業得以順利營運的財務基礎，更不限於我國目

前所採取的政府捐贈、基金孳息及營運或私人捐款等（參照公共電視法第二

十八條規定）；比較、參證各國公共廣播電視體制，則播放廣告、向私營業者

徵收特許費或執照費、開徵收視收聽規費，以及各種收入併行等各種體制，

均能規劃出服膺公共精神的財務基礎，並不僅限於政府編列預算捐贈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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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向公共體制必須多階段改造 

然而，將無線電視體制從現況轉向公共化，其實並非一蹴可幾。以「無

線電視民主化聯盟」所主張的「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4）」為

例，其轉型階段與最終階段即分別需要不同的配套法制： 

 現況 轉型階段 公共體制 

組織 台視：股份有限公司 
華視：股份有限公司 

維持現況（提升效率） 
解散公司、捐贈資產 

方案一：財團法人 
方案二：公法人 

配套法制 現況： 公司法 
廣電法§5 

解散、捐贈無需另行立法，

設立必須立法規範 
方案一可準用公視法 
方案二必須專法規範 

產權 台視： 公營行庫、三商銀、

日資、民股（含國民

黨營事業）、員工持

股 
華視： 官股（含官控基金會

持股）過半 

收購民股：價購或徵收 
處分官股：捐贈或信託 
限制股權轉讓並確保產權狀

態以便轉型 

方案一：基金（會） 
方案二：（長期）信託 

配套法制 現況： 公司法 
廣電法§14 

價購無需另行立法，徵收必

須立法規範 
方案一可準用公視法 
方案二必須立法規範 

營業 台視：廣告為主 
華視：廣告為主 

暫時無需調整 方案一：仍以廣告為主 
方案二：混合財源 

配套法制 現況：廣電法§30 無需另行立法 方案二必須立法規範 

監督機制 台視： 內為董事會 
外為新聞局 

華視： 內為董事會、官股

所屬監督機關外為

新聞局 

外在監督暫時無需調整 
內在監督及其調整應協調財

政部、國防部及教育部等機

關 

內為自治／自律（章程及製

播公約） 
外為公眾監督 

配套法制 現況： 公司法、國財法 
廣電法§3 

無需另行立法 特別立法或於廣電法中增訂

專章規範 

                                                 
4 亦即，中視與民視仍維持其私有體制，改而規範政黨勢力干預電台營運的不當情形、促使
其轉向專業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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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及電波核

配 
台視、華視、中視、民視每

兩年均應換照 
暫由原電台使用並酌量徵收

執照費 
方案一：電波重新分配 
方案二：私營者應拍賣 

配套法制 現況：電信法§48 
廣電法§4 

無需另行立法 方案一無需另行立法 
方案二必須修改現行法 

（作者自行繪製） 

 

整體而言，所謂「公共化」就是逐漸轉向公共體制發展的一個「過程」。

在完成公共體制建構的最終階段，固然可能定型為財團法人或公法人組織，

產權歸屬亦將以符合公共化理念的基金或信託加以管理。但是，從現況轉向

公共體制最終階段的法制調整過程中，不僅現有民股的收購或補償必須有適

當法律基礎，關於（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或成立公法人，以及調整官股持有

方式、限制轉讓等轉型必要準備措施，均應訂定適當法律規範以資遵循。 

此外，未來貫徹「公共」理念而強化專業自治及公眾監督、將電波資源

改依拍賣制挹注公共化所需資金等政策，亦應妥善規劃立法。至於立法模式，

既可能訂定專法、修正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有關條文、準用既有法律（例如

公共電視法），亦可能在廣播電視法中另闢專章加以規範。在既有法律的授權

範圍之內（例如：廣播電視法、國有財產法等有關條文，以及，政府機關、

公營行庫與基金會以股東地位調整公司組織），則並不需要另行立法；透過相

關部會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即可推動台視與華視現有股份有限公司組織，逐

步朝向公共體制轉型。 

 

(本文作者石世豪現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本文原發表於政治大學《傳播研究簡訊》第二十四期，2000.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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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專家座談會訪談大綱 

 

