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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隨著資通訊與傳播科技的快速進展，在網路 IP（Internet Protocol）化、數位

化與寬頻化的發展趨勢下，資通訊服務之模式不斷改變，在服務不斷推陳出新之

助益下，通訊傳播在服務、網路、事業、終端、平臺、內容等面向之匯流發展現

象促使網路應用的服務範圍更為廣泛，讓新興媒體及電子商務更加蓬勃。也由於

影音視訊及網路多媒體的蓬勃發展，行動服務的需求大量增加，促使行動寬頻的

資料傳輸量需求激增，常衍生行動上網塞車及頻寬不足問題，使得電信產業界共

同認為現有行動通信網路架構的傳輸速率及頻寬容量已漸漸無法負荷需求。 

為因應此一發展，先進國家對於新世代的行動寬頻網路，或規劃其頻譜，或

釋出其執照，以滿足未來高速傳輸需求。觀察國際發展之趨勢，陸續已有國家推

動新世代行動寬頻計畫（如 LTE、WiMaxⅡ、IMT-Advanced 等），其可能衝擊既

有通訊傳播事業的基礎架構與經營模式，並帶動通訊傳播產業新興的視聽內容及

應用服務，進而產生產業發展的相關議題。國際上，行動寬頻已由第三代通訊網

路（3G）的WCDMA與HSDPA/HSUPA/HSPA+邁向更高速的 4G（IMT-Advanced）

演進，部分國家並已釋出供其可使用頻段，發展 LTE 網路，並先行推動相關監

理營運規劃。相關發展將改變相關產業的結構、產品及服務，並將影響服務創新

發展趨勢與監理機關相對因應之道。 

本計畫透過國外通訊傳播發展現況之檢視，發掘新世代行動寬頻的相關議題，

檢視新世代行動寬頻發展的技術與服務，研提我國新世代行動通訊寬頻政策、通

訊傳播趨勢分析與因應建議，提供行動寬頻相關議題研析及因應對策。包括：雲

端運算計畫經驗、行動寬頻應用之主要議題與營運模式分析、我國行動虛擬業者

（MVNO）之可行性分析，及行動寬頻漫遊及互連議題分析。於研究過程中，本

計畫亦針對國內專家學者及相關業者進行訪談與座談會議。透過對於產業界及專

家學者之深度訪談，瞭解產業界、學界及專門技術人員等利害關係人對於行動寬

頻政策推動之意見，以利於政府政策推動之意見交流，並對於政策進行討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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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助於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實況之掌握。業者之主要意見，多半希望主管機關

能夠確定政策目標，才能作為選擇方案的標準，同時針對釋照規範，特別是頻譜

之連續性、上下限與應採取是否絕對位置拍賣上，都有熱切的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我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釋照與監理法規分別提出幾項建議與

政策思考： 

一、 行動寬頻及釋照政策： 

建議擬定明確釋照目標與針對行動寬頻業務進行定義。對於行動寬頻業務之

頻譜分配，應將特殊性質的頻段必須先區分出來，明訂於拍賣規則中，同時對於

執照應採取全國性的營業區域，建議相關執照之期限訂為 15 年。此外，就技術

中立、頻譜上下限規範、漫遊、服務移轉與號碼可攜，基地台共站共構等事項亦

應一併考量。 

二、 監理法規修正建議及配套： 

本研究認為應就技術規範、涵蓋率及最低速率之要求，及溢波之規範進行研

議。再者，就寬頻服務涵蓋率而言，針對我國行動寬頻業務業者之寬頻服務涵蓋

率要求，主管機關所公布之徵詢文件中已經有初步規定，其相關規範與第三代行

動通信涵蓋率相當類似，僅因本次釋照採多頻段進行，於定義上似仍有部分待釐

清。 

三、 行動寬頻漫遊政策建議： 

就行動寬頻漫遊而言，現行我國電信法規對於新行動通信業務的提供，並未

強制要求現有的行動通信業者必須提供新進業者漫遊服務；有鑒於新進業者在網

路佈建初期，其網路規模無法與現有業者進行競爭，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在

應思考是否要求一定期限內「同時取得行動寬頻業務及 2G/3G」且具有顯著市場

力量的現有業者，有提供一定期間漫遊服務予新進業者的義務，以讓新進業者得

以在營運初期有較高爭取用戶的機會，促進行動寬頻業務整體成長，並有利全國

2G 用戶順利移轉至行動寬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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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動寬頻互連政策建議： 

由於 LTE 網路初期可能僅限於提供行動數據服務，其網路互連的政策及規

範即與「網際網路互連」（internet interconnection）將具有密切關係。本研究建議

未來主管機關在訂定符合我國需要的網際網路對等互連條件時，應一併適用於行

動寬頻網路之數據服務互連，以確保整體行動寬頻服務成長之健康環境。  

五、 行動寬頻 MVNO 政策建議： 

為長期促進行動通信服務市場的有效競爭，若經定期市場檢視程序確認我國

行動寬頻市場具有市場主導者，則原則上即可要求具有提供 MVNO 批發服務的

法律義務。  

六、 其它配套之政策思考： 

行動寬頻網路的擁塞問題未來仍然是可能的議題，要讓行動寬頻網路更有效

率，相關議題如「網路中立性」、「網路應用平台中立性」及「網路公平使用」等

皆應被探討。 

綜整以上，本研究於執行過程中，首先針對世界先進各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

策及雲端運算計畫之資料文獻完成蒐集、分析及比較。亦已對新世代行動寬頻相

關議題進行研析，並提出適合我國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釋照、趨勢分析與監

理法規因應建議。希冀本研究所提出之發現與建議，能為主管機關所進行參考，

俾利我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及法規之規劃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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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pinn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CT technologies and the emerging trend 

of IP (Internet Protocol) networking, digitization, and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the 

modes of supply for ICT services is also changing. Stimulated by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communications network, 

business models, terminals, platform and content also provides the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uch broader range of network applications, 

and this in terms has supported the flourishing of new media services and e-commerce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he booming demands for audio-visual content and Internet 

multimedia services on mobile devices have often caused congestion and bandwidth 

restriction issues in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s. As a result, the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has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transmission speed and bandwidth 

capacity of the current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 will not be to support market 

demands and services requirements before long.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and restrictions,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have already 

adopted new policie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 including, 

inter alia, spectrum planning, and/or the releasing of new mobile broadband licenses, 

in order to meet the future demands of high-speed mobile broadband. The new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 policy, involving mobile broadb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LTE, 

Wimax II and IMT-Advanced that these countries have adopted, may bring impacts to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odels. Potentially it could also facilitate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audiovisual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o take place; all of which would certainly introduce new 

polic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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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ies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3G) mobile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such as WCDMA and HSDPA / HSUPA / HSPA+, have 

already evolved towards the high-speed 4G (IMT-Advanc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ome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released spectrums to deploy LTE 

networks, but also introduced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new broadband network. Following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s, it is expected that such 

trends might cause impact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ated industr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 as well as regulatory structure. 

This study have review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foreign 

tele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explored related issues in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examined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and recommended national 

policies, conduct trend analysis to resolve emerging issues in the mobile broadband 

business and recommend several responding strategies.  The content of this report 

thus includes experiences of various cloud computing projects, analysis of major 

issues in the mobile broadband applications and their operation models,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mobile virtual operators (MVNO), an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roaming and interconnection among mobile broadband operators.  

In the course of the research, the project team has arranged interviews and 

meetings with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study.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eetings, the working group was able to comprehend the perspectives 

and positions of the industry, academia, specialize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to exchange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government’s policies in 

promoting mobile broadband, so that we can have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urrent market development.  



XIII 

In this study,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industry we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issues relating to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when plann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policy, can be guided by clearly defined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which can be used as metrics for selecting options of different spectrum 

allocation and assignment models. Meanwhile, as to the legal framework of spectral 

licens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spectrum blocks, the spectrum cap/the minimum 

spectrum requirement, and the location of spectrum blocks during an auction have 

attracted most discuss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we summarized our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obile broadband policy, spectrum licensing and related 

regulation as followed. 

A. Mobile broadband and related licensing polic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lear goals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the licensing of 

new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and a precise definition of mobile 

broadband business/service needs to be provided in advanced.  

 Spectrum block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nd 

stated clearly in auction rules. 

 The business area for these licenses should be the whole nation. 

 Licenses are suggested to be valid for at least 15 years. 

 Other issues, including technology neutrality, spectrum cap and minimal 

requirement of spectrum, roaming, change of service providers, number 

portability, and co-construction/co-location of base stations, etc. should also 

b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s and planned before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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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oposed supervisory amendment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Issues as to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such as the service coverage 

requirement and the minimum downlink speed requirements, and the limit 

of spurious emissions will need further study. 

 Regarding the coverage area of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has promulgated preliminary rules for the coverage requirement 

for future mobile broadband operators, and the rules are quite similar to the 

coverage requirement of the (3G) third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busin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licensing procedure involves 

spectrum blocks in multiple bands, further clarifica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detailed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of the coverage of a mobile broadband 

operator. 

C. Recommendations on mobile broadband roaming policy:  

 Under current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s, provision of roaming services 

to new mobile broadband provider is not mandatory for an incumbent 

mobile broadband operator. Due to the fact that new entrants may not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incumbent mobile broadband provid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ir network deploy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egulator can consider to impose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a limited 

period and also ask all operators with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also 

own both 2G/3G networks and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s to accept 

roaming requests, so that a new entrant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 the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 can grow at a faster pace, and the 

transition of 2G subscribers to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can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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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er for the whole nation.   

D. Recommendations on mobile broadband interconnection policy:  

 At the early stage of LTE network deployment, mobile broadband operators 

may very likely provide mobile data services only. Therefore, we expect 

their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policies will be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This study thus suggests that when considering future 

regulation for the interconnection of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s,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apply rules similar to the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s, to ensure a healthy environment to the overall growth of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E. Recommendations on mobile broadband MVNO policy:  

 In order to steadily promot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market, if the regular market inspection process can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a market leader in the mobile broadband market, then generally 

this market leader should be required to fulfill the legal obligation as a 

mobile broadband MVNO wholesale service provider.  

F. Recommendations on other complementary supporting measures policy:  

   We expect network congestion may still become issues when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s are deployed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aintain high efficiency 

of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s, related issues such as "network neutrality", "network 

application platform neutrality" and "fair use of network"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studied.  

In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completed a literature review by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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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policies and cloud 

computing projects in various advanced countries. Moreover, in the study we conduct 

analysi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business, and 

then provide our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policies, licensing rule and procedure, trend analysis and regulation issues.  

We hope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report can be us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as referenc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facilitate future 

planning and revis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mobile broadband busines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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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我國於近年來逐步躍升成為全球科技龍頭與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設備製造生產之領導者之一，這些成功可歸功

於我國穩固的資通訊基礎建設之上。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報告強調，寬頻網路對提升

生產力及技術創新具有重大貢獻，估計寬頻普及率每提高 10%，可提升國內生產

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成長率 1. 12%。 

然而，隨著資通訊與傳播科技的快速進展，在網路 IP（Internet Protocol）化、

數位化與寬頻化的發展趨勢下，資通訊服務之模式不斷改變，在服務不斷推陳出

新之下，通訊傳播在服務、網路、事業、終端、平臺、內容等面向之匯流發展現

象促使網路應用的服務範圍更為廣泛，讓新興媒體及電子商務更加蓬勃。也由於

影音視訊及網路多媒體的蓬勃發展，行動服務的需求大量增加，促使行動寬頻的

資料傳輸量需求激增，常衍生上網塞車及頻寬不足問題，使得現有行動通信網路

服務系統的傳輸速率及頻寬漸漸無法負荷需求，先進國家對於新世代的行動寬頻

網路，或規劃其頻譜，或已釋出其執照，以滿足未來高速傳輸需求。 

觀察國際發展之趨勢，陸續已有國家推動新世代行動寬頻計畫（如 LTE、

WimaxⅡ、IMT-Advanced 等），其可能衝擊既有通訊傳播事業的基礎架構與經營

模式，並帶動通訊傳播產業新興的視聽內容及應用服務，進而產生產業發展的相

關議題。國際上，行動寬頻已由第三代通訊網路（ 3G）的 WCDMA 與

HSDPA/HSUPA/HSPA+邁向更高速的 4G（IMT-Advanced）發展，部分國家並已

釋出供其可使用頻段，發展 LTE 網路，並推動相關監理營運的規劃。相關發展，

將改變相關產業的結構、產品及服務，並影響新興服務之發展趨勢與其相對因應

之道。本計畫冀望透過觀察國外通訊傳播發展現況，發掘新世代行動寬頻的相關

議題，因應新世代行動寬頻發展的技術與服務，擬研提我國新世代行動通訊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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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通訊傳播趨勢分析與因應建議，提供行動寬頻相關議題及因應對策，俾利

我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及法規之規劃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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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分析 

一、 行動寬頻已成市場主流 

觀察世界各先進國家之行動通訊營運商皆已積極佈建第三代（3G）通訊網

路，持續擴大網路覆蓋率。究其原因，不外於數據服務搭配智慧型手機、小筆電、

平板電腦…等方案之奏效，讓消費者對於行動數據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此外，

iPhone 等智慧型手機、小筆電、平板電腦…等的消費型電子產品大行其道，亦間

接促成了消費者對行動寬頻的使用，同時也反映在系統營運商的網路流量統計當

中。參考 visiongain 之統計顯示，在 2010 年，全球行動寬頻（數據）用戶首度

超越固網寬頻（數據）用戶，可預見的是全球行動數據流量（Mobile Data Traffic）

將逐漸超越行動語音流量（MobileVoice Traffic）。 

 

圖 1-2-1  Visiongain 預測全球行動寬頻(數據)用戶成長趨勢 

衡酌行動寬頻的需求發展，市場機制已選擇了具有廣大生態系 （Eco-system）

為基礎的 3GPP 技術標準，作為未來主流技術。未來全球行動寬頻的發展，可

預見其將依循著 3GPP 技術規範的發展進度，逐步朝向 LTE 邁進。就現有行動

寬頻技術而言，無論是 3GPP 標準的 HSPA，或是 3GPP 2 的 EVDO，甚或是 

IEEE 的 WiMAX，都將以 LTE 作為下一步演進的依歸。技術之選擇，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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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環境配套之因應，並對於市場應採取何種之輔導措施亦成為政策規劃之重

點。 

二、 頻譜資源之有效性運用 

行動通訊必須仰賴一定之無線電頻譜進行，行動無線電頻譜與土地相同，皆

為國家稀有的資源，更對民眾生活與產業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惟近年來隨著

無線通訊技術之快速發展所衍生而來的服務多樣化，正使得大多數國家面臨日益

嚴重的頻譜不足問題。綜觀各種國外施行至今之頻譜管理手法，除了從技術方面

會受到必然的管制外，當前的無線通訊系統也均是配合應用規格的要求而設計的。

然而，隨著技術發展，加上無線通訊需求急遽擴大，舊有的頻譜管理機制已產生

有限的無線電波無法有效使用的狀況。對此，我國一向致力在與國際趨勢充分接

軌之前提下，妥善規劃頻譜之利用，以期能持續推動電信服務與網通設備產業的

蓬勃發展，為全體國民帶來更優質且便利之生活。呼應頻譜需求不斷擴大，頻譜

使用效率的提升已成為今日全球無線通信領域的當務之急，故各國皆致力思考藉

由技術革新提升頻譜使用效率，以將頻譜利用發揮最大效用。而面對無線通信業

界興起的激烈環境變化，為兼顧國民利益與產業發展，我國必須策略性掌握相關

技術動向、電信先進國家的頻譜管理手法，及充分瞭解國內需求，並活用於頻譜

政策之擬定，俾利在無線通信領域保有國際競爭力。 

三、 雲端運算之多樣性服務 

雲端運算已成為現階段許多先進國家的主要產業推動方向，由於其具有節省

運算資源並大幅提升運算效率的效益，因此各國無論在公部門或私部門，皆大力

倡導雲端運算之應用。在活化私部門應用雲端運算的層面，讓企業使用者充分體

認雲端運算效益，並具備規避其特有風險的能力，進而增進其利用雲端運算的意

願，是活絡整個雲端產業供應面的關鍵。我國自民國 99 年 4 月經濟部提出「雲

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經行政院核定通過而揭示其為我國重大產業政策以來，

相關產業莫不期待雲端服務帶來相當可觀的商機；然從推動雲端服務利用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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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情形觀之，卻發現許多企業使用者對於雲端服務之採用，因擔憂資訊安全

及法規遵循受衝擊而抱持退卻態度。再者，雲端服務雖可提供多樣性之服務類型，

但相關服務之提供，往往係現行法規所無法解釋與涵攝之範圍，形成管制上之困

難。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對於雲端服務如強加以過多的規範與限制，又恐造成

產業發展推動上的障礙。因此，對於雲端服務及相關產業之推動，已為政策思考

不得不審慎待之課題。 

四、 我國智慧行動裝置產業蓬勃發展 

全球通訊產業專家普遍仍認為智慧型手機市場於 2012 年將持續加速成長，

前景非常看好。根據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顯示，2011 年第三季全球的手機

出貨量已達到 4.4 億支。其中，智慧型手機的出貨量達到 1. 15 億支，占所有手

機出貨量的 26%，而市場顧問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也預估，2011 年至 2015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累計銷量將達到 40 億台；2011 年總銷售額將會超越筆記型

電腦，意即目前網路存取與運算的主要運算設備將由電腦領域轉換至手機，屆時

全球市場將成為智慧型手機天下。 

智慧型手機除硬體、軟體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另人注目外，還有另一重要議題

受電信業者關注的為智慧型手機之行動網路標準。因智慧型手機普及帶動數據通

訊量急增，故全球電信業者也紛紛加快高速行動通訊服務的設備投資腳步。全球

行動通訊協會(GSMA)之會員普遍認同以HSPA與HSPA+為主流的行動通訊市場，

未來應逐步升級至 LTE 網路，這是 LTE 成功的最大原因，也促使手機廠商、設

備商以及服務營運商決定全力投入 LTE 開發智慧型手機產品。目前這兩種技術

台灣都已有產品出貨(如表 1-2-1)，未來採用之 LTE 及 LTE-Advanced 將成為全球

未來主流之無線行動寬頻技術已是無庸置疑的。但是目前 HSPA 產品及服務也不

會急於消失；仍具有相當市占率，故有許多電信營運商均採逐步演進策略從HSPA

轉換成 LTE。由於穩扎穩打從 HSPA 轉型至 LTE 是現在營運商考慮的策略，也

因此出現我國產業尚可追趕之空間。我國新世代無線寬頻政策如何協助我國手機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AD8%u901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AD8%u901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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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成長，亦將是我國電子資訊產業極為期待的議題。 

表 1-2-1  台灣 HSPA 和 LTE 產品出貨廠商一覽表 

技術 

產品 
HSPA LTE-FDD TD-LTE 

模組  廣達 廣達 

Dongle 鉅瞻、海華 正文、廣達、智易、

鉅瞻、明泰、智邦(鈺

程) 

正文、廣達、智邦(鈺

程) 

Mobile 

Router 

(Mobile 

Hotspot) 

鉅瞻、海華 智易、正文、合勤、

鴻海、友訊、訊舟 

合勤 

Femtocell 正文、中磊   

手機 宏達電 宏達電 華碩 

Tablet 宏達電、宏碁、華碩 宏達電、宏碁、廣達 廣達、華碩 

Notebook  廣達 華碩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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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與評論 

透過國內外政策文件及文獻之蒐集，掌握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於寬頻政策及雲

端發展計畫之規劃，包括歐盟（英國、德國、法國、芬蘭、捷克）、美國、日本、

韓國、澳洲、中國大陸及新加坡等國家。除就各國發展行動寬頻之策略進行研究

外，亦著重於了解其通訊傳播事業現況與所提供之服務，對現有監理機制與相關

產業發展之影響。基本上，將依據：釋照政策、整體頻譜資源規劃、競爭議題等

不同面向，進行資料之分析與整理。經過比較及分析上述國家因應新科技行動寬

頻延伸的雲端計畫及服務型態等相關議題（如既有業者未來之營運模式等），及

其因應對策，發掘新世代行動寬頻可能產生的相關議題。 

(二) 深度訪談 

透過對於產業界及專家學者之深度訪談，瞭解一般社會、產業界、學界及專

門技術人員等利害關係人對於行動寬頻政策推動之意見，以利於政府政策推動之

意見交流，並對於政策進行討論，希望有助於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實狀之掌握。

針對本計畫內需有專業人士意見支撐與驗證，或需要多方反覆討論之特定議題，

研究團隊將使用深度訪談法強化證據支撐力，本研究預計將針對行動通訊製造及

服務提供等不同產業之公協會，包括行動通訊產業及智慧裝置製造產業，蒐集匯

整寬頻產業推動之具體建議，配合國內外文獻的研究，將成為本計畫最後提出具

體政策建議之規劃基礎。 

(三) 專家座談會 

本研究預計舉辦透過至少一次專家學者的綜合座談會議，並配合前述之產業

意見，蒐集產、官、學及研對於我國發展新世代行動寬頻相關議題的意見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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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步驟 

 

圖 1-3-1  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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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工作項目完成進度 

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已依照工作需求書之工作目標及項目完成： 

(一) 針對世界先進各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及雲端運算計畫之相關資料完成蒐

集、分析及比較。(如第二章及第三章) 

(二) 對新世代行動寬頻相關議題進行研析，並提出適合我國之新世代行動寬頻

政策、釋照、趨勢分析與監理法規因應建議。(如第五章) 

二、 已舉辦之專家座談會及深度訪談：(紀錄摘要如第四章) 

(一) 已舉辦四場專家座談會： 

1.頻譜拍賣機制設計專家座談會 

(1) 時間：7 月 9 日 

(2) 地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 樓 2003 會議室 

(3) 出席人員：張時中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樊沁萍教授(東吳大學

經濟系)、王碧蓮顧問(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監事)、周韻采副教授(元智

大學資訊社會所)、李淳副執行長(中華經濟研究院)、王井煦科長、鍾

國強科長、許裕昌高級工程師(中華電信)、林偉文副總經理、江華珮

協理、賀陳冉經理(遠傳電信)、吳中志副處長、蔡宏利高級專員、曾

志強經理(台灣大哥大)、柯念祖處長、蔡姿秀專案經理(威寶電信)、

王建中工程師、何伯陽經理(亞太電信) 

2.頻譜拍賣機制規劃專家諮詢座談會 

(1) 時間：10 月 19 日 

(2) 地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 樓 2004 會議室 

(3) 出席人員：張仲儒教授(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李大嵩教授(交通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樊沁萍教授(東吳大學經濟系)、林欣吾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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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王德威副處長、蔡國棟簡任技正(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王碧蓮顧問、李淳秘書長(台灣通訊學會) 

3.行動寬頻釋照規劃(技術)專家座談會 

(1) 時間：11 月 13 日 

(2) 地點：公務人員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會議室 

(3) 出席人員：王碧蓮顧問、唐震寰教授(台灣通訊學會)、李文欽經理(經

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方志強技正(經濟部工業局)、陳焙煌總

監(Nokia Siemens Networks) 、王方平資深協理、楊宗憲協理、林幼

琦經理(Ericsson)、石明宗經理(Alcatel-Lucent)、陳心元資深專案經理、

翟堅資深專案經理(威寶電信)、鍾國強科長、陳元凱高級工程師、張

維儒工程師(中華電信)、曾志強經理、蔡宏利高級專員(台灣大哥大)、

賀陳冉資深經理、潘林峰經理(遠傳電信) 

4.行動寬頻釋照規劃專家座談會 

(1) 時間：12 月 11 日 

(2) 地點：中華電信行動分公司 11 樓 1107 會議室 

(3) 出席人員：王碧蓮顧問(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監事)、周韻采副教授(元智

大學資訊社會所)、鍾國強科長、陳元凱主任工程師、張維儒工程師

(中華電信)、賀陳冉經理、蔡文璋技術副理(遠傳電信)、楊据煌副總

經理、吳中志副處長、曾志強副理(台灣大哥大)、柯念祖處長、翟堅

資深專案經理(威寶電信)及何兆清特助、何伯陽經理、王建中工程師、

曾惠雯專員(亞太電信)  

(二) 已舉辦兩場專家深度訪談： 

1.美商高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黃慶原總監 

(1) 時間：8 月 29 日 

(2) 地點：台灣通訊學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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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林寶樹主任 

(1) 時間：12 月 13 日 

(2) 地點：交通大學電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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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進國家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第一節 歐盟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無線頻譜之應用方面，每年為歐盟創造了 2500 億歐元的產值，創造 350 萬

就業機會及每年 1300 億歐元之稅收。無線頻譜之有效利用更是達成 2013 年寬頻

普及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1；因此，歐盟於電信改革方案2中揭示如下頻譜政策： 

 頻譜分配需符合技術及服務中立原則 

 頻譜使用權自由化及促進頻譜交易與租賃 

電信改革方案並建議歐盟執委會提出一個多年度之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

(multi-annual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 RSPP)，以明確列出頻譜策略計劃

及和諧使用之政策方向及目標。 

爰此，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 9 月 20 日提出「第一份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建

議案(The proposal of the first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 RSPP)
3」，經過公眾

意見之徵詢及意見分析後，歐盟於 2012 年 3 月 14 日正式公布 2010 ~2015 年之

多年度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A multiannual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最終

版。 

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RSPP)將釋出足夠的頻譜供無線應用，諸如高速第四代

無線寬頻服務、智慧運輸、健康照護、環境監測及能源管理等應用。簡言之，無

線電頻譜政策計畫用以支援「歐洲 2020 策略(The European 2020 Strategy)」，以

達成智慧性成長（Smart Growth）、永續性成長（Sustainable Growth）及包容性

成長（Inclusive Growth）之願景，實現歐洲數位議程(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an, 

                                                 

1 IP/11/889Brussels, 9th December 2011 

2 Telecoms Reform Package, 25 November 2009 

3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 the 

first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 COM(2010) 471 final, Brussels, 2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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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的政策目標-2020 年，所有歐盟居民皆可接取 30 Mbps 之下載速率的寬頻服

務4。 

多年度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明定會員國應遵循之頻譜監管指導原則、詳列年

度頻譜釋出計畫，以及引進創新性機制，以確保頻譜最佳化使用，諸如技術與服

務中立、競爭原則、頻譜交易及頻譜共同使用與防止頻譜囤積等。全文共計十七

條文，包括目的和範圍、一般監管原則、政策目標、增進效率和彈性、競爭、無

線寬頻通訊之頻譜需求、其他無線通訊之頻譜需求、其他特定歐盟政策之頻譜需

求、頻譜使用狀態盤點等重要條文。重點說明如下： 

(一)  一般監管原則 

 促進競爭 

 鼓勵彈性與促進創新 

 促進無線電頻率之和諧使用 

 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之頻譜使用權採技術中立及服務中立原則，以及

個人使用之頻譜使用權得轉讓或出租 

(二)  政策目標 

 鼓勵有效管理與使用頻譜 

 及時分配頻譜以支援歐盟目標及因應無線數據業務量成長之需 

 縮減數位落差 

 鼓勵無線基地台等基礎設施共享 

 維持市場競爭，避免無線電頻率資源過度集中 

 

 

 

                                                 

4 The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calls for all Union citizens to have access to broadband at 

a speed of at least 30 Mbps b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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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進效率和彈性 

 鼓勵頻譜集體使用 (collection use) 與頻譜共享(shared use)
5
 

 盡可能採用技術中立與服務中立以及頻譜交易或租賃作法，以增進頻

譜之使用效率 

 採取監理手段，諸如罰金、撤銷使用權等措施，以避免頻譜囤積 

(四) 競爭 

 設定頻譜上限或附加條件，例如提供 MVNO 服務、漫遊服務等，以促

進行動市場競爭 

 保留頻譜予新進者 

二、 頻譜資源規劃 

因應無線數據業務成長之需，歐盟將依據頻譜使用效率盤點結果，鑑定至少

1200MHz 頻譜資源(包括使用中之頻譜) 供 2015 年前無線寬頻通訊之用。歐盟

2010 ~2015 年頻譜計畫6整理如圖 2-1-1。重要釋出計畫說明如下： 

(一) 2012 年底前，會員國應開放 2.5-2.69 GHz，3.4-3.8 GHz 以及 900MHz/1800 

MHz 頻段供無線寬頻通訊使用，包括 3G/4G 行動通訊服務； 

(二) 2013 年 1 月 1 日前(至遲 2015 年 12 月底)，會員國應開放 800 MHz 頻段供

無線寬頻通訊使用，其中主要目標之一為偏鄉地區之寬頻服務之普及； 

(三) 歐盟將與會員國合作，至遲於 2013年中前，提出分析 400 MHz 至 6GHz頻

段範圍之頻譜使用效率之盤點方法暨說明，頻譜盤點將作為檢視 2015 年前

是否有採取進一步釋出額外頻譜供無線寬頻服務之基礎資料，包括 

                                                 

5 EU communication on "Promoting the shared use of radio spectrum resources in the EU" . 

September 2012 :Collective Use of Spectrum (CUS) model that allows spectrum to be used 

by more than one user simultaneously without requiring a licence ; A Licensed Shared 

Access (LSA) model in which users have individual rights to access a shared spectrum band.   