一、通訊技術方面： 

1. 美規／歐規的決策過程、考量面向為何？ 

2. 歐規所支援的應用型態與發展可能性為何？ 

3. 電台發射設備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4. 節目製作及其他應用型態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5. 用戶端的接收裝備及應用設備為何？技術障礙或商品化關鍵為何？ 

6. 現行電波頻率管理（執照、核發標準、期限、使用費、條件及分配）是否

合理？應如何調整？ 

7. 以上問題(3.4.5.6.)的解決方案為何？目前做法的優劣勢如何補強？ 

8. 無線電波資源還可以如何運用？ 

9. 貴單位對於地表無線傳輸數位化的長程願景為何？其實踐條件為何？ 

10. 各種傳輸管道（地表無線電、衛星微波、線纜）之間應如何整體規劃？ 

二、業務型態方面： 

1. 現有無線電視業務如何配合數位化轉型？ 

2. 數位化之後可能新增的業務型態為何？無線電視業者如何開展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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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線電視業者未來的競爭對象為何？在哪些方面？將會如何競爭？ 

4. 無線電視業者在轉型及未來開展新業務時，可以合作或策略聯盟的對象為

何？在哪些方面？如何合作或聯盟？ 

5. 新業務之中有哪些必須合理規範？是否現行執照（許可）制度要配合調

整？ 

6. 對於現在、轉型過程、未來完成數位化三個不同階段的使用者／觀眾，貴

單位有何建議？ 

7. 相關市場收入是否足以支撐數位化所投注的成本？短缺或（鉅額）盈餘有

無特別處理方式？如果在轉型或未來市場發展任何階段中，市場收入不足

以支撐成本支出，政府是否應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加速或促成數位化？ 

三、管理架構方面： 

1. 數位化之後各項（新）業務將涉及哪些主管機關職權範圍？ 

2. 現在及轉型過程中有哪些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參與？哪些應參與卻未參

與？ 

3. 以上問題(1.2.)所涉及機關（應）如何相互協調？能否及如何整合或以其

他方式提升效能？ 

4. 還有哪些機構或組織應該投入數位化？未來又有哪些事務可以由大家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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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專家座談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    間：2000 年 10 月 9 日，下午四點至五點 

地    點：交通部郵電司司長辦公室 

出席人員：鄧添來(交通部郵電司司長)、姚秉忠(交通部郵電司科長)、石世豪 

、蔡志宏、景崇剛 

一、 通訊技術方面： 

1. 美規／歐規的決策過程、考量面向為何？ 

(1) 在數位電視的發展過程中，交通部負責技術性的傳輸規格。 

(2) 在數位電視各種傳輸通道的介面規格，最初決定衛星與有線採用歐規

的 DVB-S 與 DVB-C，但是地面無線採用 ATSC 標準。 

(3) 儘管當時已知美規不適於行動接收，但因為歐規當時須 8MHz 頻寬。

在別無選擇的狀況下，故採用美規。 

(4) 鑒於近二年來歐規 DVB-T 在行動接收及室內接收(抗多路徑干擾)方

面均有明顯之優勢，為因應國內業界需求，交通部決採技術中立原

則，由地面廣播電視業者視市場需求導向，選用美規 ATSC 或歐規

DVB-T 傳輸標準。另為考慮與現行類比電視系統之共通性，使用頻

寬以六兆赫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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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規所支援的應用型態與發展可能性為何？ 

目前所支援的型態以 SDTV 和 HDTV 為主(多媒體型態)，以及行動接收。 

3. 用戶端的接收裝備及應用設備為何？技術障礙或商品化關鍵為何？ 

如果地面、衛星與有線都採用歐規，則用戶接收電視訊號較單純，機上盒

的規格也較不複雜。現在經濟部也有科專計畫協助業者進行機上盒研發，

但徒有機上盒而無節目亦無法成功，因此交通部也多次敦促無線電視業者

加速數位化的腳步，但因為國際經濟不景氣，加上業者觀望，故進展較期

望為慢。 

4. 現行電波頻率管理（執照、核發標準、期限、使用費、條件及分配）是否

合理？應如何調整？ 

目前無線電視頻譜使用情況還不擁擠，而且其他類型電信事業亦不需使用

無線電視頻譜，因此還不須硬性制訂管理規則，等未來實際應用廣泛之

後，再行考慮電波頻率管理機制的調整。 

5. 貴單位對於地表無線傳輸數位化的長程願景為何？其實踐條件為何？ 

目前仍以既定的時間表為原則，不過考量到現實問題，還是得等到數位電

視普及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五用戶收看時才收回類比頻道。數位化之後，每

家電視台配置二個頻道，但如能採取單頻網，交通部將考慮收回一個頻

道，改善偏遠地區收視的十多個頻道亦視使用情況漸次收回，不過實際作

法將等業者實際開播之後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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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型態方面： 

1. 數位化之後可能新增的業務型態為何？無線電視業者如何開展新業務？ 

目前看來以資訊廣播最為可能，但業者可能並無意願從事資訊廣播。 

2. 無線電視業者未來的競爭對象為何？在哪些方面？將會如何競爭？ 

各類寬頻網路業者皆為數位電視業者未來可能的競爭對象。 

3. 新業務中有哪些必須合理規範？是否現行執照(許可)制度要配合調整？ 

   假如從事資料廣播，但業者單向傳輸且不直接收費，則仍屬廣播範疇，否

則皆屬電信業務，仍應回歸電信法的管制。 

4. 相關市場收入是否足以支撐數位化所投注的成本？短缺或（鉅額）盈餘有

無特別處理方式？如果在轉型或未來市場發展任何階段中，市場收入不足

以支撐成本支出，政府是否應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加速或促成數位化？ 

交通部由數位電視試播日起至 94 年 12 月 31 日，免繳數位頻道每年 1200

萬元使用費。但如果業者利用數位電視頻率從事電信業務，仍應予以收費。 

 

 

 

 

 

 



數位化時代無線電視之定位與發展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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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專家座談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    間：2000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地    點：電信總局副總局長辦公室 

出席人員：吳嘉輝(電信總局副總局長)、洪仁桂(電信總局廣電技術處處長)、

卓賢凱(電信總局廣電技術處科長)、石世豪、蔡志宏、莊春發、

景崇剛 

 

一、 通訊技術方面： 

1. 美規／歐規的決策過程、考量面向為何？ 

(1)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NII)於八十六年十一月

十日訂定我國數位電視廣播推動時程。 

(2) 依我國數位電視廣播推動時程，本局多次召集產、官、學、研各界研

議，並於八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舉行「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公聽

會」，建議「我國數位電視地面傳輸標準選定美規 ATSC 數位電視標

準」。並報經交通部核定後於同年五月八日公告。 

(3) 鑒於近二年來數位電視科技之發展，尤以歐規 DVB-T 在行動接收及

室內接收(抗多路徑干擾)方面均有明顯之優勢，為因應國內業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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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台灣數位電視委員會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函交通部建請政

府檢討數位電視地面傳輸標準。 

(4) 交通部於八十九年八月四日「傳輸規範與標準專案委員會」第十六次

會議，決議由台灣數位電視委員會及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台視等五家

電視台)自行辦理歐規 DVB-T 與美規 ATSC 測試，將結論提報討論。 

(5)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於九十年一月至四月底，委託大同大學進行室外定

點、室內定點及移動接收之歐規 DVB-T 與美規 ATSC 比較測試。 

(6) 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中美雙邊諮商會議，美方對我數位電視技術標準

表示關切，並建議政府採取技術中立原則。 

(7)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發展推動小組(NICI)於九十年四月二十日召開

「數位廣播電視發展推動會議」，決議請交通部於九十年六月十日前

檢討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交通部於同年五月七日函請本局召

開公聽會。 

(8) 本局於本(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邀集產、官、學、研各界召開公聽會，

獲致以下結論：有關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建議政府採取技術

中立，由地面廣播電視業者視市場需求導向，選用美規 ATSC 或歐規

DVB-T 傳輸標準。交通部於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傳輸規範與標準

專案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決議：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採取技

術中立，由地面廣播電視業者之相關公、協會，於九十年六月三十日

前，視市場需求導向，選用經國際電信聯盟(ITU)認可之國際標準，

報請交通部核定使用。另為考慮與現行類比電視系統之共通性，使用

頻寬以六兆赫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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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部於九十年六月十二日公告，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採取