6 Establishing a multi-annual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st16228.e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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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頻譜交易之調和頻譜 

 可供生命安全服務以及民眾保護使用之調和頻譜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 

 

 

主要項目 預期成果 

2013 年前（或最遲在 2015 年），

清出  800 MHz 頻段  (790–

862MHz)供無線寬頻使用 

對於無法以固定線路來佈建之不經濟地區，以

無線技術提供超高速網路，達成 2013 年寬頻

覆蓋率 100%的目標 

 

2012 年，釋出技術上已調和、可

供無線寬頻使用之頻譜  （即 

900/1800MHz 、  2.5 GHz 和 

3.4–3.8 GHz 頻段） 

促進高效頻譜管理，確保有足夠的頻譜可供部

署次世代行動寬頻 

 

強制技術上已調和之頻譜可供

交易 (即 800/900/1800 MHz、 

2.1 GHz、2.5 GHz 和 3.4–3.8 

GHz 頻段） 

便利新頻譜的拍賣(當業者受到總頻譜上限規

制或當不平均的頻譜持有而延遲頻譜的釋出) 

 

圖 2-1-1  歐盟鼓勵行動寬頻之投資之多年度頻譜政策 

資料來源：OVUM , 29/May/2012  

三、 歐盟會員國頻譜釋出執行狀況 

歐盟會員國已遵照該頻譜釋出計畫，積極進行頻譜釋出之執行計劃。相關拍

賣計畫整理如表 2-1-1 及表 2-1-2。 

September 20, 2010: 

first proposal for a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 

Before 2013: target of (basic) 

broadband for all by 2013 

January 1, 2013: 800MHz band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for 

mobile broadband 

2015: ultimate deadline for 

making available the 800MHz 

band  

2015: identify total of 1200MHz 

for mobile broadband 

By 2012: 900/1800MHz, 

2.5GHz, and 3.4–3.8GHz 

bands should have been 

allocated 

Majority of combined 

 800MHz and 2.6GHz 

awards take place 

some early awards 

of  

of the digital dividend 

((8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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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800MHz 頻段之拍賣計畫  

國

家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

務 

(rollout obligation) 

時照效期 

丹

麥 

2Q12 

(planned) 

一個 2×10 

兆赫塊、 

四個  2 × 5 

兆赫頻塊  

每個競標者：不超過 

2× 20 MHz 

提 供 戶 外 覆 蓋 

99.8%的家庭、和

戶外覆蓋  98%的

土地面積，下載速

率 至 少 10Mbps 

(諮詢中) 

22 年 (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算) 

法

國 

2011 年 

12 月 

兩個 2×10 

兆 赫 頻

塊，兩個 2

×5 兆赫頻

塊 

每個業者：2 × 15 MHz 覆蓋範圍： 在 12 

年 內 達 人 口 的

98%的，在 15 年

達人口的 99.6 % 

20 年 

德

國 

2010 年 

5 月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持有 900MHz 頻段之

業者：2×10 MHz， 

所有其他業者 2x 15 

MHz 

優先考慮農村地

區的覆蓋範圍 

直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愛

爾

蘭 

2012 年 

(planned)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800/900/1800MHz 頻

段：合計不得超過 2 x 

50 MHz 

針對 1 GHz 以下頻

譜：以 2 x 20 MHz 為

限。  

• 針 對 現 有 的

MNO 業者，在三

年內達 70%的人

口； 

•· 新進業者，三年

達 35%、七年達 

70%的人口。 

15 年 

(諮詢中) 

義

大

利 

2011 年 

9 月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包括  900MHz 頻段

合計 2 × 25 MHz，  

在三年內達人口

之 30%， 

在五年達人口之

75% 

直到  2029 年 

12 月 31 日 

荷

蘭 

2012 年 

(Planned)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800 MHz 頻段保留兩

張執照給新進者、 

900MHz 頻段預留一

張執照給新進者，此

外新進者仍然能夠競

標其餘頻譜 

覆蓋範圍：每個 

2x5 MHz 頻塊，兩

年內達 308 平方

公里；在五年之內

達 3,080 平方公

里。 

 

直到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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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

務 

(rollout obligation) 

時照效期 

葡

萄

牙 

2011 年 

12 月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800 MHz 頻段：2× 10 

MHz；800/900MHz 頻

帶合計：2x 20 MHz 

覆蓋達  80 個偏

遠地區(根據標得

的頻塊數而定) 

15 年 

西

班

牙 

2011 年 

7 月 

六個  2 × 5 

兆赫頻塊 

800 /900MHz 頻段合

計：2×25 MHz  

2020 年元月一日

前，提供 30Mbps

下載速率之行動

寬頻服務予 90%

之所有人口少於

5000 之村鎮。 

 

直 到  2030 

年 12 月 31 

日 

瑞

典 

2011 年 

3 月 

三個  2×10 

兆赫頻塊 

每一業者至多  2×10 

MHz 

Net4Mobility 的

執照有網路覆蓋

義務 

2035 年  12 

月 31 日 

資料來源：presention by Matthew Howett, OVUM on 29/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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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2.6 GHz 頻段之拍賣計畫 

國

家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頻譜上線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照效期 

奧

地

利 

2010 

年 

10 

月 

14 個  2×5 兆

赫 FDD 頻塊， 

10 個  5 兆赫 

TDD 頻塊 

持 有  900 

/1700/1800MHz

之業者：至多六

個 FDD 頻塊； 

其他業者：至多

八個  FDD 頻

塊 

2013 年  12 月  31 

日達到 25%的人口  

直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比

利

時 

2011 

年 

11 

月 

兩 個  2 × 20 

MHz，一個 2×

15 MHz FDD 

塊以及一個 45 

MHz TDD 頻

塊 

每一業者：2 × 

20 MHz FDD 

或  45 MHz 

TDD  

沒有佈建義務 2012 年 7 

月 1 日起

算 15 年，

屆 期 更

新，每次效

期為五年 

丹

麥 

2010 

年  5 

月 

14 個 2×5 兆赫 

FDD 塊，10 個

5 兆赫  TDD 

頻塊 

每一業者：2×20 

MHz FDD + 10 

MHz TDD 

或  50 MHz 

TDD 

沒有覆蓋義務 20 年 

芬

蘭 

2009 

年 

11 

月 

14個 2×5 兆赫 

FDD 頻塊， 

一個  50 兆赫 

TDD 頻塊 

每一業者： 50 

MHz 

Å land 地區除外之

全國地區 

20 年 

法

國 

2011 

年 

10 

月 

兩 個  2 × 20 

MHz FDD 

塊，一個 2×15 

MHz FDD 頻塊 

每一業者：2 × 

15 MHz FDD 

在四年內達人口的 

25 %、八年內達人

口之 60%、，12 年

達人口之 75% 

20 年 

德

國 

2010 

年  5 

月 

14 個 2×5 MHz 

FDD， 10 個 5 

兆赫 TDD 頻塊 

 

 

 

 

 

-  到 2013 年 1 月達

人口之 25% ，到 

2015 年不低於人口

之 50% 

直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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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頻譜上線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照效期 

義

大

利 

2011 

年  9 

月 

12 個  2×5 兆

赫 FDD 頻塊， 

兩個  15 MHz 

TDD 頻塊 

TDD 與 FDD 合

計：每個業者 

55 MHz 限制 

兩年內達人口之

20%，四年內達人口

之 40%。且至少涵

蓋各區域人口之 

5%。.僅持有 2.6GHz

之業者，其網路覆蓋

率可各酌減 30%。 

直到 2029 

年  12 月 

31 日 

立

陶

宛 

2012 

年  3 

月 

3 個 2×20 MHz 

FDD 頻塊 

每個業者：一個

頻塊 

在三年內，至少達五

個城市的 50%網路

覆蓋 

在五年內 達十五個

城市的 50%以上網

路覆蓋 

15 年 

荷

蘭 

2010 

年  4 

月 

13個 2×5 兆赫 

FDD 頻塊 ； 

12 個  5 兆赫 

TDD 頻塊 

現有業者： 55 

MHz 限制 

每個 FDD 頻塊，在

兩年內達 20 平方

公里：，在五年內達

200 平方公里。 

20 年 

挪

威 

2007 

年 

11 

月 

8個  2×5 兆赫 

FDD 頻塊， 

11 個 10 MHz 

TDD 頻塊 

2500 –

2690MHz 頻

段：每一地區至

多 90 MHz 

沒有覆蓋或佈建義

務 

直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葡

萄

牙 

2011 

年 

12 

月 

14個 2×5 兆赫 

FDD 頻 塊 ；  

兩個  25 MHz 

TDD 頻塊 

每個業者：2 × 

20 MHz  

沒有覆蓋義務 15 年 

西

班

牙 

2011 

年  7 

月 

7 個 2×5 兆赫 

FDD 頻塊， 

三個  10 MHz 

TDD 頻塊 

1800/ 2100MHz 

和 2.6 GHz 頻

段 合 計 ： 135 

MHz  

沒有佈建義務 直到 2030 

年  12 月 

31 日 

瑞

典 

2008 

年  5 

月 

14 個  2×5 兆

赫頻塊， 

一個  50 兆赫 

TDD 頻塊 

持 有 頻 譜 總

量：最高  140 

MHz 

沒有覆蓋義務 直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資料來源：presention by Matthew Howett, OVUM on 29/Ma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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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英國政府於 2009 年 1 月發表「數位英國(Digital Britain)」期中報告，在行動

無線網路方面有兩項重點計畫： 

(一) 頻譜現代化計畫：包含 

1. 2G 頻譜重整(refarm)，以達成更佳之覆蓋率  

2. 2.6 GHz 作為 3G 服務擴充頻段，以達成更佳之傳輸能量 

3. 放寬 3G 執照條件，以促進投資 

4. 更多的網路共用，以擴大網路覆蓋率、加速寬頻普及 

(二) 800 MHz 及 2.6 GHz
7頻段儘速釋出。 

同年 6 月發佈「數位英國」最終報告，宣佈無線基礎建設主要政策目標8： 

1. 能迅速轉換至次世代高速行動寬頻； 

2. 3G 和次世代無線網路涵蓋率應維持一定的品質，即使在倫敦地下鐵中亦 

可維持良好收訊； 

3. 維持一個高度競爭的行動市場。 

英國政府(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依據”

數位英國”報告揭示之無線基礎政策目標及行動無線網路計畫、以及歐盟指令 

2009/114/EC
9
 及 2009/766/EC 決定10，於 2010 年 12 月 20 日發布無線電報法命

                                                 

7 800 MHz band refers to 791-821 MHz paired with 832-862 MHz；2.6 GHz band refers to   

2500-2690 MHz 

8 BIS, “Digital Britain: Final Report”, 2009/06, p.14. 

9 Directive 2009/11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7/372/EEC on the frequency bands to be reserved for the 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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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The Wireless Telegraphy Act 2006 (Directions to OFCOM) Order 2010)，指示英

國主管機關通訊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促進現有 2G/3G 頻譜之

有效利用以及釋出額外頻譜供次世代行動寬頻使用兩大政策。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一) 促進現有 2G/3G 頻譜之有效利用 

英國政府為迅速轉換至次世代高速行動寬頻，首先採取的作法即是 2G 行動

執照屆期給予換照並解除技術限制，讓業者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再者，修訂

2G/3G 執照期限為無限期執照(Infinite licence)，首次效期 20 年，之後 Ofcom 如

因監理需要欲收回頻譜時，必須於五年前告知 (5 years’ notice)，以提供業者一個

穩定的經營環境，提高業者投資意願。並且允許 2G 及 3G 執照可以交易，以促

進頻譜使用之效率。 

目前為止，Everything Everywhere 公司已於 2011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向 Ofcom

申請，擬在其 1800MHz 頻段使用 LTE/WiMAX 技術。Ofcom 也已同意其申請，

英國短期內將有次世代寬頻行動服務。 

(二) 釋出 800MHz 及 2.6GHz 頻段供次世代行動寬頻使用 

為因應歐盟「無線電頻譜政策計畫(the radio spectrum policy programme, 

RSPP)」要求會員國至遲於 2012 年底釋出 800MHz 及 2.6GHz 頻譜之時程，Ofcom

積極進行 800MHz 及 2.6GHz 之釋出準備工作，先後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及 2012

年 1 月 12 日就相關拍賣規則草案進行兩輪之公眾意見徵詢11，於 2012 年 7 月 24

                                                                                                                                            

introduction of public pan-European cellular digital land-based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the Community (OJ L 274,20.10.2009, p25) 

10 Commission Decision 2009/766/EC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900MHz and 1800MHz 

for terrestrial system capable of providing pan-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11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consultations/combined -award/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consultations/combined-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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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布政策決定12。預計於 2013 年第 1 季受理競標申請、進行頻譜競標作業。  

Ofcom本次在 800MHz 及 2.6GHz頻段將釋出共 250MHz頻譜資源供業者提

供次世代行動寬頻服務，此外，EE 公司承諾放棄 1800 MHz 頻段之 2X15 MHz

頻譜資源倘未能於拍賣前完成頻譜交易，Ofcom 將予收回，併同 800MHz 及

2.6GHz 頻段進行拍賣。英國分配供行動通信使用之無線電波頻率累計已達

600MHz 之多。 

1. 800MHz 及 2.6GHz 頻段釋出之政策目標 

Ofcom 在 2012 年 7 月 24 日發布政策決定之媒體說明會中表示，本次釋照

之目標為「確保頻譜之最佳使用，裨益英國公民及消費者。」意謂： 

 促進競爭 (promoting competition) 

 鼓勵投資 (encouraging investment) 

 確保行動寬頻服務之廣大覆蓋 (ensuring wide coverage of services) 

2. 頻譜組合 (spectrum packaging) 原則 

Ofcom 在 800MHz、1800MHz 及 2.6GHz 頻段進行頻譜組合 (spectrum 

packaging)規劃時，主要考量以下原則：                                                                                                                                                 

 Band plans  能支援設備製造之規模經濟 

 Lot size in each category -帶給投標者最大的選擇性及降低拍賣的複雜度 

 Number of categories of lots  儘可能減少頻塊類別，分類上只考量技術

特性之差異、頻譜可用時間之差異或執照義務之差異性 

 Contiguity of lots - 考量消費者利益，安排相鄰頻塊(例如為降低干擾、 

降低網路佈建成本) 

 Geographical reach of lots 用可使用於英國全區 (UK-wide lots)。 

                                                 

12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Statement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binaries/consultations/award -800mhz/statement/stateme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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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頻段頻譜組合規劃13： 

(1) 800MHz 頻段：可釋出 2X30MHz，分成兩類別(category) -四個 2X5 

MHz 之一般頻塊(generic lot) 及一個 2X10MHz 附有網路覆蓋義務之

特定頻塊(specific lot)，如圖 2-2-1 所示。 

 

圖 2-2-1  Band plan for the 800 MHz band with lot categories 

資料來源：Ofcom 

(2) 1800MHz 頻段：倘 EE 公司未能於拍賣前完成交易，則有 2X15MHz

可供拍賣，並以 15MHz 大頻塊方式釋出，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The 1800 lot and the 1800 MHz band 

資料來源：Ofcom                                                                                                                                                                                                                                                                                                                                                                                                                                                                                                                                                                                                                                                                                                                                                                                                                                                                                                                                                                                                                                                                                                                                                                                                                                                                                                                                                                                                 

(3) 2.6GHz頻段：可釋出 190MHz，包括 FDD 2X70 MHz 及 TDD 50MHz。

其頻譜組合比較複雜，請詳圖 2-2-3 說明 

                                                 

13 Section 6 of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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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Proposed lots categories and band plan at 2.6 GHz (illustration with three 

winners of unpaired spectrum showing restricted blocks) 

資料來源：Ofcom 

三、 釋照議題 

(一) 執照期限： 

首次效期(initial term)：20 年，執照期限將自 Ofcom 實際核發執照日期起算。

此期間 Ofcom 不得以電波監理之理由取消執照；惟有效期限屆滿後，Ofcom 得

依據 5 年通告（five years’notice），以電波監理之理由，隨時取消執照。 

首次效期屆期後，倘持照人繼續持有者，應支付額外頻譜使用年費。 

(二) 網路覆蓋率： 

Ofcom 只要求取得 800 頻段 A2 Category 之持照人必須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人口之 98%之居住地區之使用者，在戶外及絕大多數家戶之室內，能接

取 2Mbps 速率之寬頻服務。14
  

                                                 

14  That users in an area within which 98% of the UK population lives should be able to 

receive a 2Mbps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 both outdoors and at some indoor locations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premises. See para 5.29 of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_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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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涵蓋義務明定如下15： 

(1) 在 90%的信心區間且網路輕度負載(lightly loaded)之情形下，持執照

業者於 2017 年 12 月 31 前，應提供且於其後維持穩定不低於 2Mbps

的持續下載速率。網路的輕度負載是指，在其服務的細胞(cell)中，只

有單一使用者正在使用網路服務，而且周圍的細胞也處於輕度負載程

度(即通信所使用的公共頻道(common channels)之發送功率為該細胞

最大發射功率的 22%) 

(2) 涵蓋區域至少要達到 

(A)全英國 98%之人口涵蓋  

(B)England, Wales, Scotland 和 Northern Ireland 各區均要達 95%之

人口涵蓋  

只就 800 MHz 頻段之一特定頻塊之持有者課予服務覆蓋率義務，外界質疑

恐有損及消費者在選擇服務業者方面之權益，惟 Ofcom 認為對所有業者課予覆

蓋率義務，在偏鄉地區將造成網路重複建設，是不切實際且無效率之投資。市場

競爭仍將帶動其他業者在英國大部分地區提供競爭性服務, 如此，也提供消費者

有多家業者之選擇性。16更精確之說明請詳 Information Memorandum之 Annex 2B 

-Template licence : licence for the 800 MHz with coverage obligation。 

(三) 頻譜交易： 

800MHz、1800MHz 與 2.6 GHz 標準功率之頻譜執照之權利義務可以交易，

惟執照之讓渡需取得 Ofcom 之認可。Ofcom 認可前，得實施事前競爭評價。 

(四) 資訊之提供： 

為增進頻譜有效利用以及潛在的頻譜交易，持照人必須向 Ofcom 提出頻譜

使用情況之相關資訊。持照人應配合 Ofcom 要求，提供無線電設備、使用頻譜

                                                 

15 Ofcom,4G coverage obligation - notice of compliance –LTE,2012/7 

16 Para. 5.72 & 5.75 of the 2nd consultation on assessment of future mobile competition 

and proposals for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and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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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網路進展之相關資訊。 

(五) 技術性條件： 

有關技術性條件之項目整理如表 2-2-1，其參數繁多不便詳列。 

表 2-2-1  技術性條件 

技術性條件 800MHz 1800MHz 2.6GHz 

(paired) 

2.6GHz  

(unpaired) 

Interface Requirements for 

the Radio Equipment 

v v v v 

Special conditions relating to 

the Radio Equipment : 

keeping of written records of 

details  

v v v v 

Maximum power within the 

Permitted Frequency Blocks 

v  v v 

Maximum power outside the 

Permitted Frequency Blocks 

v  v v 

Radio Frequency Carrier 

Spacing 

 v   

ITU Class of Emission  v   

Maximum Permissible e.i.r.p.  v   

Antenna height limit for base 

stations using alternative 

block specific EIRP limits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800 MHz 頻段行動寬頻服務頻率持照人尚需配合 Ofcom 要求，提供

資金以處理其對 DTT 收訊之干擾，詳如下節說明。 

(六) DTT 並存之干擾處理17
 

800 頻段之行動寬頻服務與現存 DTT 服務有潛在的干擾問題，將影響 230

萬家庭之 DTT 收訊，需要 800 頻段之行動寬頻服務業者來設法解決。英國政府

採取以下措施以降低對 DTT 之干擾： 

                                                 

17 Annex 6 of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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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 頻段之持照人共同成立 MitCo，執行 DTT 用戶支援服務，協助干擾

排除； 

2. 800 頻段之持照人共同出資£180 million 之資金供 MitCo 運用，包括支付

每戶 50 英鎊外加加值稅之購物券(voucher)供 DTT 用戶裝置相關設備，及

供 MitCo 以及監控小組(Oversee Board) 運作之用； 

3. 訂定 MitCo 績效指標(KPI)，並由行動寬頻服務持照人訂定 MitCo 服務規

範(Code of Service)；此外，成立監控小組(Oversee Board)來監控 MitCo 之

執行績效、並進行用戶調查及提供改善建議予 Ofcom； 

4. MitCo 繼續運作至達到以下條件之一時結束(取較早達成之時點)： 

 800 頻段之行動寬頻服務持照人達到網路佈建義務後 12 個月，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 

5.實際動支之資金低於 18,000萬英鎊時，剩餘資金將全數退還 800 頻段之行

動寬頻服務持照人。 

(七) 拍賣規則：  

1.釋照方式 

依據 2006 年無線電報法第 3 節規定，Ofcom 執行無線電頻譜管理時，必須

要能促進 (a)頻譜之有效使用、(b)頻譜使用帶來的經濟及其他利益、(c)創新服務

之發展、(d)市場之競爭。同法 14 節規定，為促進無線電頻譜之最佳使用，Ofcom

得採競價方式釋出。因此，本次 800MHz 及 2.6GHz 之釋出採競價方式。 

2.拍賣底價 

Ofcom 依據授權指令 (Authorization Directive)及無線電報法 (Wireless 

Telegraphy Act)之授權，對頻譜使用權課徵使用費以確保頻譜使用效率，惟使用

費水平之設定須客觀、透明、無歧視性及符合比例原則，並且須能促進競爭。 

Ofcom 在 2012 年元月之公眾諮詢時指出，頻譜底價將參考估算之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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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予折扣後定之，並將委託專業顧問(DotEcon and Aetha，以下簡稱 D&A)協助界

定頻譜之市場價值及如何將此市場價值轉換為頻譜底價。D&A 的研究方法包括 

(1)  國際評比(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2)  商業模型 (business modeling)  

(3)  專家意見(expert advice) 

Ofcom 在決定底價水平時，考量下述風險： 

 第四家業者未能取得頻譜之風險 

 頻譜未能售出之風險 

 競標者串謀勾結行為致降低拍賣效率之風險 

表 2-2-2摘要說明D&A之建議底價(recommended reserve prices )及Ofcom提

議(proposals)之底價比較，表 3 為 Ofcom 在 2012 年 7 月公布之各頻塊類別之底

價。 

表 2-2-2  D&A 之建議底價及 Ofcom 提議底價比較18
 

 Lot cat.A (i) 

2 X 5 MHz 

Lot cat. A(ii) 

2 X 10 MHz 

Lot cat. B 

2 X 15 MHz 

Lot cat. C 

2X5 MHz 

800 MHz 頻段 800 MHz 頻段   

(有覆蓋率義務) 

1800 MHz 頻段 2.6 GHz 頻段 

D&A 

(國際評比 –

小業者出價) 

£159m –

£273m 
£180m - £500m £276 m–£414m 

£50.4m - 

£76.2m 

D&A 

建議底價 

£217m £180m £276m £50.4m 

Ofcom 

提議底價 

£225m £250m £225m £15m 

資料來源：Ofcom,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 Information 

Memorandum, para. 6.17 

註：800MHz/1800MHz/2.6GHz 頻段間，每一 2X5 MHz 之相對價值比為 15:5:1 

 

                                                 

18 Ofcom, the Statement of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para.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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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各頻塊類別(lot categories)之底價 

Lot Category Lot Size Reserve Price 

per lot (£million) 

800 MHz - generic A1 2X5 MHz 225 

800 MHz – coverage obligation A2 2X10 MHz 250 

1800 MHz   B 2X15 MHz 225 

2.6 GHz paired – individual use C 2X5 MHz 15 

2.6 GHz paired – concurrent     

low power use over 2X10 MHz 

D1 2X10 MHz 3 per lot 

30 across all lots awarded 

2.6 GHz paired – concurrent  

low power use over 2X20 MHz 

D2 2X20 MHz 6 per lot 

60 across all lots awarded 

2.6 GHz unpaired E 5 MHz 0.1 

資料來源：Ofcom,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 Information 

Memorandum, para. 6.17 

3.競價機制 

為降低共通價值之不確定性且限制策略性行為之機會，Ofcom 建議採用「組

合價格鐘拍賣（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CCA）」，充分顯示頻譜價值以利投

標人參考。 

英國「組合價格鐘拍賣（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CCA）」區分為兩個

階段：首要階段(Principal Stage)及指配階段(Assignment Stage)。 

(1) 首要階段(Principal Stage)：本階段最終將決定得標者(winning bidder)

在每一頻塊類別(lot category)下可獲配之頻塊數以及適用之價格(Base 

price)。首要階段包含： 

A. 選擇參加 (Opt-in)回合 : 單一回合競價，只限 H3G 業者及新進

者就保留頻段 (如表 5)以底價優先購買某些組合。  

B. 主要競價 (Primary bid) 回合 : 多回合競價， Vodaphone 、

Telefonica、EverythingsEverywhere、H3G 及  新進者均可競

標。其進行說明如下：  

拍賣第 t 期拍賣者宣布價格 Pt＝PA1t,PA2t,PBt,PCt,PD1t,PD2t,PEt），投標者

決定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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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英國主要競價回合進行說明 

頻譜類別 A1 A2 B C D1 D2 E 

供給量 4 1 4 14 10 10 9 

當期價格 PA1 t =50 PA2 t =30 PB t =20 PC t =10 PD1 t =8 PD2 t =6 PE t =3 

B1 4  2 6 4  3 

B2 2 1 2 6 6 4  

B3 2 1 2 6 4 8 8 

總需求量 8 2 6 18 14 10 11 

超額需求 4 1 2 4 4 12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有超額需求，拍賣者提高價格進入下一回合，持續進行直到超額需求消失

為止。請注意過程中有可能價格需向下調整，假設下一期 PA1t＋1=60 時總需求量

降到只有 3，投標者轉去標其他區塊而使 A1 區塊需求太低，則 PA1t＋2需要下降。 

C. 增補競價 (Supplementary Bids)回合：超額需求降到 0 之後，還

要進行單回合密封投標，給予主要競價 (Primary bid)回合最後

回合之競標者再次出價或更新所要的頻譜組合。競標者可投

下多個無交集的組合標，例如某公司可投以下二組合，此標

單包含數量及總價。  

表 2-2-5  英國增補競價回合組合說明 

類別 A1 A2 B C D1 D2 E 總標價 

組合一 2  2 6 4   450 

組合二 2 1  2  6 3 4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主要階段投標：在前述所有回合投下的所有標單都納入計算，依照『收入極

大』原則決定得標數量，依照『機會成本』概念，計算得標者需付價格。演算規

則十分複雜，並且同樣買到 2 塊 A1，不同投標者所付價格可能不同。 

(2) 指配階段(Assignment Stage)：單一回合競價，決定每一得標者最後可

獲得之特定頻塊。依照『連續原則』，得標業者可以選擇位置，每人

可在各位置依照偏好投下標單，拍賣者依照『收入極大原則』決定位

置分配。 

四、 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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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行動電話現有四家經營 2G 及 3G 之全國性網路業者(MNO，或稱

National mobile wholesaler)，行動市場激烈競爭使得英國行動費率較為低廉。

Ofcom 認為網路業者(MNO)在行動服務價值鏈扮演著核心角色，假如拍賣結果少

於四家，市場將不會有如前之競爭，對消費者有不利影響。19本次釋出之頻譜共

達 250MHz，累計釋出供行動通訊使用之頻譜總計高達 600MHz，業者間頻譜之

合適分配對形塑未來行動市場的競爭至為重要，因此，保留特定頻譜供第四家業

者優先選用。Ofcom 於是有以下設計： 

(一) 設定頻譜上限： 

1.行動頻譜總量上限；每家業者之上限設定為 2 x 105 MHz，包含 800MHz、

900MHz、1800 MHz、2100MHz(配對)、2600MHz(配對)之頻譜； 

2.1GHz 以下之頻譜：每家業者之上限設定為 2 x 27.5 MHz
20，包含

800/900MHz 之配對頻譜。 

(二) 對第四家業者(可為 H3G 或新進者)保留特定頻段之頻譜： 

目前四家行動業者持有之頻譜資源如表 2-2-6。其中 H3G 僅持有 2.1 GHz 頻

段之 2 x 15 MHz，Ofcom 從四個面向21進行競爭評估後認為 H3G 不足以成為可

維持之行動批發業者(the credible national wholesaler)。為確保拍賣後仍保有四家

行動批發業者，Ofcom 特別保留部分頻譜如表 2-2-7 給第四家投標者(可為 H3G

或新進者)優先出價選取。 

                                                 

19 參見 para4.46, 4.53, the 2012 second consultation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consultations/award -800mhz-2.6ghz/ 

20 訂定 800MHz+900MHz 合計釋出頻寬之 42.3%, 27.5 MHz x 2 為單一業者取得 1GHz

以下之頻譜頻譜之頻寬上限。  

21 Four dimensions mean available capacity and average data  rates, ability to deliver good 

quality coverage , ability to deliver highest peak data rates and ability to deliver LTE 

services. Papa 4.108, the 2012 second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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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英國 4 家業者競標前之頻譜持有量22
 

頻譜 Vodafone Telefonica 
Everythings 

Everywhere 
H3G(3UK) 

900MHz 2X17.4 MHz 2X17.4MHz - - 

1800 MHz 2X5.8  MHz 2X5.8 MHz 2 X 60 MHz* - 

2.1 GHz 

(配對) 
2 X 15 MHz 2 X 10 MHz 2 X 20 MHz 2 X 15 MHz 

2.1 GHz 

(非配對) 
 1 X 5 MHz 1 X 10 MHz 1 X 5 MHz 

Total 76.4 MHz 71.4 MHz 170 MHz 35 MHz 

資料來源：Ofcom 

Note: This includes 2 X 15 MHz of 1800 MHz spectrum that EE is required to divest. 

表 2-2-7  保留頻段23 

Portfolio 800 MHz 1800 MHz 2.6 GHz 

1 2 x 15   

2 2 x 10  2 x 10 

3 2 x 5 2 x 15  

4  2 x 15 2 x 20 

資料來源：Ofcom 

(三) 漫遊服務(roaming services)；為一強制性服務(mandate service)，但其服務費

率等條款採市場機制。 

(四) MVNO：暫未課予開放接取義務(No access obligation) ，將視市場發展及使

用競爭法(Competition Act)和通訊法(CA)賦予之權力((ex post powers)處理業

者間競爭議題。24
  

                                                 

22 Ofcom, the Statement of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p.14  

23 Ofcom, the Statement of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para 1.15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binaries/consultations/award -800mhz/statement/statement.

pdf 

24 Ofcom, the second consultation on assessment of future mobile competition and 

proposals for the award of 800 MHz and 2.6 GHz spectrum and related issues. Para.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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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本次 800MHz 及 2.6GHz 之釋出採競價方式，其拍賣規則(auction rules)整理

如表 2-2-8。 

表 2-2-8  英國 800MHz、2.6GHz 之競標規則主要內容 

主要事項 摘要 

○競標時間 □預定 2013 年 Q1 進行拍賣標。 

○拍賣方式 □兩個(或三個)頻段同步、一次性進行拍賣。 

□採用「組合時鐘拍賣（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CCA）」。 

○釋出之頻譜資源 □800MHz 頻段：2 X 30 MHz 

□2,6 GHz 頻段: 2 X 70 MHz + 50 MHz 

□1800 MHz 頻段：2 X 15 MHz (倘 EE 公司未能於限期前完

成交易時，Ofcom 將收回，與 800 MHz 及 2.6GHz 一併釋出。 

○ 頻 譜 組 合 (spectrum 

packaging) 

□採小頻塊(5MHz) 加少許大頻塊作法。 

□800 MHz 頻段除負有網路佈建義務之頻塊以 10MHz 為單

位，餘皆為小頻塊。 

□2.6GHz 頻段採小頻塊。 

□1800 MHz 頻段以 15 MHz 為一頻塊(lot)單位。 

○頻譜上限 為供4家全區業者競爭性的4G服務，設定每家業者頻譜上限。 

□行動頻譜總量，每家業者之上限為 2×105MHz，包括 

800/900/1800/2100MHz(配對)、2600MHz(配對)之頻譜； 

□在 1GHz 以下之頻譜，每家業者之上限設定為 2×27.5MHz 

，包括 800/900MHz 之配對頻譜。 

○網路佈建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800MHz之A2 category得標人必須於 2017年前在人口 98%

之居住地區，提供 2Mbps 以上持續性的下行電路服務。 

○執照期限 □首次執照效期(initial term)為 20 年。執照期限將自 Ofcom

實際核發執照日期起算。 

□其間將限制 Ofcom 取消執照的權限，不得以電波監理之 

理由取消執照。 

□惟首次執照效期屆滿後，依據 5 年通告（five years’ 

notice），Ofcom 得以電波監理之理由，隨時取消執照。 

□首次執照效期屆滿，執照有效且仍為持照人持續持有，持

照人每年另須支付頻率執照年費。  

○ 頻 譜 交 易 (spectrum 

trading) 

□800MHz與 2.6GHz標準功率之頻譜執照之權利義務可以交

易。 

□惟執照之讓渡需取得 Ofcom 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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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 在認可之前，得實施事前競爭評價。 

○持照人其他義務： 

- 漫遊服務 

 

- 頻譜使用狀況報告 

 

- 無線網路資訊提供 

 

□為一強制性服務(mandate service)，但其服務費率等條款採

市場機制。 

□為增進頻譜有效利用以及潛在的頻譜交易，持照人必須向 

Ofcom 提出頻譜使用情況之相關資訊。 

□持照人應配合 Ofcom 之要求，提供設備、使用頻譜或網路 

進展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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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 

德國於 2010年完成的 4G頻譜拍賣，其釋照策略充分反映其國家寬頻政策。

德國首先發佈相關政策文件闡述其寬頻目標，並進行整體無線通訊頻率之規畫與

調整，讓 GSM、3G、Trunking Radio 等服務有充分延續之空間，再一次性釋出

800MHz, 1. 8GHz, 2GHz 及 2.6GHz 頻譜。並且指定 800MHz 數位紅利頻段需協

助達成寬頻普及之任務，故僅指定獲得該頻段業者需負擔涵蓋率之義務。其涵蓋

率要求之設計亦十分特別，業者必須先在人口不超過 5000 位居民的村莊建立覆

蓋率達 90％網路，逐步建設較多人口之城鎮，第 4 期頻譜才可以部署人口最多

的大城市。經由頻譜上限之運用，最重要之800MHz頻段最後由3家業者所獲得。

雖然有涵蓋率之特別要求，行動業者依然對它最看重，因此該頻段獲得了最高的

標金。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德國 4G 發照規劃主要依循德國聯邦政府於 2009 年 2 月發佈的「聯邦政府

寬頻策略」(The Federal Government’s Broadband Strategy)政策文件。在該文件中，

德國政府首先認為能促進資訊知識迅速交換的高速寬頻網路是經濟成長不可缺

的要素；不論在電子化政府、e 化醫療、e 化學習、e 化工作中，高速寬頻網路均

是其重要仰賴的基礎建設，特別是較偏遠地區(Rural Area)更可以從寬頻網路所帶

來的數位機會中獲益。雖然電信及有線電視公司在德國已經準備進行相當重大的

投資以進行寬頻網路建設，德國政府仍認為需建立適當之政策框架(Framework)

以協助寬頻網路的有效佈建並將寬頻服務帶到每一個家庭。 

在德國寬頻政策中，有線電視網路、VDSL、光纖，以及 LTE 被並列認為是

未來可能提供寬頻服務的可行技術。德國的聯邦政府內閣特別注意到有關運用數

位紅利頻譜的提議。因此在 2009 年採納其「頻率分配規劃小組」之提案，將

790~862MHz 之頻率開放供行動寬頻應用來使用；而且該頻段被指定需主要提供

做目前沒有寬頻服務地區的寬頻接取用途。此政策目標後來反應在其 8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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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的涵蓋率要求上:得標之行動業者必須從鄉村地區開始佈建網路，逐階段完

成後最後才可在都會區使用該頻段。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德國 4G 主要頻譜規劃最主要決議之一係根據其聯邦電力、瓦斯、電信、郵

政 及 鐵 路 網 路 局 (The Federal Network Agency for Electricity, Gas, 

Telecommunication, Post and Railway，以下簡稱聯邦網路局)於 2009 年 10 月 12

日發佈了 BK 1a - 09/001 號決議文件。在該文件中，該聯邦網路局處理了有關

450MHz, 900MHz, 1800MHz,2GHz 及 3.5GHz 之相關規劃。其重點摘錄如下： 

 聯邦網路局將以公開、透明、無差別待遇之方式開放 800MHz 頻譜以

提供無線寬頻接取。此一開放將與 1. 8GHz, 2GHz 及 2.6GHz 之開放連

動進行。 

 將開放 900MHz 及 1800MHz 之彈性化使用。 

 在 2017 年元月 900MHz 及 1800MHz 現有執照到期以前，決定其後續

執照之分配。 

 將視申請狀況將 UMTS/IMT 所使用的 2GHz 頻譜開放彈性化使用。 

 原提供中繼式無線電(Trucking Radio) 之 450MHz 頻段將儘快開放彈性

使用，並接受申請。 

 將 3.5GHz 之寬頻無線接取(WBA)頻段之使用彈性化，並開始接受申

請。 

而且其中 800MHz, 900MHz 及 1800MHz 之頻率調整均策略性地確定與泛歐

盟之頻率規劃一致，並考慮到 GSM-R 之需求。該決議文件亦特別強調認為 GSM

仍為 900MHz, 1800MHz 之重要技術。 

依該文件，德國在相關之頻譜詳細規劃乃調整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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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德國 Trunking、GSM、IMT-2000 及 BWA 頻譜規劃表 

Name Lower band Upper band 

Frequencies 

(in MHz) 

Frequencies 

(in MHz) 

Wideband 

Trunked radio 

450-455.74 460-465.74 

GSM 900 880-915 925-960 

GSM1800 1710-1780.6 1805-1875.6 

UMTS/ 

IMT-2000 

1900-1920 No duplex band 

1920-1980 2110-2170 

2010-2025 No duplex band 

BWA(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3410-3494 3510-3594 

資料來源: RESOLUTION,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s Chamber of the Federal 

Network Agency for Electricity, Gas, Telecommunications, Post and Railway of 12 

October 2009 on the flexibilisation of the frequency usage rights for wireless access 

for the offer of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in the ranges 450 MHz, 900 MHz, 1800 

MHz, 2 GHz and 3.5 GHz,   File reference: BK 1a-09/001 

最後德國於 2010 年開拍賣之頻段則選擇四個頻段，則分別是 800MHz, 

1800MHz,2GHz 及 2.6GHz。其中 800MHz 與 2.6GHz 已經另外完成與歐盟之頻率

一致調整。我們應該注意到德國政府於 2010 年進行 4G 頻譜拍賣前，其主管機

關已經完成整體行動通訊及無線寬頻接取頻譜之檢視與調整，並經由頻譜之彈性

化使用同時確保 GSM、BWA 與 3G 服務在未來之延續演進空間。在選擇拍賣頻

段時，德國政府已考慮到 HSPA+等 3G 技術係以 5MHz 為基本單位，而 LTE 技

術在 10MHz 以上頻譜運作時可有效提高速率。故在適用於 LTE 技術之

800MHz,1800MHz,2GHz 及 2.6GHz 頻段，開放之頻段較為充裕，並以審查控制

可參與競標之家數，以確保每家業者所獲頻譜可充份達成應有之效率及品質。僅

有 2GHz 頻段因屬增頻性質，開放之頻譜較小。 

三、 釋照及競爭議題 

德國於 2010年 5月 20日完成行動電信頻譜拍賣並採用 SMR。於 800 MHz，

1. 8 GHz，2 GHz， 2.6 GHz 頻段共釋出 358.8 MHz 配對和非配對頻譜。競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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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採頻段組合同步競標進行多輪拍賣。換言之，所有區塊同時被拍賣，投標人可

單一投標頻譜區塊組合(package)，不用逐區塊（block）競標。拍賣結果是以德

國人口來算平均價格為每 MHz0.15 歐元（0.19 美元）。 

表 2-3-2  德國多頻段拍賣格式與規則 

標準 

日期 2010 年五月 

提供拍賣頻段 800MHz 頻段(FDD 60MHz), 1. 8 GHz 頻段(FDD 

50MHz), 2GHz 頻段(FDD 約 39.6 MHz, TDD 19.2 

MHz), 2.6GH z 頻段(FDD 140MHz, TDD 50MHz) 

格式 SMRA and bid for minimum packages  

執照範圍(國家/地區) 全國 

上限 800MHz 頻譜之單一業者上限為 2x10 MHz，該上限

僅適用於  Vodafone and T-Mobile 兩家業者  

執照條件 僅 800MHz 頻段有涵蓋率要求，其他頻譜無涵蓋率條

件 

技術條件 技術與服務中立性 

資料來源:  European Spectrum Auctions, Outcomes and analysis of recent spectrum 

auctions in Europe, Coleago Consulting, Feb. 2012 

 自 2010 年四月開始，持續 27 working days，224 回合  

 僅有四家獲核准參與競標 : Vodafone, T-Mobile (Telekom D), Telefonica 

(To2 GER) and E-Plus  

 總計 358.8 MHz 的 paired (FDD)及 unpaired (TDD) 頻譜於此次拍賣

釋出, 分佈於 800 MHz、1. 8 GHz、2 GHz 及 2.6 GHz bands.  

 其中 800MHz band 被稱為德國的數位紅利頻帶，共有 60 MHz，以

paired band 每一 block 5 MHz 方式釋出，最被重視。 

 採用 combinatorial simultaneous multi-round auction  

 全部頻譜皆採技術中立( technology-neutral)  

 對兩大主要業者(Vodafone and Deutsche Telekom) 於 800MHz 競標採

spectrum cap (每家最多 2 blocks, i.e. 2x2x5MHz) 

此次拍賣焦點都集中在“數位紅利”800 MHz 頻段。1 GHz 頻段的傳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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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更廣泛覆蓋範圍城市以外的地區，為建設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好選擇。800 

MHz 的頻譜支付的價格相對較低，以德國人口來算每一 MHz0.73 歐元/0.91 美

元。 

在德國拍賣的 800MHz 的頻譜的合理價格是由於三個因素： 

(一) 經過審查後只有四個業者（Vodafone, Deutsche Telekom, Telefonica O2, 

E-Plus）的頻譜的投標，有沒有新的加入者。 

(二) 建設與涵蓋率要求: 德國拍賣的不尋常的方面是800MHz頻段指定需在鄉村

地區優先佈置行動寬頻網絡。業者必須先在人口不超過 5000 位居民的村莊

建立覆蓋率達 90％網路，在第 2 階段於 5,000 人口至 20,000 人口之村鎮進

行佈建，第 3 階段建設 20,000 人口至 50,000 人口之小城鎮，第 4 期才可以

運用數位紅利頻譜部署人口較多的大城市。行動業者通常建設網路時優先

選擇人口密集地區以期能投資回收利益達最大的城市地區。若是有此條件

那業者取得頻譜的價值將會降低，因邊緣地區不符合經濟原則。 

(三) 頻譜上限(Spectrum Cap)：Vodafone and Deutsche Telekom 兩電信業者於 60 

MHz 中僅有 20 MHz 可投標。這意味剩餘的 20MHz 是 Telefonica O2 和

E-Plus 兩家競爭。 

此次拍賣的結果詳見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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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德國頻譜拍賣結果一覽表 

 

Band  Winner  MHz  Price Paid € 

'000  

Price Paid 

$ '000  

Price Paid 

€ / MHz / 

Pop  

Price Paid 

US$ / 

MHz / Pop  

800 MHz 

Paired 

Deutsche 

Telekom 

20.0 1,153,798 1,441,405 0.70 0.88 

 Vodafone  20.0 1,210,322 1,512,019 0.74 0.92 

 Telefonica O2  20.0 1,212,355 1,514,559 0.74 0.92 

 E-Plus  0.0 - - - - 

1. 8 GHz 

Paired  

Deutsche 

Telekom 

30.0 61,269 76,542 0.02 0.03 

 Vodafone  0.0 - - - - 

 Telefonica O2  0.0 - - - - 

 E-Plus  20.0 43,086 53,826 0.03 0.03 

2.0 GHz Paired  Deutsche 

Telekom 

0.0 - - - - 

 Vodafone  9.9 93,757 117,128 0.12 0.14 

 Telefonica O2  9.9 66,931 83,615 0.08 0.10 

 E-Plus  19.8 187,387 234,097 0.12 0.14 

2.0GHz Deutsche 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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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Winner  MHz  Price Paid € 

'000  

Price Paid 

$ '000  

Price Paid 

€ / MHz / 

Pop  

Price Paid 

US$ / 

MHz / Pop  

Unpaired  Telekom 

 Vodafone  0.0 - - - - 

 Telefonica O2  19.2 11,446 14,299 0.01 0.01 

 E-Plus  0.0 - - - - 

2.6 GHz Paired  Deutsche 

Telekom 

40.0 76,228 95,229 0.02 0.03 

 Vodafone  40.0 73,464 91,776 0.02 0.03 

 Telefonica O2  40.0 71,415 89,217 0.02 0.03 

 E-Plus  20.0 36,670 45,811 0.02 0.03 

2.6GHz 

Unpaired  

Deutsche 

Telekom 

5.0 8,598 10,741 0.02 0.03 

 Vodafone  25.0 44,960 56,167 0.02 0.03 

 Telefonica O2  10.0 16,458 20,560 0.02 0.03 

 E-Plus  10.0 16,502 20,615 0.02 0.03 

Total  Deutsche 

Telekom 

95.0 1,299,893 1,623,917 0.17 0.21 

 Vodafone  94.9 1,422,503 1,777,090 0.18 0.23 

 Telefonica O2  99.1 1,378,605 1,722,250 0.17 0.21 

 E-Plus  69.8 283,645 354,349 0.05 0.06 

 All 358.8 4,384,646 5,477,607 0.15 0.19 

資料來源: European Spectrum Auctions, Outcomes and analysis of recent spectrum 

auctions in Europe, Coleago Consulting, Feb. 2012 

四、 小結 

德國的 4G 頻譜拍賣，其釋照策略充分反映其國家寬頻政策，一方面進行整

體無線通訊頻率之規畫與調整，讓 GSM、3G、Trunking Radio 等服務有充分延

續之空間，另一方面一次性釋出 800MHz, 1.8GHz, 2GHz 及 2.6GHz 等適合 LTE

運作之頻譜，並且指定 800MHz 為需協助達成寬頻普及任務之頻段。德國指定獲

得 800MHz 頻段業者需負擔特殊之涵蓋率義務，需先由人口較少之鄉鎮進行佈建，

最後才可部署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德國採用先審查再進行 SMRA 之競標方式，

並對 800MHz 及 2.6GHz 皆設定頻譜上限。最重要之 800MHz 頻段最後由 3 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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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獲得，雖然有涵蓋率之特別要求，行動業者依然對它最看重，因此該頻段也

獲得了最高的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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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國 

法國的電信監理機關 ARCEP 於 2011 年 9 月與 12 月分別完成其 2.6GHz 及

800MHz 之頻譜釋出，其中 2.6GHz 被認定為適合業者用以增加網路容量，而

800MHz 為其數位紅利頻段，適合用於增加網路服務涵蓋率。換言之法國電信監

理機關乃將不同性質之頻譜分開拍賣，2011 年 9 月 2.6GHz 頻段的執照分配為其

4G 頻譜分配的第一階段，2011 年 12 月的 800MHz 執照分配，為其 4G 頻譜分配

的第二階段，。 

一、 法國 4G 發照之整體政策考量有以下主要三點: 

(一) 促進區域開發： 

協助區域開發是法國分配 800MHz 以縮減數位落差之主要優先考量；因此獲

照之業者需承諾於最終期限前達到法國本土大陸 99.6%之人口涵蓋率。 對於開

發較落後且人口最稀少的幾個特定地區，則有特別要求需於更嚴格之期限內達到

95%之加速建設要求。 

(二) 維持行動市場競爭： 

法國兩階段的 4G發照程序及結果最後將會要求整合落實行動市場之競爭以

有利於消費者。因此在設計上讓 4 家既有行動業者皆有機會獲得一定數量之頻譜

區塊(如 20-30MHz x 2)以建設 4G 網路並提升其網路容量與品質，同時所有業者

皆可直接或間接(經由漫遊)接取使用 800MHz 頻帶涵蓋全法國之服務。此外，經

由對 4G 業者要求承諾提供完整 MVNO(full MVNO)服務，使 MVNO 業者亦可以

享有 4G 之高速優質服務。 

(三) 反應頻譜價值： 

經由競標程序可將無線頻譜之現金價值反應出來。雖然反應頻譜價值非其首

要釋照政策目標，如果以事後競標結果已經明顯超越底價來看，法國之發照設計

也達到此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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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階段 2.6GHz 競標 

法國 2.6GHz 之頻譜規劃遵循歐盟之統一規劃，採用 70MHz x2  之 FDD 外

加 TDD 方式釋出。而且僅釋出 FDD band 未釋出 TDD band.  

法國第一階段的 LTE 頻譜拍賣由法國的四大主要營運商獲得執照。其中法

國最大的營運商 Orange/Frence Telecom 以 2 億 871 萬歐元(3 億 858 萬美元)標得

20MHz，雙向通道之頻寬，Iliad’s Free Mobile 也以 2.71 億標得相同之頻寬。法

國第二大營運商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Radiotéléphone (SFR)被分配到 15MHz，雙向

通道的頻寬，其費用為 1.5 億歐元(2.09 億美元)，然而 SFR 並沒有保證會將

MVNOs 納入其網路。Bouygues Telecom 也被分配到 15MHz，雙向通道之頻寬，

其費用約 2.28 億歐元(3.08 億美元)，並承諾將 MVNOs 納入其網路。Free Mobile 

則取得 20MHz，雙向通道之頻寬。 

法國所採用競標方式採以價格密封投標單次出價(first round single bid) 方式，

僅一次就決標，故導致業者出價時無法有機會了解對手大約的價格，而出現價格

間大落差。不過法國此次的頻率分配總價值仍達到 9.36 億歐元，比原來的拍賣

底價 7 億歐元還多出 2.36 億歐元。法國此次完成競標時(2011 年 9 月)並未標示

出頻譜得明確位置，而是由 Regulator ARCEP(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根據營運商的期望來分配其頻寬在

2.6GHz 頻帶上的位置，並於競標結果幾週後才發出頻率指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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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法國 2.6GHz 競標結果彙總表 

整理自 “Décision n° 2011-1510 de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en date du 22 décembre 2011 relative au compte rendu et 

au résultat de la procédure d’attribution d’autorisations d’utilisation de frequencies 

dans la bande 800 MHz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pour établir et exploiter un réseau 

radioélectrique mobile ouvert au public”
25

 

三、 第二階段 800MHzHz 競標 

法國 800Hz 之頻譜規劃也遵循歐盟之統一規劃，提供 30MHz x 2 之成對頻

譜(FDD paired band.) 其中有兩個頻塊為 10MHz x 2，兩個頻塊為 5MHz x 2，因

此最多仍可容納四家業者。 

 

 

 

圖 2-4-1  法國 800MHz Band plan 

法國電信監理機關 ARCEP 所設計的 800MHz 拍賣機制設計上特意引導業

者需對提供 MVNO 及特定區域高涵蓋率自願提出承諾，因此提出了以下特殊之

競標積分計算公式。其公式如下: 

                                                 

25
 (Decision No. 2011-1510 of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Postal, dated 22 December 2011, on the outcome of the procedure for granting 

authorizations to use frequencies in the 800 MHz band in France to establish and operate a 

mobile radio network open to the public)下載自法國監理機關  ARCEP 官方網站  

業者 獲得頻譜 

(MHz) 

決標金額 

(百萬歐元) 

超出底價 

比例(%) 

底價 

(百萬歐元) 

是否承諾

MVNO 

Orange 2x20 287 43 200 v 

Free mobile 2x20 271 34 200 v 

Bouygues 

Telecom 

2x15 228 52 150 v 

SFR 2x15 150 0 150 x 



47 

Note (積分)=MFIN (標金)x CMVNO (MVNO 承諾係數)x CADT (涵蓋率承諾係數) 

其中每一項參數定義為: 

1.MFIN (標金):  指執照申請者為指定之頻塊所願意付出之金額 

2.CMVNO (MVNO 承諾係數): 反應承諾 MVNO 服務程度之係數 

3.CADT(涵蓋率承諾係數): 反應對區域開發涵蓋率承諾之係數 

最後之積分則為此三項參數之乘積。 

正式投標時，每一業者需於其投標書中述明其承諾範圍與標金，再由 ARCEP

根據積分(Note)來宣佈競標結果。其競標結果如以下彙總表所示，其中可以明顯

看到所有得標業者皆承諾提供 MVNO 及特定區域涵蓋率要求。 

表 2-4-2  法國 800MHz 競標結果彙總表 

業者 獲得頻譜

(MHz) 

決標金額 

(百萬歐元) 

超出底

價比例 

底價 

(百萬歐元) 

承  諾 

提供 

MVNOs 

特定區域

涵蓋率 

Bouygues 

Telecom 

1 lot of 2x10 683 71 400 v v 

Orange 1 lot of 2x10 891 71 800 v v 

SFR 2 lot of 2x5 1,065 71 600 v v 

整理自 “Décision n° 2011-1510 de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en date du 22 décembre 2011 relative au compte rendu et 

au résultat de la procédure d’attribution d’autorisations d’utilisation de frequencies 

dans la bande 800 MHz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pour établir et exploiter un réseau 

radioélectrique mobile ouvert au public”
26

 

從結果來看，經由 800MHz 頻段的頻譜拍賣，ARCEP 成功將 800MHz 中的

60MHz 頻寬以 26.39 億歐元賣出。三家主要營運商（ Orange, Bouygues , SFR）

皆已取得 2 x 10 的 MHz 執照。其中 SFR 在 0.84/MHz-PoP 所付之金額最高，而

Bouygues 所獲得支執照則為 0.54/MHz-PoP。SFR 自始維持積極的態度以確保自

己可於較小型業者 Free Mobile 感到壓力之後所釋放出的原有頻譜。而拜法國鼓

                                                 

26
 同前註  



48 

勵 MVNO 政策之賜，在 SRF2.6 MHz 的網路涵蓋 25％的法國人口後，Free Mobile

則將能使用 SRF 鄉村地區的 800 MHz 的網路。換言之，對使用者而言，法國電

信市場上仍有 4 家 4G 行動業者的服務可供選擇，因此對消費者而言仍然是一個

存在競爭的市場。另外值得注意其 800 MHz 之每 MHz 決標金額高出 2.6GHz

甚多，達 4-10 倍左右。 

四、 小結 

法國的 4G 頻譜拍賣，其釋照方法採用特殊設計以達到其無線寬頻政策在

MVNO 與特定區域涵蓋率之目標。法國 ARCEP 2011 年底結束了 800MHz 頻段

的頻譜拍賣，並於 2012年元月 12日宣佈最後結果，成功將 60MHz的頻寬以 26.39

億歐元賣出，並且獲得 800MHz 三家獲得執照業者對提供 MVNO 及特定區域建

設所需高涵蓋率要求之承諾；加上 2011 年九月，ARCEP 已經將 2.6GHz 頻段以

9.36 億歐賣出給 4 家主要業者，不僅兩頻段總價 36 億歐元，比原始拍賣底價 25

億歐元多出 11 億歐元，充份反應其 4G 頻譜價值，其釋照的前兩項政策目標:促

進區域開發與維持市場競爭，因為得標業者幾乎全數承諾 MVNO 及特定區域建

設所需高涵蓋率，也經由其特殊之競標積分公式設計而順利達成。 

表 2-4-3  法國 800MHz 拍賣價金分析 

Operator Spectrum Awarded Winning Bid (€) €/MHz-PoP 

Bouygues 

Telecom 
Block A 791-801MHz/ 832-842 MHz 683,087,000 0.54 

SFR 
Blocks 

B+C 
801-811MHz/ 842-852 MHz 1,065,000,000 0.84 

Orange France Block D 811-821MHz/ 852-862 MHz 891,000,005 0.71 

Total 2,639,087,005 0.697 

資料來源：引用自 Frank Rayal 網站分析文章：Closing the Year with a Bang: 

The French 800 MHz Spectrum Auction December 26, 2011 

 

  

http://frankray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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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芬蘭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芬蘭有關 4G頻譜之拍賣包括 2009年的 2.5GHz拍賣以及近期(2013年)將進