技術中立之原則。 

(10)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行文政府，一致決定「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

準採用歐規 DVB-T 標準」，交通部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意備查。 

2. 歐規所支援的應用型態與發展可能性為何？ 

歐洲目前所支援的型態以 SDTV(標準畫質數位電視)多頻道、付費電視(有

鎖碼，須透過 smart card 解碼)、行動接收(如透過其他電信網路回傳，則

可具有互動功能，但屬於電信業務)為主，澳洲播放 SDTV 和 HDTV(高畫

質數位電視)。未來將增加 HDTV 及多媒體資訊廣播。 

3. 電台發射設備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各電台須重新建設數位發射設備，主要發射台有七站及數位化鏈路設備約

須新台幣二億元，及未來須逐步建設改善收視不良地區之轉播站約須新台

幣二億元。 

4. 節目製作及其他應用型態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無線電視廣播所使用的為公共頻譜資源，數位化之後，可壓縮多個頻道，

帶來更多製播節目的空間與開源的管道，使播放成本降低，無線電視台應

多提供多樣化服務。目前各電台節目製作設備大多已數位化，但製播

HDTV 節目設備須負擔數億元投資。 

5. 用戶端的接收裝備及應用設備為何？技術障礙或商品化關鍵為何？ 

DVB-T 歐規機上盒(STB)接收器及數位電視接收機，國內有數家完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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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軟硬體並已生產接收設備，如高昕公司、兆赫公司、大同公司等。但

關鍵技術之 DVB-T 晶片仍須進口。 

6. 現行電波頻率管理（執照、核發標準、期限、使用費、條件及分配）是否

合理？應如何調整？ 

電波頻率管理考量： 

(1) 無線電頻率使用之特性。 

(2) 依據市場需求，依不同業務別訂定收費標準，以反應頻譜資源之經濟

價值(如從事電信業務，須另申請電信執照，並繳交相關電波使用費)。 

(3) 無線電頻率之有效利用，俾舒解壅塞頻帶，促使節約頻寬。 

(4) 使用者付費的精神。 

交通部對電波頻率管理仍將配合電波監理政策定期檢討修正，期望朝合理

方向調整，以促進無線電頻率公平分配，頻譜資源有效利用，加強鼓勵無

線電科技、服務與應用之發展。理想上將朝內容製作與傳輸管道分開管理

的方向進行，但考慮現實情況，此一目標仍須分階段進行。 

7. 以上問題(3.4.5.6.)的解決方案為何？目前做法的優劣勢如何補強？ 

各電視公司數位化所需費用約新台幣十億元須各公司逐年編列採購。交通

部以免收數位頻道之頻率使用費。相關單住之稅捐減免方式減輕數位化所

需經費負擔。有關接收設備方面，國內工研院電通所有研發相關數位接收

設備之軟硬體，如字幕中文碼標準、電子節目表單(EPG)等。電信總局定

期檢討修正電波監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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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線電波資源還可以如何運用？ 

無線電波資源除一般通信及廣播運用，還可以公益性質應用，如緊急醫

療、救災或救難頻道、航空船舶通信。 

9. 貴單位對於地表無線傳輸數位化的長程願景為何？其實踐條件為何？ 

無線電視的數位化為無線電頻率資源的有效利用，能展現無限商機，為電

子商務最佳的夥伴。預料在十年內，全球有十億台傳統電視將被數位電視

所取代，每年並可新增 1.2 億台的商機。 

10. 各種傳輸管道（地表無線電、衛星微波、線纜）之間應如何整體規劃？ 

各種傳輸通道可發揮各自特點，地面無線電廣播以行動服務為主、衛星微

波廣播在偏遠及山區使用、線纜廣播在人口稠密地區使用。 

二、業務型態方面： 

1. 現有無線電視業務如何配合數位化轉型？ 

目前無線電視為類比方式提供服務以影像及聲音為主。未來數位化服務增

加資訊廣播之多媒體服務。現有無線電視業者應配合政策依時程完成數位

發射台架設，促進國內數位電視產業發展。硬體架設完成後，結合專業單

位研擬商業運作模式，包括收費管理、資訊廣播、寬頻營運。與產業相關

研發專案進行合作，如中文標準訂定、軟體共同平台標準。 

2. 數位化之後可能新增的業務型態為何？無線電視業者如何開展新業務？ 

提供多樣化的業務型態如(1)即時新聞、天氣預報、交通路況、生活資訊

等多元的公益服務(2)資訊廣播(3)行動電子商務，網路結合行動接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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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 