行之 800MHz 拍賣。芬蘭有關 2.5GHz 頻譜拍賣之政策，反應於其交通與通訊部

的「特定無線電頻率拍賣法」(Act on auctioning certain radio frequencies,2009)，

以及其通訊監理局 FICORA 根據該拍賣法所進一步訂定的拍賣規則，如

「2500~2690MHz 頻譜拍賣規則」(Regulation : 2500~2690MHz Spectrum Auction)。

芬蘭近期的 4G 無線頻譜政策詳見於其交通與通訊部(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於 2012 年 3 月 27 日發佈的「Government Resolution on 

Spectrum Policy」政策文件，其中揭示了芬蘭下一階段將於 2013 年完成的頻譜

拍賣政策目標，配套作法，以及以 800HMz 頻段為中心的頻譜拍賣規劃。 

芬蘭政府未來 800MHz 頻譜拍賣的政策目標主要在藉由導入最快可達成的

全國行動寬頻網路及其可創造之營收延展目前行動寬頻的可用度(Availability) ，

特別是在目前網路系統建設所未達到之區域。本次芬蘭 800MHz 拍賣之細部目標

包括四大項： 

 促進頻率市場導向的效率運用。 

 延伸寬頻建設未達區域之行動寬頻可用度。 

 引導全國性行動寬頻網路的快速實現。 

 為國家創造營收。 

此四項細部目標算是標示了其拍賣規劃的多元且均衡的考量，同時兼顧政策

目標、產業未來、技術可行性與財政收益，相當值得我國參考。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芬蘭的 2.5-2.69GHz 頻譜規劃基本上完全遵循歐盟國家的一致規劃，同時包

括 70MHz x 2 的 FDD 與 50MHz 的 TDD 頻段，因此再此不再贅述。 

芬蘭800MHz頻譜拍賣，預計將於2013年釋出其800MHz頻段中的2x3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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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詳細頻段為 791-821MHz 及 832-862MHz。此一規劃基本上也遵循歐盟在

800MHz 有關 FDD 之頻率規劃，但由於芬蘭臨近俄國，而俄國有非歐盟國家，

因此存在與俄國電視信號之干擾問題。芬蘭規劃拍賣時每一區塊為 2x5MHz FDD

頻段，而每一參與競標之業者或組織最多可獲得 2x15MHz。換言之，其拍賣結

果有可能讓僅有二家業者得標，但也可能為三家。在其相關政府政策文件中清楚

指出，要讓行動寬頻業者有足夠的頻譜，其 LTE 網路才足以成為固定寬頻網路

的替代方案，特別是在人口較稀少的地理區域。而如果共計二個業者各獲得

2x15MHz 頻譜，這表示將有 2 個業者足以提供速率達 26Mbps 之無線寬頻接取服

務；而此一安排如果實現，將足以相當幅度地提升寬頻接取市場之競爭。 

三、 釋照及競爭議題 

在 800MHz 執照服務涵蓋之要求方面，芬蘭政府認為以明文規定有其必要，

否則業者將缺乏足夠建設誘因而使寬頻普及率無法改善。因此規定獲得其中獲得

某頻率區塊執照之業者必須在三年內於芬蘭本地大陸境內達到服務涵蓋人口

95%，5 年內服務應涵蓋 99%人口，而獲得另一或二張執照之業者則需於 5 年內

達到服務涵蓋人口 97%。在任一業者自有之網路則必須有至少 35%之人口涵蓋。 

在前述網路服務涵蓋之計算上，業者若擁有 2.5GHz 及 1800MHz 之無線網

路，在 2.5GHz 及 1800MHz 之服務涵蓋可以合併計算。此一方式將可讓芬蘭政

府先前釋出給業者的 2.5GHz 及 1800MHz 頻率也有機會得到充份運用。而在提

供服務區域內，合理之室內涵蓋率也應一併達成。雖然如此，芬蘭當局也認為有

可能出現全新業者而非僅既有業者獲得執照。 

針對 800MHz 拍賣，芬蘭政府自行預估將可獲得 130 ~ 230 百萬歐元(1.3 億~ 

2.3 億歐元)之收入。由於前述涵概率規劃之限制，其拍賣價金可能接近低標。每

一 2x5MHz 頻譜區塊之底價訂為 1,667 萬歐元；換言之，要獲得一張 2x15MHz

執照之業者至少需支付 5,000 萬歐元。而其政府拍賣收入則至少為一億歐元，獲

得執照之業者可於 5 年期間內支付。目前芬蘭 800MHz 頻率主要運用於無線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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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其使用將於 2013 年年底終止，並移轉至其他頻率。故芬蘭 2013 年完成頻譜

拍賣後業者在 2014 年初即可展開 相關網路建設。 

此次 800 MHz 拍賣，應該是芬蘭第二次頻譜拍賣，因為過去芬蘭長期採用

審查方式(Beauty Contest)發照；第一次拍賣係於 2009 年 11 月所進行的 2.5GHz

拍賣。該次拍賣總計拍賣 2.5GHz-2.69GHz 中共 190MHz 之頻譜，包括 FDD 

140MHz 及 TDD 50MHz。拍賣歷時 5 天 27 回合，共獲得 3797800 歐元。獲得

FDD 頻譜之業者共有三家: 其中 Elisa Oyj 以 834,700 歐元獲得 50 MHz(2 x 

25MHz)， TeliaSonera Finland Oyj t 以 819,200 歐元獲得 50 MHz(2 x 25MHz)，

而 DNA Oy 以 675,700 歐元獲得 40 MHz(2x 20MHz)。獲得 TDD 頻譜之唯一業

者為 Pirkanmaan Verkko Oy，以 1,468,200 歐元獲得 50 MHz。該次拍賣因為是芬

蘭第一次以拍賣釋出商用頻譜，被認定有高度實驗性質。 

如果比較本次 800MHz 每一 2 x 5MHz block 拍賣底價 1,667 萬歐元與 2009

年 2.5GHz 拍賣價值相較(TDD 頻譜 146820 歐元/block、FDD 頻譜最高 166940

歐元/block)，其差異約為 100 倍。這顯示芬蘭行動業者普遍認為 2.5GHz 頻譜僅

有提供主要行動業務補強之功能，因此也反映在其拍賣價格。 

四、 芬蘭 4G 拍賣規則設計 

芬蘭有關 4G 頻譜拍賣之規則主要遵循其交通與通訊部的「特定無線電頻率

拍賣法」(Act on auctioning certain radio frequencies,2009)，以及其通訊監理局

FICORA 根據該拍賣法所進一步訂定的拍賣規則。 

芬蘭的 4G 拍賣規則要求擬參與拍賣之企業、組織或聯盟先進行註冊登記並

繳交一定的「參與費」，但同一企業集團僅允許由其旗下單一企業參與競標。芬

蘭的拍賣規則強調為公平、清晰、公開、無差別待遇，且具有技術及服務中立之

特性；其拍賣採電子方式進行，每一頻段則均設底價；例如 2500~2690MHz 頻段

每一 MHz 底價為 15,000 歐元。800MHz 中 30MHz x 2 之總底價則設定為 100

百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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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4G 中 2500~2690MHz 頻段採用的拍賣方式為多回合上升拍賣法

(SMRA ,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scending Auction)的修正版；芬蘭的「特定

無線電頻率拍賣法」中允許 FICORA 對拍賣程序中業者如何投標、轉換投標之

頻率組合、得標者之判定及拍賣終止等詳細步驟皆於其細部拍賣管理規則中予以

進一步規定。 

芬蘭政府對競標後業者所獲得之執照有權外加使用條件以確保其頻率之有

效率使用(例如涵蓋率)以及防止不必要之信號干擾，如果違反前述條件一段時間

未有改善，芬蘭政府得終止其執照。芬蘭的「特定無線電頻率拍賣法」中允許頻

率得標者將其頻率使用權租予其他企業、組織或聯盟，但原執照擁有者仍需負責

該執照應負擔之相關責任及使用條件，例如在 2500~2690MHz 頻譜中部份 FDD

及部份 TDD 頻段在部份地區，因廣播使而有使用限制。 

芬蘭 2500~2690MHz 的細部拍賣規則基本上遵循國際上 SMRA 之規定。但

比較值得一提的尚有以下規定： 

(一) 每回合標金之加價應至少為前回合暫時最高得標價之 10%。 

(二) 每一業者需有資格點數(eligibility point)才有資格下標。第一回合每位業者

有 5 點，而每一點可下標一個 10MHz(5MHz X 2)頻塊。其後每回合之資格

點數均需重新計算；如果為暫時最高得標者，或對某頻段提出新的標信，

則可獲一點。如果某業者未於任何頻塊為暫時最高價得標者，也未下標，

其下一回合之資格點數將為零；此時該業者在下一回合該業者將被迫退出

競標。 

本研究認為上述資格點數及加價規則設計將可以有效縮短整體競價時程，而

提升拍賣效率。 

目前芬蘭針對其 800MHz 執照則另外新增相關配套措施包括： 

(一) 雖然有服務涵蓋率之要求，每一業者自身網路僅需涵蓋人口涵蓋率中的

35%。其他涵蓋率則可經由網路共用來達成。換言之，芬蘭政府的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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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計算方式可能可促成業者充分共用網路。 

(二) 雖然政府有文件曾提及 LTE 一詞，800HMz 之執照採用技術中立原則。由

於目前既有業者之網路採用UMTS、HSPA為主，未來獲得執照業者仍有自

己的網路技術規劃權，可以混用 UMTS、HSPA 及 LTE，讓業者有充分展

現技術的空間。 

(三) 每一執照之期限為 20 年，使業者有充份時間運用該頻譜進行建設與營運，

也提高價金。 

(四) 有關涵蓋率計算在與俄國發生電視頻率干擾之地區可以排除計算(詳見圖

2-5-1)，以符合工程實務。 

(五) 僅獲得 801~806 MHz及 842 ~ 847MHz該區塊之業者將被要求需達到五年內

99%人口涵蓋率(三年內 95%)，其他業者僅需於五年內達到 97%。此一規定

將可適用於 3 家(result A)或 2 家業者(result B)獲得執照之不同結果(詳見圖

2-5-2)。 

(六) 由於 800MHz 存在麥克風使用者，芬蘭政府準備另外提供一筆補償金給該

頻段麥克風使用替換設備。 

五、 小結 

芬蘭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對寬頻服務指標相當重視的國家，也是在其寬頻政策

尚領先將寬頻視為基本人權的國家。其政府早於 2008 年便立法將寬頻服務成為

普及服務之一環，而使寬頻服務成為民眾基本權利。芬蘭政府之立法方式係於

2008 年底通過改善資訊社會公共基礎建設計畫法案。該計畫主要目標在於確保

芬蘭公民與企業體無論其居住、座落地點皆能取用寬頻網路。其將基礎寬頻取用

視為公共服務。芬蘭交通與通訊部並藉由立法將所謂「有效網路」（functional 

internet）定義初步為至少具備 1Mbit/s速率者，並藉以要求電信業者之網路品質。

此次芬蘭政府之 800MHz 頻譜規劃方向，特別是其涵蓋率之要求，很明顯地是其



54 

既有寬頻政策之延伸，並且在策略上採取用無線寬頻來彌補固定寬頻服務於人口

稀少地區之不足。這也是非常值得我國借鏡的部份。 

芬蘭預定於 2013 年完成其 800MHz 拍賣，而其 2500~2690MH 則於 2009 年

已採用國際上常見之 SMRA 完成拍賣。其細部規則中有關涵蓋率可經由網路共

享方式計算以鼓勵網路共構，以及將鄰國干擾部份區域予以排除，也是較特殊且

值得我國參考的設計。 

 

圖 2-5-1  芬蘭 97%人口涵蓋示意圖(其中靠近俄國地區排除計算) 

資料來源：GOVERNMENT RESOLUTION ON SPECTRUM POLIC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7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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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芬蘭依頻段劃分的覆蓋率要求示意圖 

資料來源：GOVERNMENT RESOLUTION ON SPECTRUM POLIC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7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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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捷克 

捷克依據 2011 年 1 月 26 日捷克共和國政府第 78 號決議，由捷克電信辦公

室(Czech Telecommunication Office,CTU)展開招標，基於拍賣結果核配 800、1800

和 2600 MHz 頻帶可用頻率。為達成提供普及寬頻涵蓋的目標，電信辦公室預期

本次拍賣的 800 MHz 頻帶將主要用於普及寬頻涵蓋的目的。為達成提供容量涵

蓋的目標，電信辦公室預期本次拍賣的 2600 MHz 頻帶將用於容量涵蓋的目的，

而 1800 MHz 將確保人口涵蓋更廣。拍賣將採取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競標以拍

賣的個別頻段區塊分配給對該頻段區塊提出最高價位的競標者。第二階段進行頻

率分配，依前階段競標者取得的頻段區塊範圍與結構配給特定頻譜。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與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依據歐盟執委會「歐洲數位議程」指出，發展高速網絡（包括無線網絡）提

供高速和超高速網際網路接取，係確保經濟增長可靠、創造就業和公民依自己選

擇獲取信息和服務所不可或缺。該議程尋求確保在 2013 年前提供寬頻連接給歐

洲所有居民，並且在 2020 年前益達成：(1) 所有歐洲人可接取一個更快的網際

網路（超過 30 Mbit/s），即所謂的普及寬頻涵蓋；(2) 至少有一半的歐洲家庭擁

有超過 100 Mbit / s 的網際網路接取，即所謂的容量涵蓋。固網和無線連接技術

兩者都應為實現這些目標作出貢獻。 

「數位捷克」文件指定「歐洲數位議程」所定義的目標細節，優先重點在縮

小城市和農村區域接取高速網際網路的數位落差，為達成此一目標必須： 

 確保在 2013 年前高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可提供的最低傳輸速度為：在

捷克所有住所至少達 2 Mbit / s (下載)，在城市至少達 10 Mbit / s（下

載）。 

  確保在 2015 年前高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在農村地區可提供的傳輸速

率達到在城市地區提供之平均傳輸速率的 50%。城市中 30%的家戶與

公司應可接取傳輸速率至少達 30 Mbit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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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電信辦公室係依據電子通訊法成立於 2005 年 5 月 1 日，捷克電信辦公

室依據該法具有電子通信和郵政服務領域的市場監管和業務條件決定之權責，為

一實行國家行政管理的中央行政機關。捷克電信辦公室在「頻譜管理策略（3S

策略）-支持發展有競爭力的環境和使用選定部分無線電頻譜之條件最佳化」文

件中，定義了以下發展目標：(1) 加強競爭和技術創新，通過新技術的應用，創

造條件使寬頻服務透過無線網路的提供而進一步發展；(2) 遵守電子通訊法案對

確保無線電頻率目的性利用的要求，以符合歐洲相關頻段和諧化的要求。 

捷克電信辦公室依電子通訊法第 108 條第 1 項(O)、(P)款和行政程序規則第

146 條作為適當的國家行政機構，爰依據電子通訊法第 21 條為了授予使用公共

電子通訊網路無線電頻率權利的目的而推出 2012 年招標。但由於目前尚未完成

拍賣，根據捷克電信辦公室 12 月 21 日公告，拍賣將延後到 2013 年新年後再繼

續進行27，因此目前拍賣價金亦未確定。 

二、 釋照與競爭議題 

依據 2011 年 1 月 26 日捷克共和國政府第 78 號決議，有關捷克電信辦公室

在某選定部分無線電頻譜管理的行動（焦點在 2012 年底前促進高速接取服務的

提供）由電信辦公室展開招標。按照該決議，政府批准電信辦公室之「捷克電信

辦公室無線電頻譜選定部分的管理政策-聚焦於支持提供高速接取服務」文件。

據此，政府也表示同意所提議在招標中基於拍賣結果核配 800 MHz、1800 MHz

和 2600 MHz 頻帶可用頻率的程序。 

為達成提供普及寬頻涵蓋的目標，電信辦公室預期本次拍賣的 800 MHz 頻

帶將主要用於普及寬頻涵蓋的目的。為達成提供容量涵蓋的目標，電信辦公室預

期本次拍賣的 2600 MHz 頻帶將用於容量涵蓋的目的，而 1800 MHz 將確保人口

涵蓋更廣，此要歸功於它的物理傳播性質。 

(一) 標的 

                                                 

27
 http://www.ctu.cz/aktuality/tiskove-zpravy.html?action=detail&ArticleId=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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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使用權之有效期間 2028年 3月 31日。基本上，800 MHz頻段 6個區塊，

每個區塊的大小為 2×5 MHz（A 類）；在 1800 MHz 頻段為 3 個類別：1.  1 區塊

大小為 2×15.6 MHz（B1 類）；2. 1 區塊大小為 2×0.2 MHz（B2 類）；3. 9 區塊每

塊 2×1 MHz（B3 類）。 

在 2600 MHz 頻段為 2 個類別：1.  14 塊上下鏈成對頻譜，每塊 2×5 MHz

（C 類）；2. 10 塊非成對頻譜，每塊 5 MHz（D 類）。由於頻率區塊 D10 的鄰接

頻率區塊 C1 其 EIRP（等效全向輻射功率）未受限制，增加了干擾 D10 區塊的

機率。因此 D10 並不是拍賣區塊，它將自動核配給 D9 區塊的持有者。這是使用

2600 MHz 頻段的一個限制。 

表 2-6-1  捷克無線寬頻釋照一覽表 

分

類 

頻段- 

(MHz) 

區

塊 

頻寬 

(MHz) 

上限頻寬 基本

頻寬 

區塊底價 

(百萬克朗) 

資格

點 

配額 

A1 800 配對 1 2*5 2*22.5 

MHz 

含 既 有

900MHz 頻

段 

未設

限 

 

800 4 實際 

A2 5 2*5 900 4 抽象 

B1 1800 配對 1 2*15.6 2* 23 

含 既 有

1,800 MHz

頻段 

未設

限 

 

375 4 實際 

B2 1 2*0.2 5 1 實際 

B3 9 2*1 24 1 抽象 

C 2600 配對 14 2*5 2*20 2*10 80 1 抽象 

D 2600 未配

對 

10-1 5 未設限 15 40 0.5 抽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2、B3、C 及 D 分類屬於抽象區塊（abstract block），未固定頻率；A1、B1

及 B2 為實際區塊（real block） ，已配固定頻率，不進入第二階段頻率分配。 

(二) 執照使用之漫遊規定 

通過國內漫遊提供的強制性接取被視為確保新進入市場的申請人可提供整

個服務範圍俾與既有供應商有效競爭的必要工具。故其要求提供批發服務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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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使其他有意經營者能經此段標出的頻譜提供相同的服務範圍，並承諾提供

批發服務。 

本次拍賣中獲得800 MHz頻段至少2x10 MHz頻譜且已持有900MHz和1800 

MHz 頻段的申請人，將被要求對未持有任何 900MHz、1800MHz 及 2100MHz

頻段的申請人提供國內漫遊，以抵消初始涵蓋率差距。申請者需承諾負起對在本

次競標中(a)取得 1800 MHz 頻段至少 2x15 MHz 頻譜、或(b)在 2600 MHz 頻段取

得至少 2x20 MHz 頻譜（兩者皆同時未取得 800 MHz 頻段亦未持有 900MHz 頻

段）的請求者(a, b)，以及(c)在本次競標取得 800 MHz 頻段頻譜且未持有 900MHz

頻段頻譜的請求者，提供國內漫遊的義務。 

(三) 執照使用之其它規定 

1.技術中立 

遵守技術中立的原則，授予無線電頻率使用權技術和服務之自主權。電信辦

公室不規定任何關於申請人如何利用拍得頻譜為公眾提供電子通信服務所打算

使用的技術的任何條件或限制。  

2.有效使用 

有效利用無線電頻率，意即必須在頻率核配起一年內開始提供商業服務；以

地域與人口定義的業務涵蓋率，即發展標準，其服務之供應必須達到每個頻段所

分別定義的水準。 

3.獲配無線電頻率之轉讓無限制  

電信辦公室對獲配頻率轉讓並未設置電子通訊法第 23 條以外的任何附加條

件。但必須先獲電信辦公室同意，在不扭曲經濟競爭及不造成國際干擾的狀況下，

皆會允許。 

4.起因自國際協定的無線電頻率使用條件  

使用核配頻率須遵守具約束力的國際協定（含雙邊協定），其協調在捷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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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發射機技術參數。地面行動通信服務和固定通信業務的國際頻率協調是由

HCM 協議所管理。捷克和它的鄰國之間的任何其他雙邊或多邊的無線電頻率協

調協議的又優先於 HCM 協議。目前與德國和奧地利的鄰國協議（800MHz 和

2600MHz 頻帶）已生效。電信辦公室期望以類似技術參數與斯洛伐克和波蘭簽

署協議。 

5.核配頻率之變更、失效、轉讓  

電信辦公室未對這些事項訂定電子通訊法第 22a、22c 及 22d 條以外的新增

規定。  

(四) 使用 800 MHz 頻段無線電頻率的發展標準  

捷克依照工業貿易管理部與電信辦公室合作的「790-862 MHz 頻段建議發展

標準」訂定 800MHz 頻段的使用條件。 

各地區根據人口密度標準分為兩組：(1) A 組，主要由人口稀少地區組成；

(2) B 組，其他地區。以地區作為領域基本單位，相較於 NUTS 5 地域劃分單位，

將使獲核配頻率的持有者在地區涵蓋率的規劃上有更多的自由。 

800 MHz 頻段的強制性涵蓋率義務須達到以下程度： 

1.每涵蓋一個 A 組地區，獲核配頻率的持有者就可能涵蓋一個 B 組地區。 

2.涵蓋率被理解為運用本次標得的 800 MHz、1800MHz 或 2600 MHz 頻段頻

譜經營公共電子通訊網路提供下載速率至少 2 M bit/s 之高速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這樣的服務可在該地區至少 95%的人口分布區取得，室內在不使用

外接天線時至少有 75％的涵蓋率，室內在使用外接天線時至少要有 85％

的涵蓋率。(7/12版新增7年內要求最低下載速率 2 Mbps，之後要求最低下

載速率 5 Mbps) 

3.在無線電頻率核配定案後的 30 個月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95

％的 A 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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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無線電頻率核配定案後的 5年內(7/12新版改為 7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

人必須要涵蓋 100％的 A 與 B 組地區、鐵路運輸走廊 I-IV、公路和高速公

路。原未持有 900MHz頻段者若成為 800 MHz頻段核配頻率的持有者，則

上述 3 和 4 的期限將延長 12 個月。 

(五) 使用 1800 MHz 頻段無線電頻率的發展標準  

拍賣頻率區塊 B1 之涵蓋率義務需達到下列程度：在無線電頻率核配定案後

的 8 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涵蓋率被理解為運

用本次標得的 1800 MHz、2600 MHz 頻段頻譜經營公共電子通訊網路提供高速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要求最低下載速率 5 Mbps。在 B1 以外的其他 1800 MHz 頻

段區塊沒有制訂發展標準。  

(六) 使用 2600 MHz 頻段無線電頻率的發展標準  

涵蓋率義務要達到以下程度：在無線電頻率核配定案後的 7 年內，獲配頻率

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涵蓋率被理解為運用本次標得的 2600 

MHz 頻段頻譜經營公共電子通訊網路提供高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最低下載速

率 5 Mbps。原未持有 900MHz 頻段者若成為 2600 MHz 頻段核配頻率的持有者，

則前段的期限將延長 12 個月。 

(七) 招標規則 

1.申請資格 

(1) 基本資格條件：申請送件時與送件前 3 年皆未曾處於破產程序、申請

送件時未處於清算程序、未名列參與公共合約的黑名單。 

(2) 專業與技術條件：依電子通訊法第 8, 13 條(報備,notification)取得授權

的業務（公共通信網路、電子通信服務）經營者（自然人、法人）。 

(3) 保證金以 1千萬克郎對應 1個資格點數為計算單位，取得 8~25個資格

點。 

(4) 不接受集團成員多重申請、不接受聯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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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定發出競標許可證或排除參與競標由電信辦公室根據 3 人「選擇委

員會」的建議，評估申請書是否符合參與競標資格。 

2.拍賣型式 

採取開式上升同時多回合拍賣，同時係指所有拍賣頻譜區塊同時可供競標。

多回合即為連續回合系統。 

每個頻譜區塊的價格在每一回合上升，但在最高標經撤回後無人投標的情況

為例外。每回合提供參與者某些頻譜區塊的最高標價位資訊，但參與競標者的身

份則不揭露。參與競標者若無力兌現其整個競標集合，或可能獲得並非想要的頻

譜區塊組合時，可撤回其最高標。 

競標分成兩階段： 

(1) 競標階段：拍賣的個別頻段區塊分配給對該頻段區塊提出最高價位的

競標者。 

(2) 頻率分配階段：依前階段競標者取得的頻段區塊範圍與結構配給特定

頻譜。 

拍賣回合在工作日的上午 10 時到下午 6 時舉行，每回合進行 60 分鐘，所有

參與競標者在每回合開始最少 15 分鐘前被通知。 

參與競標者遠端登入電子拍賣系統（EAS），對所有拍賣頻率區塊皆可投標，

每回合可投出一張總標單（binding bid）。 

持有資格點數總和需多於欲競標之頻譜區塊資格點數總和，各分類頻譜區塊

尚有頻寬總和上限與基本頻寬之限制，經 EAS 計算合格才能投標。 

3.競標規則 

(1) 資格點數只降不升 

參與競標者在競標回合使用的活動點數低於資格點數時，下一回合的

資格點數就會被調降至本回合使用的活動點數，但若本回合行使缺席

權則不會被調降資格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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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至 3 回合減緩扣點 

該回合之強迫動用點數水準(obligatory activity level)分別訂為 50%、

60%及 80%。動用資格點數超過持有點數該水準者下一回合資格點數

不減。動用點數低於持有點數該水準者，按比例保留至下一回合的資

格點數 = 動用點數 / 基準點數 * 現持點數 

4.競價程序 

(1) 第一回合拍賣程序 

第一回合所有招標頻譜區塊以底價開出，出價只能選「底價、底價加

2.5%、底價加 5%、底價加 10%、底價加 20% 」等 5 個價位之一。第

一回合不允許使用缺席權，一定要投標。如果未投標，則該競標者在

下一回合的資格點數將歸零，無法參與後續競標，剩餘的缺席權次數

也將自動歸零。每個參與競價者在資格點數大於 0 時最多可行使 4 次

缺席權，資格點數不會減少，第 1 回合不能使用。 

競價回合中對頻譜區塊出最高標者，在該回合結束時被定為該頻譜區

塊的最高標持有者。該回合有出相同最高價者，則取較早投標者為最

高標持有者。該頻譜區塊的最高標持有者若在次一回合中行使最高標

撤回權，卻沒有競標者在限定的 2 個加價價位出價，則次一回合的最

高標持有者從缺。 

(2) 最高標撤回權 

從第 2 回合起，持有最高標的每個參與競價者在資格點數大於 0 時行

使最高標撤回權，不問該回合行使撤回最高標的數目。競價回合中同

出最高價者，則取較早投標者為最高標持有者。 

經撤回最高標的頻譜區塊資格點數，可在當回合轉標其他頻譜區塊。

前回合的最高標持有者在本回合行使最高標撤回權，卻沒有競標者在

限定的 2 個加價價位出價，則本回合的最高標持有者將從缺。如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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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則該競標者在下一回合的資格點數將歸零，無法參與後續競標，

剩餘的最高標撤回權次數也將自動歸零 

(3) 後續拍賣回合 

後續回合可使用缺席權與最高標撤回權。依前一回合定出最高標持有

者之有無，分成下列情況： 

A. 前一回合有定出最高標持有者：競標者或最高標持有者須以

更高出價競標此標的，故本回合只提供原最高標價位加底價 1

成、原最高標價位加底價 2 成等兩個價位以供出價。（7/12 新

版改為最高標價位加 2.5%底價、最高標價位加 5%底價、最高

標價位加 10%底價、最高標價位加 20%底價等 4 個價位之

一）。  

B. 自始尚未有競標者投標該標的，致前一回合未定出最高標持

有者：本回合出價價位為底價、底價加 1 成、底價加 2 成等三

種。（7/12 新版改為底價、底價加 2.5%、底價加 5%、底價加

10%、底價加 20%等 5 個價位之一）。  

C. 因行使最高標撤回權，致前一回合最高標持有者從缺：本回

合出價價位先訂為原最高標價位、原最高標價位加底價 1 成、

原最高標價位加底價 2 成等三種。如仍無人投標，電信辦公室

可以調降該拍賣頻譜區塊價位，惟不得低於底價。  

表 2-6-2  捷克後續拍賣回合狀況表 

有最高標持有者 無競標者投標該標的 
最高標撤回後，最高標持有
者從缺 

最高標價 +20%

底價 
底價 120% 最高標價 +20%底價 

最高標價 +10%

底價 
底價 110% 最高標價 +10%底價 

最 高 標 價  +  

5%底價 
底價 105% 

如仍無人投標，電信辦公室
下一回合可以調降該拍賣
頻譜區塊價位， 

惟不得低於底價 

最高標價+2.5%

底價 
底價 102.5% 

 
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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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終回合之決定 

如有以下條件同時成立時為最終回合，包括：(1) 無任何出價；(2) 

無任何最高價撤回權之行使；(3) 無任何缺席權之行使。 

或可由電信辦公室決定最終回合，於上述條件一及條件二在連續兩個

回合成立時，電信辦公室將告知所有參與競標者，如果此情形在接下

來的回合再發生，將結束競價。如果競價回合中只剩最後一位尚有資

格點數的競標者出價，電信辦公室也可決定宣布下一回合為最終回

合。 

最終回合頻譜區塊最高標持有者成為競標獲勝者，電信辦公室將向所

有參與競標者送出競標結果的通知，邀請競標獲勝者進入頻率分配階

段。 

5.頻率分配 

邀請競價優勝者參加 A2、B3、C 及 D 分類抽象區塊之頻率第一選擇權一回

合密封競標，出價未設上下限，標金採第二價繳交次高出價價金，排序最後需繳

價金自動歸零。 

依頻率第一選擇權競價結果由高而低排序，未投標者即排最後，依序為前階

段標得頻率區塊選擇頻率。平手時，改採這些拍賣優勝者在該頻譜區塊分類中所

贏得區塊的平均出價作為排序依據。若還是無法排序，則改採在該分類頻譜拍賣

區塊中的較高出價作為排序依據；若還是無法排序，則再改採該分類頻譜拍賣區

塊中的出價最高區塊的投標時間為排序依據。 

6.頻率分配原則 

(1) 同調性區塊法則為基本法則 

以同調性區塊法則（coherent block rule）為基本法則，意即該頻率選

擇不應打斷個別頻段持有者的頻譜連續性，該規則也同樣適用至未被

標出的空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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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3 分類頻段之其它規則適用 

在本分類贏得至少 1 個拍賣頻譜區塊的競標優勝者必須選擇位在介於

其現有頻譜之間的頻段。 

在本分類贏得至少 1 個拍賣頻譜區塊的競標優勝者必須選擇與其既有

或新的頻譜鄰接的頻段。 

在本分類贏得至少 1 個拍賣頻譜區塊的競標優勝者必須從 1800MHz

頻段的端點(end)選擇起。  

7.結束後程序 

拍賣結束後，「選擇委員會」就拍賣過程與結果做成報告形式之建議，該報

告需經「選擇委員會」多數同意，於拍賣結束後 30 日內送達電信辦公室。電信

辦公室將據此做出招標結果的決定，於拍賣結束後 2 個月內拒絕未成功申請者的

申請，並在該決定成定局時即請成功申請者支付標金，需在繳款書送達日起 15

日內付清。 

一旦付清，電信辦公室的理事會主席將依電子通訊法第 22 條於 30 日內決定

核給頻譜。如果只支付一部分款項，電信辦公室將給予 3 日寬限期(grace period)

請其付清餘款，如仍未能付清，則沒收保證金、不予核配頻率，並退回剩餘已繳

款項。電信辦公室將在整個招標完成後 1 個月內公布招標過程與結果的報告。 

三、 小結 

捷克依據 2011 年 1 月 26 日捷克共和國政府第 78 號決議，由捷克電信辦公

室展開 800、1800 和 2600 MHz。其中 800 MHz 頻帶將主要用於普及寬頻涵蓋的

目的；2600 MHz 頻帶將用於容量涵蓋的目的；1800 MHz 將確保人口涵蓋更廣。

有關頻塊規劃、得標上限及拍賣底價等可參考表 2-6-1。 

拍賣將採取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競標以拍賣的個別頻段區塊分配給對該頻

段區塊提出最高價位的競標者。第二階段進行頻率分配，依前階段競標者取得的

頻段區塊範圍與結構配給特定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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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捷克電信辦公室 12 月 21 日公告，拍賣將延後到 2013 年新年後再繼續

進行28，因此目前拍賣價金亦未確定。  

國內漫遊相關規範如下： 

通過國內漫遊提供的強制性接取被視為確保新進入市場的申請人可提供

整個服務範圍俾與既有供應商有效競爭的必要工具。故要求本次拍賣中獲得 800 

MHz 頻段至少 2x10 MHz 頻譜且已持有 900MHz 和 1800 MHz 頻段的申請人，將

被要求對未持有任何 900MHz、1800MHz 及 2100MHz 頻段的申請人提供國內漫

遊，以抵消初始涵蓋率差距。 

覆蓋率義務規範如下： 

(一) 800 MHz： 

獲得 800 MHz 頻段至少 2x10 MHz 頻譜且已持有 900 MHz 和 1800 MHz 頻

段的申請人，將被要求對未持有任何 900 MHz、1800 MHz 及 2100 MHz 頻段的

申請人提供國內漫遊，以抵消初始涵蓋率差距；30 個月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

至少要涵蓋 95％的人口稀少地區，7 年內必須要涵蓋 100％的人口稀少地區及其

它地區、鐵路運輸走廊 I-IV、公路和高速公路 

(二) 1800 MHz： 

取得 1800 MHz 頻段至少 2x15 MHz 頻譜者對其它業者提供國內漫遊的義務；

8 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 

(三) 2600 MHz： 

獲得 2600 MHz 頻段取得至少 2x20 MHz 頻譜對其它業者提供國內漫遊的義

務；7 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 

  

                                                 

28
 http://www.ctu.cz/aktuality/tiskove-zpravy.html?action=detail&ArticleId=9867 



68 

第七節 美國 

由於無線電頻譜是屬於國家稀有的公共財，在考量資源配置有效性的前提下，

美國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以拍賣的機制以作為頻譜配置之方式，既能使頻譜的利用

達到有效率的配置，又可創造出具有競爭性的電信市場環境，同時也能夠增加政

府的收入；因此近年來，美國及多數國家紛紛採取執照拍賣之模式來釋出執照，

使其做最有效率的配置。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下稱 FCC）是

負責美國電信業務中商用頻譜規劃的主管單位，至目前為止其所完成的頻譜拍賣

更是為美國政府帶來了高額的收益。FCC 對於頻譜拍賣的實行或設計，與其他

國家相較而言，不論是於拍賣中的創新設計或是持續改良其拍賣機制，均是值得

讓人參考的，因此其頻譜拍賣的施行機制於近年來也已獲得許多國家的仿效。美

國於 2008 年前後完成的 700 MHz 頻譜拍賣也是讓美國行動業者順利導入 LTE 

4G 服務的關鍵。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隨著全球電信自由化的趨勢，各國政府紛紛採取開放電信市場的方式，以導

入競爭力，並且期待能為消費者帶來更為完善的服務品質。而美國頻譜分配採取

拍賣制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頻譜能更有效的分配與利用，一方面提高執照申

請的效率，另一方面亦可防止抽籤制所產生的轉賣謀取暴利的問題。藉由多回合

拍賣的方式可使頻譜有效利用，進而透過業者間彼此的整合，再將頻譜拍賣給競

標業者，而業者再就其分配頻譜，轉給小型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使頻譜發揮最

大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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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一) 美國 2G/3G 行動通訊頻譜的分布 

美國 2G/3G 行動頻譜包括 PCS 和 AWS 等不同規格的頻譜，並包括小型及

大型的複式區塊。小型的複式區塊以PCS在1800 MHz 和1900MHz的頻段為主；

大型的複式區塊則以 AWS-1 在 1700 MHz 和 2100 MHz 的頻段為主。 

圖 2-7-1  美國頻譜分布狀況圖 

資料來源： FCC Thoughts on Future Band Plans, by FCC, 2012, 網址：

http://transition.fcc.gov/bureaus/oet/tac/tacdocs/meeting71612/FCCPresentation.pdf 

 

http://transition.fcc.gov/bureaus/oet/tac/tacdocs/meeting71612/FCCPresent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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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的頻譜規劃也包括非對稱式的 FDD 設計，其特色為： 

1.以下載傳輸為主導地位的寬頻流量 

2.不對稱區塊的分配（5+10 MHz）固定的配對 

3.構建區塊的分配─是由市場去決定其配對？所取得的執照將視其所需去決

定該是成對的，還是僅需有下行的傳輸、或是僅有上行的傳輸 

圖 2-7-2  美國構建區塊分配圖 

資料來源： FCC Thoughts on Future Band Plans, by FCC, 2012, 網址：

http://transition.fcc.gov/bureaus/oet/tac/tacdocs/meeting71612/FCCPresentation.pdf 

(三) 美國區塊的大小考慮重點如下： 

1.大區塊小區塊的對應關係 

從過去的經驗中得知，FCC 釋出大的區塊是為了提升效率，而釋出小的區

塊則是為了促進競爭。 

2.區塊大小的決定 

(1) 一般釋出 5MHz 區塊大小的執照 

(2) 根據需要而建立 5、10、15 或 20MHz 甚至更多連續的頻段。 

(3) 採取執照的機制以鼓勵（或是保證）連續性的作業 

(四) 700 MHz 頻段規劃 

700 MHz 頻段所佔的位置，其具有良好的傳播特性，因為 700 MHz 的信號

相對於頻率更高的頻段，可以很容易地穿透建築物與圍牆，並且可以覆蓋更大的

地理區域。因此 700 MHz 執照釋出的目標需平衡許多相互競爭的目標，包括幫

助小型或是大型的供應商以獲得頻段，為的是促進頻段的使用效率，並在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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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z 的頻段內可以有更好的服務供應。 

自 2007 年以來，FCC 已經著重於建立一個全國性 700 MHz 頻段，且可互操

作的無線寬頻通信網絡，因為這將有助於國家、地方和區域性在公共安全的部分

工作；在 2008 年，FCC 拍賣 700 MHz 頻譜的高頻部分並許可使用於商業用途。

一些移動性無線服務的供應商，也已經開始研發使用並準備提供移動性的寬頻服

務(一般稱為行動寬頻)，該頻段的運用因此包含了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

型電腦，甚至是其他的移動式電子設備。 

在 700 MHz 的公共安全頻譜下，其中有 24MHz 的頻譜是被指定提供為公眾

安全的使用，在此之前，則是主要由廣播電視佔據著這個頻譜頻道（CH.62-64

及 CH.67-69）。該頻段主要被分為三個部分─寬頻（Broadband），保護頻（Guard 

Band）和窄頻（Narrowband）。其中 763-768MHz∕793-798 MHz 的頻段是被分

配成為公共安全的寬頻通信，而 769-775 MHz∕799-805 MHz 的頻段則是被分配

給主要處理窄頻的業務；且為了盡量減少避免在寬頻和窄頻業務之間產生干擾，

FCC 亦通過了一段頻段的保護頻（768-769 MHz∕798-799 MHz），是作為公共安

全寬頻和窄頻之間的緩衝段。  

1.700 MHz 頻段間的互通要求 

一些位於 700 MHz 低頻 A 區的執照持有人聲稱，在 700 MHz 低頻頻段內有

兩個不同頻段的發展，將阻礙他們具有範圍廣泛先進設備進入市場的能力。因此

他們認為，這段頻譜的建置將是比預期來的慢（然而在某些案例中卻不是如此）。

因此，透過通信法所預想的情形，大多位數於 700 MHz 低頻 A 區的執照持有人

在所預想的拍賣結束後，是無法提供其服務水平和競爭程度的。在 700 MHz 頻

段當中有 70MHz，是最大的商用移動服務頻段之一，也是唯一的非相互操作的

商用移動服務頻段。FCC 在 700 MHz 頻段內提升其相通性，並進一步鼓勵頻譜

的有效地利用。預期 NCC 將持續探討，在 700 MHz 低頻頻段下的 B 區和 C 區

執照所發現相互影響下，是否將導致有限或少量有害的干擾，並透過業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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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修改委員會的技術規則或其他的監管措施，合理地減輕這種干擾。 

圖 2-7-3  美國 700 MHz 分配圖 

資料來源：Promoting Interoperability in the 700 MHz Commercial Spectrum, by 

FCC, 2012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FCC-12-31A1.pdf 

2.700 MHz 的公共安全寬頻網絡 

在 2007 年發布的第二份報告及命令中，在 700 MHz 的公共安全頻譜下，該

委員會制定一個在全國範圍內有關公共安全寬頻網絡，其公共和私營部門夥伴相

互操作發展關係的框架。在此框架下，一段 10MHz 的區塊（763-768／793-798 

MHz）被分配提供給公眾安全的寬頻服務，並且發予其在全國範圍內有關公共安

全寬頻的牌照。一段鄰近 10MHz 的分配，在此依據之下，D 區塊（758-763／

788-793MHz）被指定為商業拍賣的區塊，D 區塊執照期限為 15 年，最終的執

照持有人需要在相關 20 MHz 的兩張頻譜執照下，開發一個共享的無線寬頻網

絡。 

隨後 FCC 在 2010 年 5 月通過了一項命令（“豁免令”），其授予 21 個公共安

全及司法管轄區有條件的豁免，以追求全州的或地區性在早期公共安全寬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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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在其他條件下，豁免令另加了一項條件，其要求這些網絡需部署 LTE

的寬頻技術平台。在 2010 年 12 月的命令中，公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局，在這些早

期的部署中，於緊急應變中心採取進一步相互協商的操作性要求。在 2011 的 1

月 26 日，委員會於此程序中通過了“第三號報告書及命令”及“第四次的法規制定

提案的注意事項”。在“第三號報告書及命令”中，委員會制定的規定，即是有關

公眾安全的寬頻網絡在 700 MHz 的頻段，其營運商必須採用第八版的 3GPP 

（LTE）或更高的版本，以作為一個通用技術的平台。在“第四次的法規制定提

案的注意事項”中，委員會審議並提出額外的要求，在 700 MHz 的頻段內須進一

步推動和賦予全國性在公共安全寬頻網絡之間的相互操作的營運。  

3.700 MHz 的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以通訊市場區域（CMA）和以經濟區域（EA）為基礎的執照必須提供該地

理區域的服務，並且在四年內達到該服務區域至 35%，及在十年內達到 70%的

範圍，而以地區經濟領域（REAG）為基礎的執照，必須在四年內及十年內分別

達到 40%及 75%的人口涵蓋率。 

(五) 800 MHz 頻段規劃 

美國公共安全無線電系統（例如由警察，消防隊員和急救醫務人員所使用的

系統）的運作是分布於 800 MHz 頻段內的幾個部份，其中包含了在 806-824MHz

及 851-869MHz 的成對頻譜。800 MHz 的頻段也深入了私人無線電系統及商業性

的無線運營商。 

1.800 MHz 頻段的重新配置 

為了解決因為高密度的商業無線系統，其會干擾到 800 MHz 內的公共安全

通信系統，而所造成日益嚴重且產生有害的問題，委員會於 2004 年 7 月則採取

了全面性的計劃，以重新配置該段的頻譜。該計劃是為了保護第一線人員和其他

緊急救援人員的生命，並且透過有線和無線通信的使用，以履行委員會促進生命

和財產安全的義務。800 MHz 頻段重新配置的執行，是公共安全和國土安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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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務。 

為允許頻道更多空間及解除頻寬限制，FCC 允許經濟區域（EA）以 813.5-824

∕858.5-869 MHz 為基礎的專門移動無線電（SMR），於 800 MHz 頻段給予執照

持有人部署競爭性的無線服務，以更有效地利用頻譜資源。然而，FCC 仍然確

保於 800 MHz 頻段的 EA SMR 執照持有人的彈性，不會在 800 MHz 頻段內對公

共安全的執照造成有害的干擾。FCC 所決定的大區塊執照，將“使得執照持有人

無論是在連續或不連續的頻譜上，可以更靈活地去操作、使用技術”，以及擁有 

“寬頻技術如 CDMA 和 GSM” 的大範圍區塊是必要的。該委員會認為這樣釋出

這樣大範圍的執照，“能夠與其他 CMRS，例如蜂巢式和 PCS 寬頻系統的供應商

達成有效的競爭”。 

2.過渡的管理者 

為了促進頻譜重新規劃的過程，委員會在 800 MHz 的頻段中提供一個獨立

的過渡管理員（TA），以管理支出的過渡和審查。委員會委託 TA 於頻譜重新分

配的過程中，管理有關技術和財政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在公共安全的實體中，以

確保委員會在執照的釋出達到最小的分裂情形。 

3.後頻譜重新配置的計畫 

圖 2-7-4 說明就是實施於美國後頻譜重新配置計劃下大多數的標準。然而，

在某些地區的標準頻譜計劃，有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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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  美國後頻譜重新配置的計畫圖 

資 料 來 源 ： Post-Reconfiguration Band Plan, by FCC, 2011, 網 址 ：

http://www.fcc.gov/encyclopedia/800-mhz-spectrum 

三、 釋照議題及競爭議題 

(一) 可用頻段之分類 

針對無線寬頻服務，FCC 所提供的可用頻段有幾種機制，包含執照頻段

（licensed band）和免執照的頻段（unlicensed band）。一些需執照的頻段是被指

定用於商業用途，但另一些則是被分配用於負責公共安全的政府機構。而許多得

到執照頻段的業者也可以將頻譜出租或轉讓給在二級市場內的其他實體。 

1.免執照頻段 

在被指定為“免執照”或“特許豁免”的頻段中，依FCC在Part 15法規的規定，

使用者無需有 FCC 的執照即可操作，但必須使用經過型式認證、符合技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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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線電設備，其中包括了功率的限制，免執照頻段的使用者則不擁有使用頻譜

的獨佔權，和免於受到干擾的好處。 

2.需執照之商用頻段 

於專用的頻段以及在某些情況下非專用性的執照頻段，在特定位置對於特定

的頻率或頻道的使用，該執照擁有者享有獨家的使用權。美國自 1994 年以來，

商業性的頻段和執照，其使用權已普遍於特定的地理區域進行拍賣，例如經濟區

域（EAs）或移動通信市場區域（CMAs）。某些頻段更是包含了以上這兩種模式

的混合體， 

3.FCC 的頻譜拍賣 

FCC 一直在無線寬頻服務上努力創造出新的、可用的頻譜，包含了無線寬

頻頻段。近幾年來，FCC 對於商業性服務的頻譜，通常是採用頻譜拍賣的方式

來分配新的頻譜執照。 

4.次級市場的頻譜執照 

FCC 在頻譜的使用權上已採取了重大的步驟，以減少其監管的障礙並且促

進二級市場的發展。在 2003、2004 年時，FCC 建立了新的政策和程序，其透過

頻譜使用的租賃及安排，以促進寶貴的頻譜資源能有更廣泛地使用，並且允許執

照的分配和轉讓的控制以簡化程序。FCC 還提供了若干符合頻譜租賃、執照出

讓及轉讓交易資格的即時處理。 

FCC 也採取某些措施，包括釋放頻譜的儀表板，使其更容易找到目前的執

照持有人，另外只需點擊幾下滑鼠按鍵，即可讓公眾搜索、下載一些許可的數據。  

(二) 頻譜拍賣機制 

1.法源依據 

儘管通訊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頻寬的使用效率亦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

顯著的提升，但在無線頻寬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在特定的時間內也只能提供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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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用戶使用。美國的頻率管理制度要如何有效地分配在這些公共資源，從美

國無線執照的管制歷史中發現，美國歷經聽證會指定（Assignment by Comparative 

Hearing）、抽籤（Lotteries）以及拍賣(Auction)三個方法的嘗試，最後則是採用

拍賣制度為頻譜釋照的方式。 

1993 年美國國會在通訊法中增列 Section 309（i）為拍賣的法源基礎，開始

使用拍賣競標的機制來進行頻譜執照的發放，並且在 1993 年的預算法案中要求

FCC 必須針對不同的出價方法提出最好的拍賣方針。309（i）法案亦規定，FCC

有義務必須提供給小型企業（small businesses）、地區性的電話公司（ rural 

telephone companies）、婦女與少數股權持有的企業（women- and minority-owned 

businesss），並且同時達成經濟上效率化的結果，為達成此種複雜且多樣的政策

目的，將使得拍賣規則的設計更顯的困難重重。而 FCC 基於以下理由，最後決

定採行競標方式（competitive bidding）來進行頻譜釋出。   

 保護公共利益（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透過執照的發放促進市場競爭力 

 使有商業價值的頻譜利益回饋給大眾 

 防止不當圖利 

 加速技術與服務的發展 

 使頻譜更有效率使用 

從 FCC 的拍賣案例顯示，拍賣對於分配稀有資源產生更好的效益，並可促

進無線通訊服務的競爭與革新。 

2.同步上升的拍賣法（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SAA）： 

由於傳統的拍賣方法欠缺處理多張執照同時拍賣的情況，因此 FCC 在 1994

年設計並採用一套稱為「同時性多回合拍賣」（Simultaneous Multiple-Round 

auction, “SMR”）或同時上升拍賣法 (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 SAA)的拍賣

方式以釋出頻譜執照。其特色有： 



78 

 獨立性的競標 

 近乎一致的定價 

 競標者在贏得 A 區塊的執照後不能再對 B 區塊競標 

3.700 MHz 頻段的拍賣  

FCC 首先在 2002 年所拍賣位於 700 MHz 低頻（lower band）內 C 區和 D 區

的執照，FCC 要求其執照持有機構在其執照期限結束前，在它們獲得許可服務

的領域內提供“實質性的服務”。在 2007 年時，FCC 在 700 MHz 頻段通過對其執

照性能的要求。而在 2008 年時，FCC 在 698-806 MHz 頻段（亦即是 700 MHz

頻段）進行了 1099 張執照的拍賣（是為“Auction 73”）。其中較大區塊的 Band C

特別引發行動業者的注意。在涵蓋率要求方面，FCC 要求以通訊市場區域（CMA）

和以經濟區域（EA）為基礎的執照必須提供該地理區域的服務，並且在四年內

達到該服務區域至 35%，及在十年內達到 70%的範圍，而以地區經濟領域（REAG）

為基礎的執照，必須在四年內及十年內分別達到 40%及 75%的人口涵蓋率。如

果執照的持有人無法達成上述的標準，其執照的授權期限將被刪減兩年的期限，

也就是說廠商必須在 8 年內滿足其長期的標準，而 FCC 也會採取其它強制的行

動來達成目標。在執照期限結束後執照持有者若未能達到最終的長期標準規則，

其未用的頻段則必須繳回。 

2008 年該次頻譜拍賣中十張區塊 C 的執照有七張由 Verizon 所得標，該公司

總計花費 47 億美金，但 Verizon 因此獲得涵蓋美國 48 個州的頻譜。Verizon 於

2010 年底因此順利推出 LTE 服務，並預期於 2013 年達成與其 3G 服務同樣的涵

蓋率。換言之，FCC 該次拍賣所釋出之主要頻譜已成為現在美國 LTE 業者所使

用的主要頻譜，故 FCC 2008 年之頻譜釋出對美國 LTE 產業有極大關鍵。 

FCC 另外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進行了“92 拍賣”，於 698-806MHz 頻段（亦

為 700 MHz 頻段）進行拍賣 16 張執照。24 家業者申請者中有 11 家業者完成程

序並合格。此次拍賣是其 700 MHz 最新的一次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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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頻段的拍賣價金 

Auction 73 拍賣結果包含了 1,090 個暫時得標價，涵蓋了 1,091 張執照，結

果列於表 2-7-1。區塊 A、B、C 與 E 之暫時得標價總和皆高於以上各區之保留

價格；但區塊 D 的暫時得標價未達保留價格，故該區塊之出價並不為得標價。 

表 2-7-1  auction 73 拍賣結果 

Block 
Licenses 

Offered 

Provisionally 

Winning Bid 

(PWB) Total 

(Thousand) 

Licenses 

with 

PWBs 

Reserve 

Price 

(Thousand) 

Winning 

Bids Total 

(Thousand) 

Net Winning Bids 

Total 

(Thousand) 

Licenses 

Won 

A 176 $3,961,174 174 $1,807,380 $3,961,174 $3,875,663.8 176 

B 734 $9,143,993 728 $1,374,426 $9,143,993 $9,068,382.85 728 

C 12 $4,748,319 12 $4,637,854 $4,748,319 $4,476,691 12 

D 1 $472,042 1 $1,330,000 $0 $0 0 

E 176 $1,266,892 176 $903,690 $1,266,892 $1,266,844.5 176 

Total 1,099 $19,592,420 1,091 $10,053,350 $19,120,378 $18,957,582.15 1,090 

Auction 92 拍賣結果所有區塊皆達保留價格，且全數 16 張執照皆售出，結

果列於表 2-7-2。 

表 2-7-2  auction 92 拍賣結果 

Block Licenses 

Offered 

Provisionally Winning 

Bid （PWB） Total 

Licenses 

with PWBs 

Winning 

Bids Total 

Net Winning 

Bids Total 

Licenses 

Won 

A 2 $2,342,000 2 $2,342,000 $1,756,500 2 

B 14 $18,060,000 14 $18,060,000 $18,013,700 14 

(1) 拍賣結構 

A. 同時多回合拍賣設計（SMR）  

當局提議將所有的執照納入“92 拍賣（Auction 92）”，“92 拍賣

（Auction 92）”同時也是 SMR 拍賣型式的標準。下面將進一

步說明這種類型的拍賣方式，是同時提供每張執照的投標，

且包含合格的投標者可對個別執照的連續競價回合進行投標。

在通常的情況下，投標的過程依然開放給所有的執照，直到

每張執照的投標程序停止後。  

B. 匿名的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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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建議使用披露一些有限的信息或是以“匿名競標”的方式進

行 92 拍賣的程序，具體來說，直至競標結束後當局建議保留

下述的公開發布   

(A)競標者的執照應對應其短期格式申請程序的選項（FCC 的 175

表格）  

(B)競標者該支應的頭期款及投標資格的金額  

採取其他競標相關的行動，將可能暴露競標者的身分，因此

競標者將有機會獲得自己報價及其他的信息。此外，對於那

些符合 1. 2105（C）規定的業者，該委員會訂定禁止申請人之

間相互通信的規則，申請者將了解它們與其他的申請者不得

有私下的合作或溝通─包括競價，競標策略，或後拍賣市場

結構的討論。  

C. 競標的回合  

92 拍賣將包含了連續的競價回合。而最初的招標時間表須在

拍賣開始前至少一個星期公佈。  

D. 停止的規則  

FCC 有停止多回合拍賣的斟酌權，並根據其拍賣規則得以在

合理時間內結束拍賣的程序。在 92 拍賣中，其亦提議採用同

步停止規則的方法。   同步停止的規則意味著所有的執照仍

然可供廠商競標，直到所有執照的競標同時結束。更具體來

說，競標者如果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價格，競標將同時在所有

執照進行第一回合競標後結束。  

(2) 拍賣程序 

A. 預付款項及投標資格  

預付款是由每個投標者在執照投標時的可退還押金，並依此

建立的投標資格。因此 FCC 建議，投標者所提交的預付款金

額將初步決定投標者對其投標單位的投標資格。FCC 提議，

每張執照被分配至一個等於美元前期付款的特定數量，也是

表 2-7-3 中所列出的每一個投標單位的投標單位。對於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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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執照投標單位的數量是固定的，且在拍賣過程中不會改變

價格的變化。投標者可對多張執照進行投標，而提供這些執

照與投標單位的總數不超過投標者的資格。在拍賣的過程中，

其資格不會增加，它只能維持不變或減少。因此，在計算它

的前期付款金額，必須有其最初的投標資格，申請人必須確

定投標單位的最大數目，它可能希望在任何單回合中出價（或

持有暫時性得標價），而所提交的預付款金額為投標單位的總

數量。  

表 2-7-3  美國拍賣預付款項表 

預付的款項、競標資格、彈性的競標 

執照名 市場名 投標單位 預付的款項 

WY-CMA204-B Aguadilla, PR 23,000 $23,000 

WY-CMA663-B 
Texas 12 – 

Hudspeth 
24,000 $24,000 

如果一位投標者希望在同一個回合內同時競標，它必須選擇 FCC 所規定的 175

表格，並且購買至少 47,000 個投標單位（23,000 +24,000）以獲得投標資格。如

果投標者只希望對一張執照投標而不是同時對其他執照投標，則只需購買 24,000

個投標單位即可符合投標執照的資格或要求。投標者能夠競標任何一張執照，但

不能同時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投標。 

B. 參與規則  

為了確保拍賣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結束，活動規則要求投標

者在整個拍賣過程中積極地投標，而不是等到在拍賣結束之

前才參與投標過程。投標者在每一回合的拍賣活動，須是他

們目前的投標資格內擁有一個特定的百分比。   如果有任何

的保留，未能保持必要的活動水平將會導致活動規則使用的

減免，或減少投標人的資格，可能削減或消除在拍賣中投標

者提出額外的出價能力。  

FCC 提出了以下的行動要求，在拍賣過程中宣布有保留改變

單方面階段的處理權：   

(A)階段一：在第一拍賣階段的每一回合中，投標者希望維持其

目前的投標資格，並且依其資格須至少有 80%是活耀的，在下

一回合的競標未能維持所需的活動水平，會導致使用活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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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放棄或減少投標者的投標資格。在第一階段中，投標者