3. 無線電視業者未來的競爭對象為何？在哪些方面？將會如何競爭？ 

競爭對象除平面媒體(報紙、雜誌)外、與傳統固定通信、行動通信業者及

電子媒體(地面無線電、衛星微波、線纜)等各種寬頻通道平台競爭。行動

寬頻廣播服務為無線電視台之特色，可有效開發商機。 

4. 無線電視業者在轉型及未來開展新業務時，可以合作或策略聯盟的對象為

何？在哪些方面？如何合作或聯盟？ 

無線電視台合作或策略聯盟對象可為資訊業者、固網業者、行動通信業

者，提供資訊廣播服務。未來五家電視台在從事本業(節目製作)時仍可能

各自經營，但在從事電信業務上可能整合為一家公司或平台。 

5. 新業務中有哪些必須合理規範？是否現行執照（許可）制度要配合調整？ 

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法」急須修正，交通部主管「電信法」可允許無線

電視台業者申請電信執照。 

6. 對於現在、轉型過程、未來完成數位化三個不同階段的使用者／觀眾，貴

單位有何建議？ 

觀眾在無線電視合數位化轉型過程中，初期可先購買 STB，兩、三年後

數位化之軟硬體發展更完整者，再採購高畫質數位電視機。 

7. 相關市場收入是否足以支撐數位化所投注的成本？短缺或（鉅額）盈餘有

無特別處理方式？如果在轉型或未來市場發展任何階段中，市場收入不足

以支撐成本支出，政府是否應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加速或促成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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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必要的協助，交通部由數位電視試播日起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免繳數位電視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三、管理架構方面： 

1. 數位化之後各項（新）業務將涉及哪些主管機關職權範圍？ 

新業務涉及「廣電法」及「電信法」。目前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及新聞局。

預計明年底可能整合為「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以統一事權。 

2. 現在及轉型過程中有哪些機關或事業單位參與？哪些應參與卻未參與？ 

現有交通部、新聞局、經濟部、經濟部視訊推動小組等單位參與。電視的

數位化計劃須由相關業者一起合作推動(包含電視台、電視機製造商、電

視發射與製作器材製造商、學術研究單位)，不是僅由政府單方推動。 

3. 以上問題(1.2.)所涉及機關（應）如何相互協調？能否及如何整合或以其

他方式提升效能？ 

依據八十七年四月二日行政院指示及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行政院 NICI

小組召開「研討『成立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TIBC)事宜』」會議決議，由

「電信資訊傳播協調工作小組」就整合機關之組織架構進行研商。預計於

九十年十二月底前完成。目前暫時以「電信資訊及傳播協調工作小組」定

期商討涉及交通部及新聞局共同議題。 

4. 還有哪些機構或組織應投入數位化？未來有哪些事務可以由大家參與？ 

除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及公視五家電視公司須積極投入數位化外，國

內電視機業者、資訊業者、系統業者、學術界及研發單位參與研發生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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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電視機及 STB 之軟硬體，並宣導觀眾認識數位電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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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專家座談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時    間：200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二點三十分至五點 

地    點：中華電視公司工程部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月卿(中華民國電視學會秘書長)、陳繼曄(中華電視公司工程部

經理)、趙玉楷(電視學會數位電視廣播聯合辦公室主任)、黃耀德

(中華電視公司策略發展部研究員)、蔡志宏、莊春發、景崇剛 

 