為下一回合減少其資格，將乘以投標者在本回合中 5/4 加以計

算。  

(B)階段二：在第二拍賣階段的每一回合中，投標者希望維持其

目前的投標資格，必須是活躍在其目前投標資格的 95％。在

下一回合的競標未能維持所需的活動水平，會導致使用活動

規律的放棄或減少投標者的投標資格。在第二階段中，投標

者為下一回合減少其資格，將乘以投標者在本回合中 20/19 加

以計算。  

C. 底價或最低開標  

當 FCC 釋出要拍賣的執照時，第 309（ j）條是要求委員會規定

須建立一個合理的底價或最低底價金額的規定。在通常的情

況下，底價是公布或是未公布的，而如果底價低於其給定的

拍賣絕對最低價格時，該項物品將不會被售出。而底價或是

最低開標的規定通常是用於加快競標過程的競爭性。因此，

最開始的開標價與底價兩者有可能是相同的。  

因此在 92 拍賣中，FCC 提出在以執照授權的基礎之上，使用

最低底價金額的計算方法，而具體來說，FCC 對於每張執照

的最低底價金額均是建議以較大者來計算，這種方法使得我

們能夠建立一種程度較高的最低開標價格，進而能以相對較

高的價格出售，相對也有可能減少必要的競價過程，以達到

拍賣過程最終的競價回合數。  

D. 競標金額  

(A)最低可競標金額  

首次提出競價的金額被稱為可接受的最低可競標金額，該執

照的最低可競標金額將等於它的最低開標的出價金額。在有

一個暫時性得標金額出來後，該張執照的最低可競標金額就

是為暫時的得標金額加上使用下面的公式所計算的出價金額

的某些百分比。  

(B)最低可競標金額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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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競標回合結束後基於活動指數加以計算，暫時得標金

額的百分比通常是建立於最低可競標的金額上（亦即是“額外的

百分比”）該項活動指數的加權數是以：（a）對於該張執照競

價的投標人數量，以及（b）從前一回合中所得到的活動指數，

兩點來加以計算。  

        Ai = (C * Bi) + ((1-C) * Ai-1) 

        Ii+1 =smaller of ((1 + Ai) * N) and M 

        Xi+1=Ii+1 * Yi 

  Ai=當前回合的活動指數（round i） 

  C=活動的加權因子 

  Bi=在當前回合中提出競標的競標者數目（round i） 

  Ai-1=上一回合的活動指數（round i-1），A0 is 0 

  Ii+1=下一回合的額外百分比 （round i+1）  

  N=最低的額外百分比或底價 

  M=最大的額外百分比或最高額度 

  Xi+1=金額對應的額外百分比 

  Yi=在本回合暫定的得標金額 

案例： (請注意，上述的數值僅用於說明，與拍賣時的情形有

所不同 ) 

C = 0.5, N = 0.1, M = 0.2 

第一回合  （2 個競標者競標，且暫時的得標金額為$1,000,000） 

a. 第 2 回合額外百分比的計算：  

A1 = (0.5 * 2) + (0.5 * 0) = 1 

I2 = The smaller of [((1 + 1) * 0.1) = 0.2] and 0.2 (the maximum 

additional percentage)= 0.2 

b. 第 2 回合額外百分比金額的計算（using I2 from above）：  

X2 = 0.2 * $1,000,000 = $200,000 

c. 第 2 回合可接受的最低出價金額為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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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二回合（3 位投標者提出競標，暫定的得標金額為$2,000,000） 

a. 第 3 回合額外百分比的計算  

A2 = (0.5 * 3) + (0.5 * 1) = 2 

I3 = The smaller of [((1 + 2) * 0.1) = 0.3] and 0.2 (the maximum 

additional percentage)= 0.2 

b. 第 3 回合額外百分比金額的計算（using I3 from above）：   

X3 = 0.2 * $2,000,000 = $400,000 

c. 第 3 回合可接受的最低出價金額為$2,400,000 

(D)第三回合（1 位投標者提出競標，暫定的得標金額為$2,400,000） 

a. 第 4 回合額外百分比的計算：  

A3 = (0.5 * 1) + (0.5 * 2) = 1. 5 

I4 = The smaller of [((1 + 1. 5) * 0.1) = 0.25] and 0.2 (the 

maximum additional percentage)= 0.2 

b. 第 4 回合額外百分比金額的計算（using I4 from above）：  

X4 = 0.2 * $2,400,000 = $480,000 

c. 第 4 回合可接受的最低出價金額為$2,880,000 

E. 暫時性得標金額  

如果該拍賣在該回合被結束的話，暫時性得標金額將成為最

終的得標金額。在競標回合的最後，每張執照的暫時性得標

金額，將是由競標執照中提出最高金額所決定。在同一回合

的競標過程中，如果有相同的出價金額出現的情況下，則將

使用隨機的機制去選擇一個暫時性得標的競價，其餘的競標

者，以及暫時的得標者，可在後續的回合中提出更高的競標

價格。然而，如果在拍賣結束時而沒有其他更高的出價，得

標者將是一個暫時性的勝出競價金額。如果在後續的回合內，

還有其他競標者出價的話，暫時性的得標競將由最高的投標

金額來決定。  

F. 回合內取消競標  

在 92 拍賣內容中，當局提議並尋求回合內取消競標程序的共

識。在競標回合結束之前，投標者可以選擇刪除任何在這一

回合的出價。去除在 FCC 拍賣系統的選定出價，投標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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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撤銷”其在這一回合所投入的競標。   

G. 撤標  

FCC 亦尋求撤標的意見，其提出在拍賣的過程中，允許競標

者撤回前回合所提的出價的選項，競標者可以撤回其暫時中

標使用“撤銷投標”功能在 FCC 拍賣系統的。  競標者可以使用

在 FCC 拍賣系統內的“撤銷投標”的功能進而撤回其暫定的得

標價。   

(3) 拍賣流程 

A. 評論告示  

在 1997 的美國預算法案中要求 FCC 在拍賣開始前大約 4～6

個月，需公告討論關於此次拍賣的規程，例如活動規則、付

額款數、底標 /最低價格等。  

B. 程序公告  

大約在拍賣前 3～5 個月，發佈此次拍賣的規程、期限和條

件。  

C. 研習會  

在拍賣的前 60～75 天，FCC 須舉辦研討會，使欲參與投標者

了解拍賣的規則和程序，並將出價系統軟體在此研討會中展

示，讓參與者提出疑問，以達到拍賣前的雙向溝通。  

D. 投標者申請書投遞（Short-Form Application Filing Deadline）  

在拍賣前 45～60 天，FCC 會設定一個最後期限，讓欲投標者

投遞申請書，其內容包括申請者的所屬的組織和想要競標的

執照等資訊。  

E. 申請狀況公告（Short-Form Application Status Public Notice）  

在拍賣前 30～40 天，FCC 會公告在申請書投遞期限內所有申

請者的申請狀況，包含聯繫一些資料不足的申請者。  

F. 預付款項的最後期限（Upfront Payment Deadline）  

在拍賣前的 3～4 個星期，投標申請者須提供其預付款項及帳

戶，以便之後的繳納與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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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申 請 者 的 資 料 重 新 提 交 期 限 （ Short-Form Application 

Resubmission Deadline）  

若申請者的款項、資料不全時，FCC 在拍賣前 3～4 星期內會

要求申請者補齊資料。  

H. 公告合格投標者（Qualified Bidders Public Notice）  

在拍賣前 10～14 天，公告列出合格參與拍賣的投標者之註冊

帳號、單位和執照選擇種類、拍賣日程表等細節。  

I. 合格投標者註冊（Qualified Bidders Registration）  

在拍賣前 7 天，合格投標者需註冊其資格。  

J. 模擬拍賣（Mock Auction）  

在拍賣前 2～5 天，將舉行一次模擬拍賣，讓投標者試用其拍

賣系統功能。  

K. 拍賣開始  

L. 每回合拍賣回顧（Reviewing Round Results）  

在每回合拍賣關閉後 15 分鐘內，FCC 會公告此回合拍賣的競

標過程和結果。讓對投標者和感興趣的人可以詳細的分析這

些拍賣資料。  

M. 關閉  

在拍賣結束後，委員會將發布一個告示宣稱拍賣被關閉，且確認贏取的投標

者，和需付款數目。並在最後期限之前，贏取的投標者必須遞交一個完整詳細的

計畫書給相關單位。 

四、 小結 

美國頻譜核配採取拍賣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頻譜能更有效的分配與利用，

一方面提高執照申請的效率，一方面防止抽籤制所產生的轉賣謀取暴利的問題。

藉由多回合拍賣方式可使頻譜有效利用，再透過業者間彼此整合，在將頻譜拍賣

給競標業者，而業者再就其分配頻譜，轉給小型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使頻譜

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在 2008 年時，FCC 在 698-806 MHz 頻段（亦即是 700 MHz 頻段）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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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 張執照的拍賣（是為“Auction 73”）。其中較大區塊的 Band C 特別引發行動

業者的注意。在涵蓋率要求方面，FCC 要求以通訊市場區域（CMA）和以經濟

區域（EA）為基礎的執照必須提供該地理區域的服務，並且在四年內達到該服

務區域至 35%，及在十年內達到 70%的範圍，而以地區經濟領域（REAG）為基

礎的執照，必須在四年內及十年內分別達到 40%及 75%的人口涵蓋率。 

2008 年該次頻譜拍賣中十張區塊 C 的執照有七張由 Verizon 所得標，該公司

總計花費 47 億美金，但 Verizon 因此獲得涵蓋美國 48 個州的頻譜。Verizon 於

2010 年底因此順利推出 LTE 服務，並預期於 2013 年達成與其 3G 服務同樣的涵

蓋率。換言之，FCC 該次拍賣所釋出之主要頻譜已成為現在美國 LTE 業者所使

用的主要頻譜，故 FCC 2008 年之頻譜釋出對美國 LTE 產業有極大關鍵。 

FCC 另外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進行了“92 拍賣”，於 698-806MHz 頻段（亦

為 700 MHz 頻段）進行拍賣 16 張執照。24 家業者申請者中有 11 家業者完成程

序並合格。此次拍賣是其 700 MHz 最新的一次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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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日本 

為舒緩行動通信業務頻寬不足問題，日本政府自 2009 年開始陸續釋出

1.5GHz、1.7GHz、900MHz、700 MHz 等頻段提供電信事業使用。相對於大多數

國家已經引進頻譜拍賣制度，日本迄至目前為止，仍然持續沿用審查認可制。其

執照期限依據日本電波法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為 5 年以內期滿得再申請延長，

過去行動電話執照期間為 10 年(特例措置)，於 2011 年 6 月 1 日電波法修正後改

回 5 年。 

本節之研究內容，首先分析介紹日本電波政策，其次就日本頻譜資源規劃、

釋照程序以及 3.9G(在日本文件中，LTE 被認為 3.9G)具體釋照案例進行分析說明，

提供國內參考。 

一、 日本現行電波及行動寬頻政策 

日本現行電波政策施政主軸有三，其一為頻譜有效利用之推動；其二為頻譜

拍賣制度之引進；其三為數位紅利之有效利用，簡析如次。 

(一) 頻譜有效利用之推動 

首先在頻譜有效利用之推動方面，主要政策措施有二，其一為 White Space

（即未使用到的電波頻率）之有效利用；其次則為如何促進電波有效利用之檢討

作業。 

日本無線電頻率主管機關總務省於 2012年 1月召開「White Space推進會議」，

正式發表「White Space使用系統之共用方針—無線電視用頻段共用方針」。其後，

總務省乃依據前述方針，於 2012 年 3 月實施區域播送制度整備作業外，並進行

通信系統技術規格之制定，裨益服務之實現，進以落實 White Space 之實用（參

見圖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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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日本 White Space 實用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自總務省，平成 24 年版 情報通信白書，2012 年，p380。 

其次，在如何促進電波有效利用之檢討作業方面，總務省於 2012 年 4 月召

開「促進電波有效利用檢討會」，就因應無線系統之合理規管原則、善用電波使

用費裨益無線系統高度化暨其普及利用對策、強化頻譜重分配之相關對策，以及

其他促進電波有效利用之相關議題，從宏觀的角度，進行深入探討，預定同年

12 月底，提出檢討報告。 

考察日本政府之所以進行如何促進電波有效利用檢討作業之背景，主要可臚

列如次五項重要背景因素： 

 為因應行動通信訊務量之急速增大； 

 因應無線通信新技術新服務之發展； 

 為可靈活因應市場需求之頻段確保； 

 為因應東日本大地震等大規模災害之無線通信基礎建設； 

 落實 2011 年 11 月之電波政策建議。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4/image/n52030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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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日本 韓國 澳大利亞 紐西蘭 美國 加拿大 墨西哥 英國 法國 德國

頻譜競標制度 X ○ ○ ○ ○ ○ ○ ○ ○ ○

實施情況 X ○ ○ ○ ○ ○ ○ ○ ○ ○

國名 冰島 愛爾蘭 義大利 奧地利 荷蘭 希臘 瑞士 瑞典 西班牙 斯洛伐克

頻譜競標制度 — ○ ○ ○ ○ ○ ○ ○ ○ —

實施情況 — ○ ○ ○ ○ ○ ○ ○ ○ —

中東地區

國名 捷克 丹麥 挪威 匈牙利 芬蘭 比利時 波蘭 葡萄牙 盧森堡 土耳其

頻譜競標制度 ○ ○ ○ ○ ○ ○ ○ ○ ○ ○

實施情況 ○ ○ ○ ○ ○ ○ — ○ — ○

亞太地區 北美中美地區 歐洲地區

歐洲地區

歐洲地區

(二) 頻譜拍賣制度之引進 

日本頻譜執照之核發，長期以來一貫採行審查認可制。迄至目前為止尚未引

進頻譜拍賣制，亦係 OECD 國家中唯一未引進頻譜拍賣制的國家（參見圖

2-8-2）。 

圖 2-8-2  OECD 國家採行頻譜拍賣制度現況（2012 年 5 月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日本國內開始探討是否應引進頻譜拍賣制之議題，首見於 2010 年 9 月 10

日內閣會議（相當於我國行政院院會）所決議的「邁向實現新成長戰略之 3 階段

經濟對策」。其中在因應日幣升值與經濟緊縮問題緊急對策所列舉的 100 項改革

措施中，就有一項強調「為電波之有效利用，頻譜重分配所需之成本負擔，應考

慮引進頻譜拍賣制度，於 2011 年度採取積極措施」。因此日本政府乃於 2010 年

度開始著手進行相關檢討作業；2011 年度提出電波法修正草案；2011 年度最後

一月（2012 年 3 月 9 日），內閣會議決議通過電波法修正案，政策上已然確立引

進頻譜拍賣機制，待國會通過後，即可正式實施。 

日本政府探討引進頻譜拍賣機制之主要議題，表現於 2011 年 12 月所發表的

「頻譜拍賣懇談會報告書」，主要內容包含如次： 

 拍賣制度引進目的； 

 頻譜拍賣對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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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電台發照制度之關係； 

 繳納金之定位與會計方法； 

 拍賣收入用途； 

 與電波使用費之關係； 

 頻譜拍賣之外資定位； 

 合理的制度設計與營運； 

 二次交易制度。 

鑒於智慧型手機普及後，頻譜需求急速增大，日本政府已然考慮引進拍賣機

制，未來將在公開透明的程序下，由出價最高的競標人取得頻譜使用權。 

有關頻譜拍賣的引進時間，主管機關總務省原來計畫配合 4G（IMT-Advancd）

預定在 2015 年實用化之時間點引進（3.4GHz～3.6GHz）；惟亦有建議指出在分

配 900MHz 白金頻段時，應予及時引進拍賣機制。 

結果，基於因應訊務量急遽攀升之頻譜迫切需求，川端總務大臣裁示

900MHz 頻段仍依循傳統的審查方式釋照。審查結果，認可由 Softbank 一家取得

該頻段；其後在 700 MHz 頻段方面，則由 NTT docomo、KDDI、e-Access 等三

家業者獲得認可取得該頻段。 

(三) 數位紅利之有效利用 

數位轉換所釋出之頻譜資源，在歐盟及我國均統稱為「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在日本一般則稱之為「數位轉換後所騰出的 700 MHz 頻段」。為期

數位紅利之有效利用，日本政府之具體措施，臚列如次（詳請參見圖 2-8-3）。 

2.把類比電視所使用的 1 至 3 頻道分配給 V-low 多媒體廣播使用； 

3.把 4 至 12 頻道分配給 V-high 多媒體廣播及自營通信使用； 

4.把 53 至 62 頻道分配給行動電話、ITS 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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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3  日本數位紅利有效利用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自總務省，平成 24 年版 情報通信白書，2012 年，p382。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為增進頻譜資源之有效利用暨因應頻譜需求與新電波系統之引進，總務省定

期進行頻譜使用情況之調查、評價作業，並依據使用情況調查結果進行評價，據

以制定頻譜重分配行動計畫，裨益頻譜資源透明度與可預見性之確保，落實移頻

或重分配政策之推動。 

日本電波使用現況請參見圖 2-8-4；335.4MHz～3000MHz 頻段使用現況請參

見圖 2-8-5、圖 2-8-6（藍色部份係分配給行動電話使用）。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4/image/n520304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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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4  日本電波使用現況（2012 年 3 月底） 

資料來源：引自總務省，我國電波使用狀況，2012 年 4 月。 

 

    圖 2-8-5  日本 335.4MHz～960MHz 頻段使用現況（2012 年 3 月底） 

資料來源：引自總務省，我國電波使用現況，2012 年 4 月，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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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6  日本 960MHz～3000MHz 頻段使用現況（2012 年 3 月底） 

資料來源：引自總務省，我國電波使用現況，2012 年 4 月，p6。 

三、 釋照議題 

如前所述，日本頻譜執照之核發係採審查認可制。具體而言，依據日本電波

法第 4 條之規定，凡欲架設電台者，須依法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執照；為申請執照

之核發，依據電波法第 6 條之規定，則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包含如次 8 項內容之

申請書： 

 電台建置目的； 

 建置電台之必要理由； 

 通信對象及通信事項； 

 無線設備之設置場所； 

 電波型式暨希望頻段範圍以及空中線電力； 

 希望電台運用容許時間； 

 無線設備工程設計及竣工預定時間； 

 電台運用預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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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依據電波法第7條之規定，原則上應按如次三項基準，

進行審查，不得延誤。 

 工程設計是否符合電波法第 3 章所規範之技術標準； 

 頻譜指配之可能性； 

 是否符合總務省行政命令所定開設電台之基本標準。 

當主管機關受理電台執照之申請後，實務上，係由電波監理審議會進行審議，

而後對主管機關提出審議結果建議，主管機關則依據審議結果之建議事項，決定

執照之核發。 

四、 3.9G 釋照具體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鑒於智慧型手機普及後，頻譜需求急速擴大，日本政府已於 2012

年 2 月與同年 6 月，先後釋出 900MHz 與 700 MHz 頻段供行動電話業者建置特

定基地台（即行動電話基地台）使用。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亦曾於 2009 年 6 月

核發 1.5GHz 頻段與 1.7GHz 頻段提供業者建置 3.9G 特定基地台之使用，分析如

後。 

(一) 1.5GHz 頻段與 1.7GHz 頻段 

為 3.9G 行動通信業務之引進，總務省依據 2009 年 3 月 11 日電波監理審議

會之答詢建議，決定開放 1.5GHz 與 1.7GHz 頻段，最多給 4 家業者使用，頻寬

為 10MHz 或 15MHz。並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公告受理 3.9G 行動電話特定基地

台開設計畫認定申請，認定申請受理期間訂為 2009 年 4 月 3 日至 2009 年 5 月 7

日。 

申請人得向總務省之地方通信局提出申請。總務省之地方通信局包含有北海

道、東北、關東、信越、北陸、東海、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 11 個地方總

合通信局以及沖繩總合通信事務所。 

此次頻段申請人共有 EM、docomo、 SoftBank、KDDI（含沖繩行動電話）

等 4 家提出申請；總務省於 2009 年 6 月 10 日發表審查認可結果，4 家業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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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相關頻段（參見圖 2-8-1）；4 家業者提出申請之基地台投資計畫，彙整如表

2-8-1 所示。 

 

圖 2-8-7  日本 3.9G 頻段指配現況 

註：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區，迄至數位 MCA2014 年 3 月底之使用期限為止，不

可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09 年 6 月 10 日。 

表 2-8-1  日本 3.9G 特定基地台業者投資計畫概要 

業者名稱 EM docomo SoftBank 
KDDI 含沖繩行

動電話 

希望頻段 
1.7GHz 

（10MHz） 

1.5GHz 

（15MHz） 

1.5GHz

（10MHz） 

1.5GHz 

（10MHz） 

3.9G 

等 

之 

引 

進 

採用 

技術 

DC-HSDPA 

LTE(5MHz, 

2×2MIMO) 

LTE(15MHz, 

2×2MIMO) 

DC-HSDPA 

LTE(5MHz, 

2×2MIMO) 

LTE(10MHz, 

2×2MIMO) 

使用 

頻段 

1.7GHz 

(DC-HSDPA, 

LTE) 

1.5GHz/2GHz 

(LTE) 

1.5GHz 

(DC-HSDPA) 

2GHz(LTE) 

800MHz/1.5GHz 

(LTE) 

運 用

開 始

時期 

2010/09 2010/07 2011/01 2011/11 

服 務

開 始

時期 

2010/09 2010/12 2011/07 2012/12 

基 地

台 

建置 

(2015

年 3

月底) 

6,388 局  

75.2% 

20,700 局  51. 

10% 

9,000 局  

60.63% 

29,361 局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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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投 資

額 

(2015

年 3

月 底

累計) 

644 億日圓 3,430 億日圓 2,073 億日圓 5,150 億日圓 

用 戶

數 

預估 

(2015

年 3

月底) 

295 萬戶 1,774 萬戶 541 萬戶 984 萬戶 

1. 5 

/ 

1. 7 

GHz 

頻 

段 

採用 

規格 

HSPA, 

DC-HSDPA 

LTE 

LTE 
HSPA, 

DC-HSDPA 
LTE 

運 用

開 始

時期 

2010/01 2012/05 2009/12 2011/11 

服 務

開 始

時期 

2010/01 2012Q3 2010/04 2012/12 

基 地

台 

建置 

(2015

年 3

月底) 

6,676 局  

75.2% 

5,700 局  

50.62% 

10,000 局   

81. 47% 

6,361 局   

53.0% 

設備 

投 資

額 

(2015

年 3

月 底

累計) 

660 億日圓 1,151 億日圓 2,100 億日圓 1,315 億日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09 年 6 月 10 日。 

(二) 900MHz 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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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0MHz 頻段（945～960MHz，15MHz 頻寬）之釋出認可方面，總務省

之申請受理時間定為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1月27日，有 e-Access、docomo、

KDDI 以及 SoftBank 等 4 家業者提出申請。經審議結果，由得分最高的 SoftBank

獲得頻段使用認可（參見表 2-8-2）。 

表 2-8-2  900MHz 頻段審查評分結果 

 e-Access docomo KDDI SoftBank 

基準 A 

MCA 期限

屆滿相應

措施 

有計畫 1 有計畫 1 有計畫 1 有計畫 1 

較其他 3 家

為優 
3 — 0 

較其他 1 家

為優 
1 

較其他 2家

為優 
2 

基準 B 

特定基地

台之使用

促進 

有 MVNO

計畫 
1 

有MVNO計

畫 
1 

有 MVNO

計畫 
1 

有 MVNO

計畫 
1 

較其他 1 家

為優 
1 

較其他 1 家

為優 
1 — 0 

較其他 1家

為優 
1 

基準 C 

頻段 /契約

數 

未持有同等

特性頻段 
2 — 0 — 0 

未 持 有 同

等 特 性 頻

段 

2 

380 萬契約/

計 30MHz 

＝12.7 萬契

約/MHz 

0 

5962 萬契約

/計 140MHz 

＝42.6 萬契

約/MHz 

2 

3,430 萬契

約 / 計

90MHz 

＝38.1 萬契

約/MHz 

2 

2,784 萬契

約 / 計

60MHz 

＝46.4萬契

約/MHz 

2 

評審成績 8 5 5 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12 年 2 月 29 日。 

(三) 700 MHz 頻段 

最後在 700 MHz 頻段（773 MHz～803MHz，10MHz×2，3 家）之釋出認可

方面，依據總務省 700 MHz 頻段特定基地台建置指針資料顯示，此頻段之釋出

背景、釋出頻寬與家數、移頻費用、開放對象、審查方式以及優劣順序，彙整如

次；釋頻規劃請參見。 

 近年行動通信業務訊務量急速增加，為期 3.9G 早日普及，爰實施 700 

MHz 頻段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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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頻段預定在今年（2012 年）夏季指配 10MHz×2 給 3 家業者。 

 依據修正後之電波法，移頻費用由該頻段新使用者負擔。 

 以利用行動電話防止/解消數位電視收訊障礙之業者為對象。 

 頻譜指配審查依據「絕對審查基準」（滿足最低條件基準）與「競願時審

查基準」實施之。 

 為使頻譜資源予更多人使用，已獲得 900MHz 頻段指配者處劣後地位。 

 

圖 2-8-8  日本 700 MHz 頻段移頻、重分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引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12 年 4 月 11 日。 

總務省開放 700 MHz頻段之申請受理時間定為 2012 年 4 月 17 日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有 e-Access、docomo 以及 KDDI（含沖繩行動電話）等 3 家業者提

出申請。 

由於 700 MHz 頻段特定基地台建置指針中明文揭示已獲得 900MHz 頻段指

配者處劣後地位，因此 SoftBank 未提出申請。 

經審議結果，提出申請的 3 家業者分別取得相關頻段；3 家業者提出申請之

基地台投資計畫，彙整如表 2-8-3 所示。 

表 2-8-3  日本 700 MHz 特定基地台業者投資計畫概要 

 docomo KDDI e-Access 

運用開始 2014 年 11 月 2014 年 10 月 2015 年 04 月 

服務開始 2015 年 01 月 2015 年 01 月 2015 年 12 月 

技術/頻寬 LTE/10MHz LTE/10MHz LTE/10MHz 

基地台數 20,829 台 30,698 台 14,994 台 

設備投資額 2,358 億日圓 2,579 億日圓 1,439 億日圓 

覆蓋率達到 80%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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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波干擾對策費 960 億日圓 1,324 億日圓 687 億日圓 

資料來源：本研究引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12 年 6 月 27 日。 

有關日本 900MHz 與 700 MHz 頻段之規劃差異，彙整如表 2-8-4 所示，其中

在既有基地台移頻期限方面，900MHz 頻段為 2018 年 3 月底；700 MHz 頻段則

為 2019 年 3 月底。 

表 2-8-4  日本 900MHz 與 700 MHz 頻段規劃比較 

 900MHz 頻段 700 MHz 頻段 

頻譜指配數 15MH×2 指配給 1 家 10MH×2 指配給 3 家 

頻譜取得業者 SoftBank docomo、KDDI、e-Access 

既有基地台移頻期限 2017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移頻成本可能負擔金

額 

下限 1,200 億日圓 

上限 2,100 億日圓 

下限   600 億日圓 

上限 1,500 億日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總務省報導資料，2012 年 6 月 27 日。 

五、 小結 

綜上分析可知，由於日本制訂有電波法，依法電波使用費係專款專用，財源

穩固，因此在電波政策方面，相對較為嚴謹、充實；且定期進行電波使用情況調

查與相關實證研究，於無線電頻率之有效利用，發揮重要功能。 

日本發照制度仍然持續沿用審查制，係 OECD 會員國中，唯一尚未引進頻

譜拍賣制的國家。審查制的優點為釋照程序簡便，可降低業者參與競標的成本負

擔；相對於拍賣制，則欠缺市場機制，不易正確反映頻譜價值。 

事實上，2012 年電波法修正後，雖已引進頻譜拍賣機制，但重要的黃金頻

段（700MHz、900MHz）卻趕在正式建立拍賣制前，即已釋出。另一方面，觀

察經審查認可之發照對象，顯示主管機關傾向維持既有市場結構，執照核發對象

仍然以既有業者為主。其政策思維固然默認行動通信業務寡占市場之現實外，亦

印證了日本電信市場的競爭環境，係在主管機關控制的環境下所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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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韓國 

韓國已於 2011年就三組頻段進行拍賣，分別為 800MHz、1.8GHz和 2.1GHz。

針對目前第四代通訊技術(LTE)，韓國電信廠商 SK Telecom，已經進行相關服務

的提供，其於 2011 年於首爾提供 LTE 商用服務，並將於 2012 年首爾都會區及

六大都市擴展商用範圍，並預計於 2013 使訊號涵蓋全國。其它的競爭對手 KT

與 LG Telecom未明確表示推動 LTE服務細節。KT僅表明將開始投資 LTE技術，

而 LG Telecom 將於 2013 年推展 LTE 商用服務擴及全國。韓國政府已於 2011 年

引入頻率拍賣制度，但對於競爭參與度比較低的頻段仍延續現行評審(招標)模式，

拍賣與評審(招標)模式並行。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自 1998 年韓國政府推動寬頻網路服務以來，南韓的寬頻網路用戶就不斷增

加。2002 年 10 月，用戶數已超過 1000 萬的規模，占其總人口數的 21%。因此，

2002 年南韓政府便決定投入十幾兆韓圜發展境內高速網路服務、執行相關設備

與技術的開發方案，以支援這股無線網路帶來的市場商機。南韓自 1987 年起，

即有計畫地分階段積極推動中、長期的資通訊基礎建設發展，藉由 1995 年通過

的「資訊化法案」、2001 年的「Cyber Korea 21」及 2001 年的「e-Korea Vision 2006」

等產業政策的推動，提升資通訊的基礎建設及產業競爭力，並在寬頻網路及行動

電話普及方面傲人的成效，這也成為今日南韓發展無線寬頻的優勢之一。 

在 2003 年 9 月，南韓資訊通訊部（MIC）篩選出九項具有產業競爭力，建

置一符合國家產業發展需求之「IT839 策略」。隨後，韓國政府在 2006 年修正的

「u-IT839 發展策略」中，確立建置寬頻匯流網路與促進寬頻匯流服務之重要地

位。行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已成為韓國重點基礎建設中的一環，希冀透過無所不

在的無線寬頻網路，滿足未來在多元應用下使用者對多媒體寬頻傳輸的需求。 

南韓政府為了加強通訊方面的競爭力，且在 2010 年成為全球通訊產業第一

強國家，以促進達到人均國民所得 3 萬美元，情報通信部於 2006 年 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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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 M1 Project（Mobile Number One Project）計畫構想，並擬定五大方向，五

大方向如下：(1) 建置促進次世代行動通訊服務模式的環境；(2) 建置促進次世

代行動通訊環境的 Mobile 特區；(3) 建置低廉且安全的行動通訊環境；(4) 確保

可領導全球行動通訊產業的技術競爭力；(5) 建置行動通訊產業的永續發展環境。

在 M1 Project 當中，南韓政府對 Mobile 特區（Mobile SpecialDistrict，MSD）

的建置尤其寄予厚望。所謂 Mobile 特區的概念，就是在南韓境內特定地區建置

全球各地所有無線寬頻網路的技術自由區域（Free Technology Zone，FTZ），為

南韓無線寬頻技術的綜合戶外測試地（Mobile Filed Test Bed），以建置各種無線

寬頻技術的測試環境，研發單位與行動通訊相關廠商自由自在地測試各種行動通

訊技術的多網漫遊及服務平台，以提升技術、晶片、零組件、設備、終端產品、

服務平台及服務內容等產業開發能力。在通訊技術匯流的 FMC 趨勢下，縮短廠

商的研發時程與節省研發經費，會使南韓廠商更進一步確保產業競爭力。 

針對目前第四代通訊技術（LTE），韓國電信廠商 SK Telecom，已經進行相

關服務的提供，其將於 2011 年與首爾提供 LTE 商用服務，並將於 2012 年首爾

都會區及六大都市擴展商用範圍，並預計於 2013 使訊號涵蓋全國。其它的競爭

對手 KT 與 LG Telecom 未明確表示推動 LTE 服務細節。KT 僅表明將於 2011 開

始投資 LTE 技術，而 LG Telecom 將於 2013 年將 LTE 商用服務擴及全國。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由於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通訊服務不斷發展出新服務內容的同時，亦突顯

現行管制架構不足以因應匯流趨勢。韓國政府於 2007 年頒布了電信管制架構藍

圖（roadmap），希冀能整併電信服務的分類成為單一許可制，基於現有電信服務

再提供新服務者無須另外取得許可。根據原有的南韓電波法，頻率以核配釋出為

原則，應收取的費用由政府估算定價，但收取方式與程序需有總統令（Presidential 

Decree）。為促進電波資源的使用效益，KCC 可以改變頻譜分配狀況，但對低功

率頻帶、或為了提升頻率使用效益而使用之頻帶，其收回與重新分配應有總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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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韓國通過新的「電波法」，亦重新規範頻譜拍賣的相關規定。 

由於在行動通訊的競爭中，韓國三大行動運營商都表示迫切需要更多的頻譜

資源，其電信監管部門（KCC）已於 2011年就三組頻段進行拍賣，分別為 800MHz、

1. 8GHz 和 2.1GHz，原先韓國電信主管機關（Korea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KCC）規劃，SK（SK Telecom）電訊和韓國電信（Korea Telecom）將被排除在

2.1GHz 頻段的拍賣之外。KCC 稱，預計 800MHz 頻段至少可獲得 2610 億韓元

的收益，1. 8GHz 和 2.1 GHz 頻段至少可獲得 4455 億韓元的收益。作為全國最大

的無線運營商，SK 電訊為自己參加拍賣給出了正當理由，稱自己的用戶平均每

人佔用的頻譜資源是最低的，SK 電訊稱 3.49MHz 服務 100 萬個用戶，而相比之

下，韓國電信每 100 萬個用戶佔用的頻譜是 4.96MHz，LG U+是 4.43MHz。 

SK 電訊新聞發言人稱，其已於 2010 年的 800Mhz 和 900MHz 頻譜拍賣中被

拒之門外，因此 KCC 應該允許自己參與 2.1Ghz 頻段的拍賣。韓國電信表示自己

的數據容量已接近極限，非常需要 2.1Ghz 頻譜，並稱人們關注的焦點不應該是

全部用戶佔據的頻譜資源，而應該計算 3G 用戶的。韓國電信預計也將在 7 月份

進行 2G 用戶向 3G 的遷移，同時也需要頻譜。LG U+則堅稱，需要更多的 2.1Ghz

頻段來維持競爭力，因為目前自己一點也沒有，現在 LG U+在 1. 8Mhz 頻段上同

時開展 2G 和 3G 業務，公司新聞發言人稱，LG U+迫切需要 2.1Ghz 頻段，這樣

才能提供 iPhone 業務，開展直接的全球漫遊服務。原先 SK 擁有的頻譜包括

800Mhz、2.1GHz 和 2.3Ghz ，韓國電信擁有 1. 8Ghz 和 2.1Ghz，而 LG U+僅有

1. 8Ghz 頻段。 

KCC 已在 2011 年 8 月進行 800MHz 與 1.8/2.1 GHz 範圍內的 50MHz 的譜頻

拍賣，LG U+ 在 2.1GHz 取得 20MHz ，金額為 KRW 4455 億（約 NT$126 億）

在 800MHz and 1.8GHz 的範圍內，SKT 與 KT 彼此競爭，SKT 和 KT 經多輪競爭

激烈的競標，KT 取得 800MHz 中 10MHz 的使用頻率，費用為 KRW 2610 億（約

NT$68.4 億 ），而 SKT 在 1.8GHz 取得 20MHz，金額為 KRW 9950 億（約

NT$260.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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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釋照及競爭議題 

韓國在 2011 年 1 月修訂無線電波法（Radio Waves Act），相關拍賣規範係依

據無線電波法進行規範。在原先的電波法規範中，頻率係以核配釋出為原則，應

收取的費用由政府估算定價，但收取方式與程序需有總統命令。為促進電波資源

的使用效益，KCC 可以改變頻譜分配狀況，但對低功率頻帶、或為了提升頻率

使用效益而使用之頻帶，其收回與重新分配應有總統令。另根據電波法第 14 條，

經核配取得頻譜之使用人，在取得總統令之後，可以取得排他性的使用權，在核

准期限內可以轉讓或出租；在取得總統令之前，因破產或有經濟狀況變遷因素欲

出租或轉讓頻譜者，需經過 KCC 核准。 

韓國政府 2011 年引入頻率拍賣制度，但對於競爭參與度比較低的頻段仍延

續現行評審（招標）模式，拍賣與評審（招標）模式並行。業內預計，拍賣制真

正應用有可能要在 2012 年分發 700 MHz 頻段時。該時段非常適合開展行動通信

業務。在「電波法」的修改中明文規定頻率拍賣模式，顯示韓國也開始在頻率分

發中採用以競價高者具有優先權的市場機製分發頻率資源。此種模式，與英國、

德國、美國等國一樣，採用了此種日益普及的拍賣模式。 

四、 小結 

韓國已於 2011年就三組頻段進行拍賣，分別為 800MHz、1.8GHz和 2.1GHz。

並引入頻率拍賣制度(採 SMRA)，但對於競爭參與度比較低的頻段仍延續現行評

審(招標)模式，拍賣與評審(招標)模式並行。 

韓國在 2011 年 1 月修訂無線電波法（Radio Waves Act），相關拍賣規範係依

據無線電波法進行規範。在原先的電波法規範中，頻率係以核配釋出為原則，應

收取的費用由政府估算定價，但收取方式與程序需有總統命令。為促進電波資源

的使用效益，KCC 可以改變頻譜分配狀況，但對低功率頻帶、或為了提升頻率

使用效益而使用之頻帶，其收回與重新分配應有總統令。 

頻率拍賣制度，但對於競爭參與度比較低的頻段仍延續現行評審（招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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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拍賣與評審（招標）模式並行。業內預計，拍賣制真正應用有可能要在 2012

年分發 700 MHz 頻段時。該時段非常適合開展行動通信業務。在「電波法」的

修改中明文規定頻率拍賣模式，顯示韓國也開始在頻率分發中採用以競價高者具

有優先權的市場機制分發頻率資源。此種模式，與英國、德國、美國等國一樣，

採用了此種日益普及的拍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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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澳洲 

澳大利亞對於通訊服務的釋照時間，最初集中在 1998 到 2001 年間。其於

1998 年釋出 800MHz 與 1.8GHz 這二個範圍給行動電話使用，而在 2000 年釋

出 3.4GHz 與 2.7GHz，2001 年又釋出給 3G 行動電話使用的 2GHz 頻段。依據

澳大利亞通訊廣播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新近對於 700MHz 及 2.5GHz 所進行的規劃報告，亦可見其略已完成對

於無線寬頻網路可用頻段的競標作業規劃，ACMA 將重新分配 2.5 GHz and 700 

MHz 的無線電頻譜，計劃在 2012 年底進行單一的拍賣過程以期使相關服務有更

多頻寬可使用，增加澳大利亞寬頻市場的競爭性。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於 2011 年發布了兩個文件，著眼於行動寬頻服務已經被視為促進經濟

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對於服務提供者而言，頻譜之需求已是必須要解決之問題。

如何使頻譜之規劃能夠符合未來行動服務的需求及建立可以適用於行動寬頻頻

譜使用之未來的頻譜策略，及利於未來技術的最佳使用。第一份文件為「Towards 

2020—Future spectrum requirements for mobile broadband」29，該文件認為滿足澳

大利亞行動寬頻業者長遠的頻譜需求，而在 900MHz 頻段探索提供新服務的機會。

該報告著眼於重新規劃，以提高其效用，特別是頻段範圍廣泛的問題。ACMA

亦在文件中詳細介紹了澳大利亞現有行動頻譜環境的分析，以滿足未來之需求。 

另外 ACMA 在同一個時間提出的另一份文件為「900MHz Band—Exploring 

                                                 

29 Towards 2020—Future spectrum requirements for mobile broadband  (2011. 05),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4/ifc13_2011_toward_2020 -future_sp

ectrum_requirements_errata.pdf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4/ifc13_2011_toward_2020-future_spectrum_requirements_errata.pdf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4/ifc13_2011_toward_2020-future_spectrum_requirements_erra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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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pportunities」30，其開始安排審查從 803 MHz 到 960 MHz 的頻段。目前該

頻譜主要用於範圍廣泛的服務，包括蜂巢式行動電話服務、陸地移動業務，固定

服務類許可的設備，包括射頻識別裝置（RFID）等。澳洲原在 1992 年提出 900MHz

頻譜計畫，主要是為了促進澳大利亞公眾移動通信的競爭，尤其是為客戶提供包

括公共接入無線電話服務的無線電話服務的頻譜分配和提供使用 GSM技術過渡

AMPS 數字蜂巢（digital cellular）行動電話服務。其於 1997 年 6 月進行了更新，

主為係為了提高數位行動電話的頻段使用，並配合政府於 1999 年 7 月計劃關閉

類比移動電話服務的計畫。ACMA 發佈的「The 900MHz band—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文件，主要在尋求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想法，其中包括 900MHz

頻段的潛在使用者，但亦不限於以上。 

該份文件有幾項目的，包括：(1)重新規劃和重新分配目前全球系統（GSM）

移動技術之使用頻段，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2)拓展服務領域，如 850 MHz 頻

段許可的段或相鄰的陸地移動通信分部，或啟用新的服務，如在 900MHz 頻段的

850 MHz 頻譜許可的段或相鄰的陸地移動通信分部，使用部分從 805-820 兆赫與

850-865 兆赫成對的數字股息；(3)重新規劃的陸地移動通信分部，以達到自己的

最高價值的用途；(4)使智能基礎設施能夠妥善運用頻譜，擴大工業、科學和醫

療（ISM）段或其他服務的可用頻譜；(5)重新規劃未得到充分利用或或動新分配

過時技術或應用程序的頻段。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澳大利亞以技術中立原則釋出頻譜資源，澳大利亞通訊及媒體管制局

（ACMA）對於頻譜執照的授權方式，採取頻率執照（spectrum license），或是

以設備器材執照（apparatus license），此外尚有 Class License。澳洲在 1997 年

前多採用設備執照的授權模式，是限定特定無線頻譜於特定地點使用的執照，類

                                                 

30 The 900MHz band-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2011. 05),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5/900mhz_review-exploring_new_op

portunities.pdf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5/900mhz_review-exploring_new_opportunities.pdf
http://www.acma.gov.au/webwr/_assets/main/lib312085/900mhz_review-exploring_new_opportun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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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普遍使用的頻譜管理模式。執照共分為 16 種傳送端與 5 

種接收端設備，以作用的領域來劃分其授權，執照有效期限最多五年。執照申請

需支付申請費用，每年尚需繳納執照費，需付費申請執照，該執照亦允許交易。

Class License 則無須付費申請，屬於開放領域，通常是給低功率的無線產品例如

無線電話、無線中控鎖等。頻率執照則是在 Radio communications Act 1992 中被

提出，授權特定的頻段範圍，並不規定使用的目的、設備與技術，但需付費申請，

此類執照提供 10-15 年的獨佔權，持有者獲得高度彈性的運用空間，可於執照授

權的頻段應用任何電信設備、技術、系統以及使用的目的，同時允許進行交易，

無論是轉售，或是將頻譜切割、合併，以及租賃給第三者使用。僅需以書面通知 

ACMA，於 Register of Radiocommunication Licences 進行登記即可生效。目前大

部分商業化的無線通訊服務採用此種授權模式。 

頻率執照發放上，澳大利亞主要釋出的時間集中在 1998 到 2001 年間，在

1998 年釋出 800MHz 與 1.8GHz 給行動電話使用，2000 年釋出 3.4GHz 與

2.7GHz，2001 年又釋出給 3G 行動電話使用的 2GHz 頻段。目前 ACMA 已完

成 2010~2025 這個頻段的競標作業規劃，讓無線寬頻服務有更多頻寬可使用，

增加澳大利亞寬頻市場的競爭性。 

除了進行頻譜拍賣和實施有限的產權制度外，ACMA 還努力提升傳統許可

制度的效率。澳洲通信與媒體管理局的基本管理方法是從根本上改革無線電通信

設備執照費。1995 年 4 月，經過與產業磋商，頻譜管理署（即現下的澳洲通信

與媒體管理局）將對頻譜使用依業務收費的傳統方法轉變為依照頻譜拒絕為其他

用戶提供某些業務的量的收費制度。如果主要按被許可的無線電通信業務的特性

進行收費，則顯得有些武斷，相對而言，這種執照費計算方法更加可靠和透明。

澳洲通信與媒體管理局還採取了一些提升用戶在無線電通信市場靈活性和確定

性的措施。它透過允許持照者轉讓其設備執照給第三方而提升靈活性，並透過允

許持照者購買有效期為五年的執照而提升確定性。 

在頻譜規劃方面，ACMA 將重新分配 2.5 GHz and 700 MHz 的無線電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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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擬計劃在 2012 年底進行單一的拍賣過程。ACMA 已選擇組合時鐘拍賣的型式

（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CCA）分配這寶貴的頻譜。為了維護移動設備供應

商之間的公平競爭，政府已採取措施，以避免由同一家電信公司購得全部頻譜資

源。ACMA 參考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ACCC）的建議，將對參加拍賣

的各公司設置購買頻譜數量的限制，即 700 MHz 頻段購買數量不能超過

2x20MHz，2.5GHz頻段不超過 2x40MHz。設置限制是為了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

使所有參加拍賣的公司都能在所設限制的前提下，參與競拍 700 MHz 和 2.5GHz

這兩個頻段。三個主要的投標公司為澳洲電信（Telstra）、Optus 和 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當然也不排除潛在的新競爭者。 

澳洲政府已宣佈將原訂於今年 6 月的無線電頻譜拍賣延遲 5 個月，擬訂於

2012 年 11 月舉行，但 ACMA 也宣稱該拍賣可能將延遲到明年舉行。據 ACMA

的建議，2013 年 4 月份舉行拍賣會將幫助競標人在拍賣之前最大限度地提高拍

賣標的確定性，並爲新的執照擁有者在執照開始生效前取得足夠的網路籌備、規

劃和部署時間。 

ACMA 預備於 2012 至 2013 年進行數位紅利拍賣，將就 700MHz 與 2.5GHz

的頻段進行執照之發收。原澳大利亞政府擬訂於 2012 年進行的數位紅利拍賣，

目前預將於 2013 年的 4 月進行，這次的延期將有效提高潛在投標人之投入，許

可將於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此也將提供足夠的時間以讓投標人得以規劃與部

署網路。澳大利亞政府在 2012-13 財政預算案提供了資金，以滿足相關費用，並

且對於全國性的頻率使用進行重新規劃，其將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將於 2012

年 7 月前制訂一定的時間表來處理指定通訊服務的重整；第二階段則從同年 11

月後訂定更詳細的時間表，所有受影響的服務將重新對齊。澳大利亞政府的目標

是希望在 2014 年底前完成重新對齊的過程。 

AMCA 在 2012 年 4 月公佈了 700MHz 與 2.5GHz 的釋出準備文件，包括了

相關頻譜的規劃，與招標程序的設計。所謂的 700MHz 指的是 703-748 與 758 至

803MHz 這兩個頻段，而 2.5GHz 指的是 2500-2580 及 2620-2690MHz 頻段。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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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頻段所進行的拍賣，一般稱之為數位紅利拍賣（the digital dividend auction）。

在其準備文件中，包括了分配說明，產品適用及相關的規範設計。此外，ACMA

亦提出了技術文件，提供在拍賣頻段中使用載具的一些技術規則。 

本次拍賣，ACMA 將採取時鐘回合拍賣模式（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 

CCA）進行。該等拍賣模式將有效使得多種標得得在一個程序中進行。上述所提

及的兩個頻段的特性適合於無線寬頻網路服務（wireless broadband service）的使

用，700MHz 適用於涵蓋大範圍的使用，而且具有高的建築物穿透率；而 2.5GHz

雖然不具有前者之特性，但其具有在密集人口區域內的高資料傳輸量的優勢。這

些不同的特性，使得這二種頻段具有互補的特性，這也是澳洲當局為什麼要在同

一個拍賣程序中所進行的主要原因。ACMA 所設計的拍賣程序，將允許競標者

進行兩種頻段的組合，以利其針對特定的商業模式而進行設計。700 MHz 頻譜原

為類比電視信號將切換到數字電視信號所空出之頻段，該頻段被認為是有利於行

動設備最好的頻段，因為該頻率之特性利於信號有效的穿透建築物，而 2.5GHz

頻段在高速交通上使用起來更有效。這兩段頻譜都被設計成為第四代電子設備服

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之應用等。 

三、 釋照及競爭議題 

ACMA 將頻譜拍賣模式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分派階段，在主要回合

（clock phase）中，將相關頻譜的市場價值訊息提供給所有投標人。大部份的頻

譜被分為許多類別，每個類別都有其獨立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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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1  澳洲 ACMA 頻譜拍賣階段 

資料來源：ACMA 網站

(http://engage.acma.gov.au/digitaldividend/the-combinatorial-clock-auction/) 

依目前所公佈的文件，ACMA 計畫將 2.5GHz 的頻率使用執照於 National 區

域（National Area）使用的，將於 2014 年 10 月正式營運，而對於 Perth 區域或

是西澳大利亞區域的將於 2016 年 2 月啟用。至於 700Mhz 的這一部份，則必須

等待原使用該頻段的廣播電視業者的清空，ACMA 也會再設定一定的條件。無

論如何，相關的執照皆設定於 15 年的使用期限。 

ACMA 將 700 MHz 頻段重新分配劃分成更小的區塊以進行拍賣。每個特定

的頻帶區塊將指向於特定的地理區域和頻帶寬。在 700 MHz 頻段每一區塊將形

成一整體。每批將覆蓋整個澳大利亞，將有一個配對的 2×5 MHz 的頻寬。700 MHz

和 2.5 GHz 頻譜將會進行分類，以重新分配到單獨的頻段的分配。為了拍賣，所

有 700 MHz 的區塊都被分配到一個單一的類別，即 700 MHz 頻段。本次的拍賣

將會允許投標者就 700MHz 的頻段，或是 2.5GHz 的頻段，及這二個頻段間的組

合進行標的選擇。 



112 

四、 小結 

ACMA 已重新分配 2.5 GHz and 700 MHz 的無線電頻譜，原擬計劃在 2012

年底進行單一的拍賣過程。ACMA 已選擇組合時鐘拍賣的型式（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CCA）分配這寶貴的頻譜。為了維護移動設備供應商之間的公平競

爭，政府已採取措施，以避免由同一家電信公司購得全部頻譜資源。ACMA 參

考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ACCC）的建議，將對參加拍賣的各公司設置

購買頻譜數量的限制，即 700 MHz 頻段購買數量不能超過 2x20MHz，2.5GHz

頻段不超過 2x40MHz。設置限制是為了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使所有參加拍賣

的公司都能在所設限制的前提下，參與競拍 700 MHz 和 2.5GHz 這兩個頻段。三

個主要的投標公司為澳洲電信（Telstra）、Optus 和 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

當然也不排除潛在的新競爭者。 

ACMA 預備於 2012 至 2013 年進行數位紅利拍賣，將就 700MHz 與 2.5GHz

的頻段進行執照之發收。原澳大利亞政府擬訂於 2012 年進行的數位紅利拍賣，

目前預將於 2013 年的 4 月進行，這次的延期將有效提高潛在投標人之投入，許

可將於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此也將提供足夠的時間以讓投標人得以規劃與部

署網路。澳大利亞政府在 2012-13 財政預算案提供了資金，以滿足相關費用，並

且對於全國性的頻率使用進行重新規劃，其將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將於 2012

年 7 月前制訂一定的時間表來處理指定通訊服務的重整；第二階段則從同年 11

月後訂定更詳細的時間表，所有受影響的服務將重新對齊。澳大利亞政府的目標

是希望在 2014 年底前完成重新對齊的過程。 

AMCA 在 2012 年 4 月公佈了 700MHz 與 2.5GHz 的釋出準備文件，包括了

相關頻譜的規劃，與招標程序的設計。所謂的 700MHz 指的是 703-748 與 758 至

803MHz 這兩個頻段，而 2.5GHz 指的是 2500-2580 及 2620-2690MHz 頻段。在

其準備文件中，包括了分配說明，產品適用及相關的規範設計。此外，ACMA

亦提出了技術文件，提供在拍賣頻段中使用載具的一些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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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 WTO 後，也進行了一定的電信改革，不過，整體行動通訊的服

務提供還是以固定業者在既定的模式下進行。相關頻率之使用係以分配之方法進

行，並無所謂拍賣之規範方式可供參考，以下僅就中國大陸的頻率分配情形進行

說明，輔以新進技術，如 LTE 之使用狀況進行分析。 

一、 中國 2G 頻率分配情形 

中國的四家行動運營商實際佔用的頻段情況如下： 

(一) 中國移動（68MHz） 

 GSM900：885-909MHz 上行 行 5-909MHz 實際下行 

 GSM1800：1710-1725MHz 上行 行 10-1725MHz 佔用下行 

 ETACS現劃歸中移 EGSM900：885-890MHz上行 行 5-890MHzHz下行 

(二) 中國聯通（52MHz） 

 GSM900：909－915MHz 上行 954-960MHz 下行 

 GSM1800：1745-1755MHz 上行 1840-1850MHz 下行 

 CDMA IS95：825-840MHz 上行 870-885MHz 下行 

(三) 中國電信（20MHz） 

 PHS：1900MHz-1920MHz 

(四) 中國網通（20MHz） 

 PHS：1900MHz-1920MHz 

顯然，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擁有的頻率資源極其貧乏。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

僅僅在南方和北方地區佔用 20MHz 中的一部分，如 15MHz、10MHz、5MHz 甚

至 0，因省份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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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大陸 3G 頻率劃分規劃 

考慮到國際 3G 頻率規劃存在一些問題，如不能滿足資料超過話音的需求、

不適應網際網路非對稱傳輸的要求等，中國大陸工信部國家無線電管理局於

2002 年 10 月 23 日提出中國大陸 3G 的頻率劃分方案。根據工信部無[2002]479

號文，中國大陸第三代公眾移動通信系統頻率規劃為： 

(一) 主要工作頻段： 

 FDD 方式：1920 MHz～1980MHz/2110 MHz～2170MHz 

 TDD 方式：1880 MHz～1920MHz、2010 MHz～2025MHz 

(二) 補充工作頻段： 

 FDD 方式：1755 MHz～1785MHz/1850 MHz～1880MHz 

 TDD方式：2300 MHz～2400MHz，與無線電定位業務共用，均為主要

業務 

(三) 衛星移動通信系統工作頻段：1980 MHz～2010MHz/2170～2200MHz 

 

 

 

 

 

圖 2-11-1  中國大陸 3Ｇ頻率分配圖 

三、 中國大陸 3G 國頻率分配之方式：政府指派制 

固然在決定 3G 頻率分配方式中，有若干應採取競價拍賣之主張，但中國大

陸之3Ｇ頻率分配，最終仍採取工信部指派分配制，直接由工信部決定中國電信、

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所分配之頻率及技術。 

中國大陸指派 3G頻率之考量，主要為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充分考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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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商和用戶的利益，而非市場競爭。其中最主要之考量之一，為透過指派及標

準之分配，確保 TD－SCDMA 此一由中國開發的技術標準，在價格和專利方面

具有優勢，因此在分配 3G 頻率時，特別將 TD－SCDMA 及其所使用之頻道，

分配給 2G 行動用戶最多的中國移動，且頻寬容量亦最高。 

其餘之中國電信及及中國聯通，則分別指定不同之技術。中國電信指定使用

WCDMA技術，係基於其 2Ｇ技術原本即為CDMA，故可直接升級至CDMA2000。

而中國聯通指派使用 WCDMA，則係基於該技術已廣泛為其他國家使用。 

又為扶植中國電信進入行動通信市場，考量其所擁有的 2Ｇ頻率資源遠比中

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為少，故中國電信獲得與原有行動信業者相同的 3G 頻譜資

源。 

表 2-11-1  中國大陸 3Ｇ頻率及技術分配表 

業者 標準 傳輸模式 頻率 頻寬 

中國移動 TD-SCDMA TDD 
1880MHz-1900MHz, 

2010MHz-2025MHz 
35MHz 

中國電信 CDMA2000 FDD 
1920MHz-1935MHz(up), 

2110MHz-2125MHz(down) 
30MHz 

中國聯通 WCDMA FDD 
1940MHz-1955MHz(up), 

2130MHz-2145MHz(down) 
30MHz 

四、 費用 

中國大陸並無徵收 3Ｇ執照費，僅課徵年度「3Ｇ網路頻率佔用費」，並由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會同財政部共同決定。依據 2011 年《第三代公