一、 通訊技術方面： 

1. 美規／歐規的決策過程、考量面向為何？ 

(1)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NII)於八十五年開始評

估我國數位電視傳輸標準究竟應採美規 ATSC 或歐規 DVB 標準。當

時因為美規頻寬為 6MHz，歐規為 8MHz，而交通部又不可能將現行

類比電視的 6MHz 頻寬改為 8MHz，因為牽涉到頻道的指配，只好採

用美規。不過後來歐規技術已進展至可以在 6MHz 頻寬傳送節目。 

(2) ATSC 實驗台在八十九年成立後，一直無法克服行動接收的問題。 

(3) 歐規的另一項優點在可以有效解決多路徑干擾問題，可作室內接收。 

(4) ATSC 是以 HDTV 為主要設計，但 DVB-T 主要使用於 S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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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規所支援的應用型態與發展可能性為何？ 

就電視台的商業營運考量來說，數位電視將以傳送 SDTV 節目為主，但

未來不排除在特定時段播放 HDTV 節目。 

3. 電台發射設備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各台須五億元左右，未來應朝資源共享以節省成本方向努力。 

4. 節目製作及其他應用型態的必要調整及負擔如何？ 

五台節目專業分工，並與現在節目類型有明顯不同。 

5. 現行電波頻率管理（執照、核發標準、期限、使用費、條件及分配）是否

合理？應如何調整？ 

現行廣電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無論在節目與廣告管理的差異過大，以致有

線電視業者享有競爭優勢，雙方形成不公平競爭。 

6. 貴單位對於地表無線傳輸數位化的長程願景為何？其實踐條件為何？ 

數位化在救亡圖存，目前尚無中長程規劃，初期以本業為主，提供可供行

動接收之多頻道節目。 

二、業務型態方面： 

1. 現有無線電視業務如何配合數位化轉型？ 

數位化之後，初期仍將以本業為主，也就是電視節目廣播，至於是否從事

資料廣播，因為前景不明朗，加以目前許多國外例子都呈虧損，因此暫不

考慮資料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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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化之後可能新增的業務型態為何？無線電視業者如何開展新業務？ 

以尊重市場為最高指導原則，須先從事許多消費者與閱聽人調查，瞭解他

們到底需要業者提供哪些服務與業務。 

3. 無線電視業者未來的競爭對象為何？在哪些方面？將會如何競爭？ 

數位無線電視未來最大的競爭對象為有線電視，競爭面除了觀眾以外，還

有未來有線電視是否必須承載全部數位頻道，為免受制於有線電視，未來

數位無線電視在策略上必須盡可能不經過有線電視，否則機上盒也連帶無

法推廣，而是五家無線電視台共同組成多頻道無線平台，在頻道數上將可

與有線系統匹敵。 

4. 無線電視業者在轉型及未來開展新業務時，可以合作或策略聯盟的對象為

何？在哪些方面？如何合作或聯盟？ 

將五家無線電視台整合為一個平台，以經過小眾區隔之多頻道免費節目，

爭取收看有線頻道的觀眾，每家電視台必須推出若干優質節目，並區隔播

出時段，同時在機上盒也採取共同介面(common interface)，五家共用相同

標準，但目前合作仍有諸多困難待克服。 

5. 新業務中有哪些必須合理規範？是否現行執照（許可）制度要配合調整？ 

政府在管理上，應該要考量到是不是要這個產業活下去，然後要看科技進

展的走向，如果還是以無線電視產業自居，未來的路會越走越困難，現在

電信事業要轉廣播電視好像是很容易的，相對來說對於無線電視業者是很

不公平的，跨業經營還是有重重阻礙。如果政府在管制上不給業者足夠的

彈性，前景是很黯淡的，業者對於數位轉型也沒很大信心，不知數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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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何在？ 

6. 相關市場收入是否足以支撐數位化所投注的成本？短缺或（鉅額）盈餘有

無特別處理方式？如果在轉型或未來市場發展任何階段中，市場收入不足

以支撐成本支出，政府是否應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加速或促成數位化？ 

對於無線電視業者來說，數位化在短期內看不到特定商機，如果數位化是

政府既定政策，是否應考慮延後收回類比頻道的時程，並將電波使用費回

饋業者，以刺激業者的信心與轉換速度。政府也應將數位電視比照重點產

業進行補助，例如經濟部的軟體五年計畫等等。另，政府應出面整合各類

媒體，朝向集團化方向發展，以達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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