眾移動通信網絡頻率佔用費收費標準》，其使用費計算標準區分使用頻段及地理

區域。使用頻段在 960MHz-2300MHz 之內者，每年應支付每 MHz 1500 萬元人

民幣之使用費(可參考表 2-11-2)。 

然而考慮到中國大陸 3G 業務處在起步階段，運營企業仍需加大投入，發改

委及財政部同意上述收費標準，從 2011年起分四年逐步到位，即 2011年按 25%，

2012 年按 50%，2013 年按 75%，2014 年及以後按 10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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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大陸三大電信運營商所佔 3G 頻率均在 960MHz-2300MHz 之間，

所以應支付的 3G頻率佔用費為人民幣 1500萬元/MHz/年。根據 2011年收取 25%

的規定，中國移動的 3G 頻率共 35MHz，加之小靈通清頻退網的 20MHz，中國

移動今年所需支付的頻率佔用費為人民幣 2.06 億元；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 3G

頻率都分別佔用了 30MHz，兩家 3G 頻率佔用費均為人民幣 1.13 億元。 

表 2-11-2  中國大陸第三代公眾移動通訊網絡頻率占用費收費標準 

(單位：萬元人民幣/MHz/年) 

           覆蓋範圍 

使用頻段 
全國區域 省級區域 地市級區域 

960 MHz 以下 1700 170 17 

960MHz-2300 MHz 1500 150 15 

2300 MHz-2690 MHz 1200 120 12 

資料來源：中國通信網 

五、 TD-LTE 規劃 

中國的 4G 服務以 TD-LTE 為主，並指定由中國移動主導其發展與試用。根

據中國移動公開的 TD-LTE 具體規劃，目前已進行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

廣州、深圳、廈門、青島、天津、瀋陽、寧波、成都、福州等 13 個城市的 TD-LTE

試點，並在杭州、廣州、深圳進行商轉試點，其總涵蓋人口應已達一億人。 

根據工業局通推小組於兩岸交流中所獲得資訊，認為中國大陸行動市場不只

中國移動會採用 TD-LTE， 甚至中國電信都有可能，因為中國電信主要是 CDMA 

2000，而 CDMA 2000 無法直接升級至 FDD-LTE 4G，所以演進到 TD-LTE 比較

簡單。 

中國大陸目前開放 TD-LTE的頻譜範圍，主要包括：Band40－2300-2400 MHz，

Band41－ 2500-2690 MHz，Band38－2570-2620 MHz。目前規劃做 TD-LTE 試點

共有 Band 40 的 100MHz 加上 Band 41 其中的 50MHz 共計約 150MHz。但是工

信部已經宣布Band41的 190MHz將來將全數投入 TDD運用。由於中國大陸 TDD

頻譜配置充分，而 TD-LTE 技術的使用只要具備 20~40MHz 便已足夠，其頻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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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較能達到 100Mbps 的傳輸速率。中國大陸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測試點，事

實上就是朝 TD-LTE 商業營運走。本研究團隊判斷未來中國大陸已使用的

TD-LTE 頻段應該不會撤除，其主管機關最多會進行一些頻率調整，例如工信部

已正式發文，同意將小靈通使用的 1. 9GHz F 頻段規畫以後用於 TDD 模式的移

動通信系統。未來工信部可能進一步納入中國電信發展 TD-LTE 可能的頻段需求。

依照過去的模式，從試點，正式發照，到之後真正的商業服務過程，皆依照中國

電信業的發展慣例而進行。 

目前中國 TDD 頻譜分配問題也面臨明顯困境。相關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鄔

賀銓日前曾表示：“一方面，700 MHz 是 LTE 的黃金頻段，但若想從我國廣播

電視頻段中劃出一部分給 LTE 還存在很大困難；另一方面，中國 2.3GHz 仍頻段

面臨與雷達業務的衝突，TDD 頻譜資源面臨嚴重緊缺。”另根據新華社報導，工

信部預期將於一年內規劃其 TD-LTE 頻譜並完成發照，屆時中國將有更明朗的

4G 頻譜圖像供產業界參考。依照工信部過去行動通訊頻譜釋出的慣例，應該將

不會採用拍賣方式釋出執照。目前中國移動已掌握 TD-LTE 試點頻譜應該可預期

為未來中國大陸 4G 釋出頻譜之重要基礎。 

六、 小結 

中國大陸在 WTO 後，也進行了一定的電信改革，不過，整體行動通訊的服

務提供還是以固定業者在既定的模式下進行。相關頻率之使用係以分配之方法進

行，並無所謂拍賣之規範方式可供參考。固然在決定 3G 頻率分配方式中，有若

干應採取競價拍賣之主張，但中國大陸之 3G 頻率分配，最終仍採取工信部指派

分配制，直接由工信部決定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所分配之頻率及技

術。 

中國大陸並無徵收 3G 執照費，僅課徵年度「3G 網路頻率佔用費」，並由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會同財政部共同決定。依據 2011 年《第三代公

眾移動通信網絡頻率佔用費收費標準》，其使用費計算標準區分使用頻段及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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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使用頻段在 960MHz-2300MHz 之內者，每年應支付每 MHz 1500 萬元人

民幣之使用費。 

中國大陸目前開放 TD-LTE的頻譜範圍，主要包括：Band40－2300-2400 MHz，

Band41－ 2500-2690 MHz，Band38－2570-2620 MHz。目前規劃做 TD-LTE 試點

共有 Band 40 的 100MHz 加上 Band 41 其中的 50MHz 共計約 150MHz。依照工

信部過去行動通訊頻譜釋出的慣例，應該將不會採用拍賣方式釋出執照。目前中

國移動已掌握 TD-LTE 試點頻譜應該可預期為未來中國大陸 4G 釋出頻譜之重要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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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新加坡 

由於近年來行動網路的流量大幅的上升，新加坡現正為 4G 通訊服務重新規

劃頻譜拍賣的機制，其中包含了於 2.3GHz 與 2.5GHz 的頻段中（將於 2015 年執

照到期），其無線寬頻接取（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WBA）服務的提供，以

及在 1800MHz 頻段內（將於 2017 年執照到期）提供公共行動電信（Public Cellular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PCMTS）的服務，新加坡的電信主管機關 IDA

也於今年開始著手規畫這些頻率執照到期後的頻譜重分配計劃與拍賣規則。而在

低頻的部分，新加坡的行動業者也表達希望對 700 MHz 與 900MHz 一起釋出的

強烈需求，然而 IDA 卻表明了 700 MHz 這個部分的區域劃分目前仍處於協調的

階段，因此將不會在這波拍賣計劃中釋出該頻段；另外在 900MHz 的部分，IDA

則是以此頻段目前於國際用在 4G 服務的情況並不普遍，且未來可能將規畫此頻

段使用 3G 服務搭配流量的補足與語音服務為由，也未將 900MHz 劃入此次拍賣

的規劃中。因此在 4G服務的規劃方面，IDA現階段將著力於規劃 2.3GHz、2.5GHz

與 1800MHz 頻段的重分配與拍賣規則的制定，並於 2012 年推出一初步的諮詢文

件以公開徵詢各界的意見。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 

IDA（Info-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是新加坡在

處理、監管電信頻譜拍賣、釋照等電信相關事務的主管機關，其政策目標之一是

為了確保有效地利用稀少缺乏的頻譜資源，因此在釋出、拍賣頻譜的使用權上，

必須扮演其監督者的角色，並且進一步訂定相關的各項規則，如頻譜拍賣的平台

建立、頻譜拍賣的法規等相關的資訊。而 IDA 透過拍賣的程序進而釋出頻譜的

使用權，因此 IDA 必須列出相關的拍賣程序、規則及其架構並事前舉行相關的

資訊會議。 

(一) 無線寬頻接取 

新加坡分布於 2.3GHz 及 2.5GHz 頻段的頻譜，已經根據廠商各自的 W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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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使用權加以分配，並且進一步提供無線寬頻接取（WBA）系統的服務。有

關“2.3GHz 的頻段”指的是從 2300MHz 至 2400MHz 區段的頻譜，而“2.5GHz 的

頻段”，指的則是從 2500 MHz 至 2690MHz 區段的頻譜。 

根據 IDA 目前的頻譜使用權分配計劃，在 2.3GHz 頻段的 WBA 頻譜使用權

已分配給 QMax 的通信有限公司，而 M1、P1、STM 和 StarHub 公司則是使用位

於 2.5GHz 頻段的頻譜，而以上所述的團體可統稱其為─WBA 的運營商。WBA

的頻譜使用權是 IDA 於 2005 年 7 月 1 日，授予給 WBA 營運商。 

1.1800 MHz 頻段 

位於 1800MHz 頻段內的頻譜可用於數據服務的提供，也包含了 WBA，而

LTE 就是其所使用的技術之一。而所謂的“1800MHz 的頻段”，指的是新加坡從

1710MHz 到 1785MHz，以及 1805MHz 到 1880MHz 間的成對頻譜頻段，而

1800MHz 的頻段已經透過 PCMTS、1800MHz 及在 2011 所發布的 1800MHz 頻

譜使用權，進而分配給 STM、StarHub 和 M1 這三家通信業者，這些所有的頻譜

使用權將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到期。 

2.4G 通信系統頻譜框架 

在 2010 年的 6 月，新加坡的 IDA 發出一份有關“新加坡的第四代通信系統

（4G）頻譜框架”的諮詢文件，內容主要是 IDA 在徵求 2015 年後，新加坡如何

在 2.3 GHz 和 2.5 GHz 的頻段，為因應市場的趨勢及技術的發展，進而提出在 2.3 

GHz 和 2.5 GHz 的頻段建設 4G 移動通信服務的建議或方法。 

在暫時的處分決議中，IDA 同時闡述：「只要在其現有的 WBA 頻譜使用權

的範圍內，可以提供一般民眾獲得 WBA 電信服務的任一 WBA 網路，營運商可

以選擇部署 WiMAX、LTE 或是其他更先進的設備」，並且與 IDA 對於使用

900MHz∕1800MHz 頻譜的規定一致，只要有達到 IDA 的要求，並且提供 PCMTS

系統的使用頻段，IDA 將不會禁止營運商在其營運的頻段內部署 LTE 的設備。 

在新加坡的現今環境下，將 700 MHz（698 MHz to 862 MHz）的可用頻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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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給移動通信的系統及服務，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內是無法達成的。 

3.900MHz 頻段 

IDA 指出，為 900MHz 頻段所提供的技術、途徑目前還尚未確定，而目前

900MHz 可資利用頻段的設備，也僅是達成針對 3G（不是 4G）的設備從事再次

技術提升的目的。 

考慮到在 2.3GHz、2.5GHz 和 900MHz，其可供使用頻段的釋出有著近 2 年

的時間差，如果將 900MHz的頻段與其他的頻段一同進行拍賣，並且分配 900MHz

的頻段提供未來 4G 的服務，將對其頻譜使用的可行性產生了顯著的不確定性。 

(二) 釋照政策 

IDA 目前尚未針對未來 4G 的頻段進行釋照，僅於 2012 年 4 月 10 日發出諮

詢文件，依舊停留在2.3 GHz及2.5 GHz這兩個頻譜的區段持續進行協調的工作，

並希望透過回收一些 1800 MHz 頻譜的使用權，進而使頻譜的使用權在市場上達

到更高的市場價值，故目前尚無資料可以獲知新加坡對於 4G 頻段未來拍賣的拍

賣底價及得標價金。而鑑於一般在 4G 服務行業的利益，以及一般移動服務消費

的增長，IDA 也認為，在移動通信市場加入新的業者，一方面有助於提高提供

4G 服務的競爭，另一方面亦有助於給予消費者降低價格的優惠。 

因此，IDA 也考慮以「市場試用許可證」的架構，並透過市場的機制來部署

未來國內無線寬頻的技術。以市場為基礎，並且透過拍賣的方法來分配頻譜的拍

賣方式，是一種透過公平和透明的市場方式來重新分配頻譜，因為 IDA 認為，

以市場為基礎的分配過程，在分配具有稀少、缺乏和有限的資源，依然是最公平

和最有效的方法。 

二、 整體頻譜資源規劃 

IDA 希望利用 1800MHz、2.3GHz 及 2.5GHz 的頻段作為未來 4G 用途，其規

劃如下。 

(一) 1800MHz 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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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有 140MHz，其特徵在於：以 2×70MHz 的“FDD”成對頻譜技術。而 IDA

打算在 1800MHz 頻段內，分割以 2×75MHz 為基礎的成對頻譜，而這種劃分也

是符合目前的 PCMTS 系統分配在 1800MHz 頻段內所提供的服務。 

(二) 2.3GHz 頻段 

總共有 30MHz，採用“TDD”技術來規劃。IDA 打算切割在 2.3GHz 頻段內以

10MHz 為基礎區塊，是一種典型的 TDD 類型部署。這意味著，在 2.3GHz 頻段

內有 30MHz 是可用的且連續的頻段，因此欲將該區段分割成三張 10MHz 的頻

譜執照以進行分配。 

(三) 2.5GHz 頻段 

總共有 150MHz，包括 2X60MHz 的成對頻譜(paired band)，以及 30MHz 的

非成對頻譜(unpaired band)，而這項建議主要是針對全區頻段的安排與新加坡周

邊國家所作的論述。在 2X60MHz 的範圍內，IDA 還打算在 2.5GHz 的頻段內預

留設置一段 2×20MHz 的成對頻譜，以應付處理可能的新進業者在本次拍賣的加

入，也是為了未來進入市場或市場擴張提前做準備。IDA 打算切割成與 ECC∕

DEC ∕（05）一致頻段的決定，在 120MHz 的頻段空間內切割成以 2x70MHz

為基礎的成對頻譜，以及有 50MHz 的不成對頻譜。隨著 IDA 備用了 2×10MHz

的成對頻譜和 20MHz 的非成對頻譜，IDA 打算在 2.5GHz 的頻段釋出 12 張

2X5MHz 的頻譜執照，以及其他三張 10MHz 的可用頻譜，並且加以拍賣、分配。 

IDA 認為對於每段頻譜重新分配的工作，如果以 10MHz 為分割的基準，會

是一個適當的區塊大小。釋出這樣的區塊大小，無論是 2×5MHz 的成對頻譜或

是以 10MHz 非成對為基準的執照，將允許營運商有足夠的靈活性以因應 IDA 所

訂定的拍賣規則。  

三、 釋照議題 

IDA 在所分配頻譜的運用上，是保持技術中立的立場，例如，營運商可以部

署 TDD 或 FDD 技術的 LTE、WiMAX 或是其他標準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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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得標者在 2.3GHz∕2.5GHz 的頻段已被分配 30MHz 的頻段（無論是成對或

不成對的），其必須提供：  

1.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達成架設全國性的 4G 電信系統及服務的涵蓋率

（MRT 地鐵站和公路隧道除外），也就是說，在 2.3GHz 和 2.5GHz 頻段內

的 4G 頻譜使用權生效日期的 12 個月後，須達成其涵蓋規定。 

2.在 2018年 6月 30日以前，須達到全國性的 4G電信系統及服務的涵蓋率，

包含了地鐵站和公路隧道（亦即是說，在 2.3GHz 和 2.5GHz 頻段內的 4G

頻譜使用權生效日期的 36 個月後，須達成其涵蓋規定。） 

(二) 所有其他的得標者，即在 1800MHz 頻段內已獲得頻譜，及在 2.3 GHz∕2.5 

GHz 頻段內小於 30MHz 的得標者，其必須提供： 

1.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以前，架設全國性的 4G 電信系統及服務的涵蓋率（除

了 MRT 地鐵站和公路隧道以外），也就是在 1800GHz 頻段內 4G 頻譜使

用權生效日期的 12 個月後，須達成其涵蓋規定。 

2.在 2020年 6月 30日以前，達成全國性的 4G電信系統和服務的涵蓋率，也

包含了地鐵站和公路隧道（因此，在 1800GHz 頻段內的 4G 頻譜使用權生

效日期的 36 個月後，須達成其涵蓋規定。） 

3.IDA 準備讓 4G 頻譜使用權所授權的業者、廠商，允許共享其基礎建設，

或在不同的頻段內部署其基礎設施，以達到在全國性的範圍內 4G 服務涵

蓋率的部署。然而，任何此類基礎設施或頻譜共享的行為，必須提交至

IDA 並核准後才可執行。 

四、 拍賣機制設計 

IDA 提出了以下的拍賣參考值： 

(一) 頻譜的持有期限  

IDA 建議在 1800MHz，2.3GHz 和 2.5GHz 進行頻譜的分配，期限是到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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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因此，在 2.3GHz 和 2.5GHz 頻段的頻譜分配，將有一個為期 15

年的期限，而在 1800MHz 的頻段內其頻譜的執照期限則是為 13 年。 

鑑於技術進步、革新的速度，IDA 指出為了滿足在未來所產生新技術的要求，

有必要確保未來的頻譜是可用，以及加強技術的升級。儘管如此，IDA 也認知到，

營運商推出 4G 電信的服務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因此，在衡平的考量後，IDA

認為，為期 13 年至 15 年牌照有效期的建議，是較為衡平的做法。為了確保

1800MHz、2.3GHz 和 2.5GHz 頻段的頻譜使用權於同一日期限屆滿，這也將有利

於 IDA 在未來頻譜使用權分配上的規劃。 

(二) 拍賣制度  

IDA 正在考慮一個同時多回合拍賣（SMRA）及組合鐘拍賣（CCA）的整合

拍賣機制，是常於海外所進行用於 4G 頻譜的拍賣。而 IDA 是建議以“Clock Plus”

的拍賣方式(簡稱 CPA)，是最近在瑞典和印度，是拍賣其 4G 頻譜執照被採納的

方式。 

在建議的拍賣模式上，為達到相關的頻譜上限，投標商在規定的類別內將具

體指定區塊數量的需求。在每一回合中，在該範圍的所有區段內有一個共同的價

格，而這個價格會經過一段連續回合的“喊價（ticks）”過程，直到後續不再有任

何多餘的需求產生。 

IDA 認為，以 Clock Plus 為拍賣模式的建議，易產生一個有效的拍賣結局，

就像以 SMRA 和 CCA 的拍賣模式，將使得競標商在拍賣的過程中，得以應對價

格變化的信息，也便於頻譜價格的發現。Clock Plus 拍賣模式的優點是，在此拍

賣的範圍內得以消除拍賣過程所匯集的風險，也意味著競標廠商不需要對不感興

趣的區塊進行競標，並且可以保證在此範圍內競得一段連續的頻譜，而與 CCA

相比之下，其拍賣的方式是較簡單且較易實施的。  

競標廠商將在所指定範圍的區塊上進行競標，而實際分配的頻譜區段將發生

在第二個拍賣階段（透過分配的過程以確保所有的得標廠商可分配到相連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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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第二個階段中，IDA 會先徵求得標廠商是否有任何特定頻譜分配的喜好

意見，而這種偏好是否與其他的得標廠商有所不同，如果有不同的偏好需求，IDA

將列出所有可能的頻譜分配組合。 

得標廠商隨後將參加一個密封式的投標拍賣，以確定在該範圍內最終頻譜的

分配區段，而在第二個拍賣階段，IDA 會以該區段最高投標數額為基礎進而分配

特定的頻譜。 

除了“Clock PLUS”的拍賣方式外，IDA 也正考慮以 IDA 在 2005 年所使用的

SMRA 拍賣模式拍賣 WBA 的頻譜使用權，該項拍賣的模式同時也被國際性的監

管機構所普遍採用的。IDA 指出這可能被證明是一個簡單的拍賣模式，然而卻可

能會導致暴露的情況，競標廠商可能標得它們不需要的頻譜區段組合，也有可能

會被分配到非連續性的頻譜分布。 

(三) 拍賣標的  

1.如果 IDA 是採用 CPA 的拍賣模式，IDA 所提拍賣的頻譜建議為： 

(1) 1800MHz 頻段 

(2) 在 2.5GHz 頻段下的 FDD 頻譜  

(3) 在 2.3GHz 和 2.5GHz 頻段內三個不同類別的 TDD 頻譜。 

2.IDA 提出在拍賣的頻譜範圍內，其區段大小的選擇，根據上述所建議的拍

賣模式，IDA 認為以 10MHz 的大小區段釋出、拍賣 4G 的頻譜，將提供競

標者必要的靈活性，並決定他們願意出價的數額。 

(1) 在 1800MHz 的頻段釋出 14 張（每張為 2x5MHz）FDD 的成對頻譜執

照  

(2) 在 2.5GHz 的頻段釋出 8 張（每張為 2x5MHz）FDD 的成對頻譜執照 

(3) 在 2.3GHz 及 2.5GHz 的頻段釋出 6 張（每張為 10MHz）TDD 可用於

拍賣的頻譜執照 

3.而 IDA 擬拍賣頻譜範圍內的區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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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1800 MHz 和 2.5 GHz 的頻段，拍賣 2X5MHz 的 FDD 成對頻譜 

(2) 在 2.3 GHz 和 2.5 GHz 的頻段 10 MHz 的 TDD 頻譜 

(四) 頻譜費用 

除了為 4G 頻譜支付的價格外，得標業者將為每一張 10MHz 的頻譜執照支

付每年 14700 美元的頻譜費用，以及每張 2×5MHz 頻譜執照 26400 美元的價格

（不包括 GST 的價格）；每個得標業者還必須支付每張 10MHz 的頻譜執照申請

及審查費用，是為 2700 的美元，以及每張 2X5MHz 頻譜執照 5,400 美元的價格

（不包括 GST 的價格）。 

如果得標業者不是現有的 FBO 業者，除了之前所預付的拍賣費和頻譜管理

費之外，成功競得的 4G頻譜執照使用權也將從 IDA獲得一個 FBO的許可執照，

以方便相關系統和服務的部署。 

五、 競爭議題 

(一) 頻譜的持有上限  

IDA 提出以下各競標廠商在拍賣的上限： 

1.同時在 1800MHz 和 2.5GHz 在 FDD 的相關類別，其 2×45MHz 的頻譜總

量； 

2.在 TDD 的相關類別上則沒有頻譜的持有上限。 

(二) 新進業者的保障條款 

IDA 為新進業者提出了以下一套定制的架構： 

3.在即將到來的重新分配工作上讓新進業者有資格競標，IDA考慮在 2.5GHz

的頻段內預留 2×20 MHz 的區段（超出目前所建議 2x60MHz 的分配） 

4.IDA 準備提供給新進業者更多的時間進行其設備的部署，更具體來說，

IDA 要求新進業者須達成以下的規定： 

(1) 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達成全國性的 4G 電信系統及服務的涵蓋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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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鐵站和公路隧道） 

(2) 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達成全國性的 4G電信系統及服務的覆蓋範圍，

也包含了地鐵站和公路隧道。 

(3) IDA 也考慮為新進業者預留且設置不同的頻譜底價。 

六、 1800 MHz 頻段的釋照案例 

目前新加坡在 1800 MHz 頻譜的區段中，列出了兩個可用的頻譜區段(請參

見表 2-12-1)，並且根據這些區段進一步確定其拍賣規則。 

表 2-12-1  新加坡 1800 MHz 可用頻譜的區段 

 低頻（MHz） 高頻（MHz）  

A 1730 – 1735 1825 – 1830 

B 1780 – 1785 1875 – 1880 

上述 1800MHz 頻段的釋照是於 2011 年展開上升式的拍賣模式，當中進行了

一系列的連續回合。在每一個回合的拍賣中，會邀請競標業者並提交有效的競標

價格。在該回合的拍賣中，競標業者作出有效的競標後，其競標業者的授權代表

將提出其出價的卡片，並獲得拍賣商的口頭承認。一個有效力的競標結果將構成

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要約，由競標業者在 IDA 所指定的地區段內，給定該回

合的售價，而所有的有效競標將被記錄在拍賣表內，並在拍賣中心顯示。 

拍賣回合開始時，其拍賣的時間也將被啟動，而在第一回合中，其報價將超

過底價的$10,000。如果在第一回合開始的 5 分鐘內產生出有效的投標，拍賣會

立即進行下一個回合，並且以第一回合的所售出的價格開始進行；在第一回合的

報價將是下一個回合的競標價格基準。反之，如果在第一回合開始的 5 分鐘內沒

有產生出有效的投標，該回合的拍賣將會因為沒有一個得標業者而結束，除非在

這段時間內該回合的拍賣被暫停或放棄。 

對於所有隨後的拍賣回合中，其競標業者的競標價需超過前一回合所得出報

價的$10,000，而拍賣師按照其報價將邀請競標業者提交有效的競標，如果在該

回合開始後的 2 分鐘內，產生一個有效的投標，拍賣會立即進行下一個回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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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回合所得出的報價將成為下一個回合的投標的基準，如果在該回合開始的 2

分鐘內，沒有產生有效的投標，該回合的拍賣將結束，除非在這段時間內或上一

回合的拍賣被暫停或放棄。 

如果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有效競標，同時發生在同一拍賣的回合中，這一回

合將被視為一個“Tied Round”，拍賣會立即進行至下一個回合，並且該回合的標

價將是下一個回合（新回合）的起始報價。如果在新回合開始的 2 分鐘內，產生

一個有效的競標價，本次拍賣會繼續按照前一段所敘述的過程繼續進行。反之，

如果在新一回合開始的 2 分鐘內，沒有產生有效的競標價，拍賣師會邀請在拍賣

中心的所有競標業者提交密封的最終出價表格，而競標業者所提交的競標價格，

必須高於所公告的報價，但並不需要高於$10,000，是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最終

競標過程。沒有最高限額的最終得標價格，一個有效的最終得標將構成一個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要約，而競標業者將必須於15分鐘內提交最後的投標書給拍賣師，

而在 15 分鐘的時間後，結束拍賣會就會結束並且關閉。而在拍賣過程中，將以

拍賣中心的時鐘時間為基礎並顯示在拍賣中心。 

(一) 在拍賣結束後，按照前段文章所敘述的，IDA 可能會決定以下的內容： 

1.決定該次的拍賣將會被重新啟動 

2.選擇不授予任何 1800MHz 的頻譜使用權（2011 年） 

3.競標者依據首次公開發售所選定的指定區段，並且透過隨機的抽籤或任何

其他 IDA 認為合適且適當的選擇方式，進而授予競標者 1800MHz 的頻譜

使用權（2011 年），而其所選定的競標者將被視為得標者。 

(二) 拍賣前或程序進行中的禁止行為：  

1.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禁止披露任何的保密信息給 IDA或以外的其他人競

標業者。 

2.禁止共謀或試圖與其他的競標業者串通，或企圖影響 1800MHz 頻譜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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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訴訟或拍賣的分配結果。 

七、 小結 

新加坡當前的頻譜管制大致上是採取「服務不中立」且「技術中立」的管制

原則，對於特定的頻段規範特定的服務範圍，而在此服務規範的範圍之下不限定

業者採用的技術標準（例如：限定 4G 行動寬頻服務範圍頻段，並不綁定使用

TD-LTE，FDD-LTE 或 LTE-Advance 的技術標準）。近年來，由於行動網路的流

量大幅增加，新加坡的電信監管單位 IDA（Info-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現正為 4G 通訊服務重新規劃頻譜拍賣，其中包括

1800MHz、2.3GHz 與 2.5GHz 的頻段，這些頻段既有的營運商於 2011 年 1 月 IDA

的決議案中獲准於執照屆期前，在所屬頻段建置 4G 服務（若營運商認為需求存

在），其中 1800MHz 得標者上限頻寬為 2×45MHz；1800MHz 及 2.3GHz 得標者

在獲得頻譜權利的 36個月內必須提供覆蓋捷運車站/沿線以及公路隧道的全區 4G系

統與服務。新加坡由於幅員不大且重視無線寬頻系統之國際接取，於管制方式具

備一定之約束力卻又不失彈性，適合我國引以為鏡做為參考；而新加坡此次拍賣

所採取的 Clock Plus auction（CPA）拍賣，具備組合式拍賣的特性，卻又降低了

CCA 拍賣的複雜度，皆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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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各國行動寬頻釋照比較一覽表 

表 2-13-1  各國行動寬頻釋照比較一覽表 

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英

國 

800MHz 預 定 為

2013Q1 

四個 2*5 MHz 一

般 頻 塊 及 一 個 

2*10MHz 特定頻

塊 

CCA 拍賣後，每家業者

之上限為 2 x 105 

MHz；1GHz 以下

之頻譜每家業者上

限為 2 x 27.5 MHz 

標得 800 MHz 2*10MHz 業者有網路

佈建義務：人口之 98%之居住地區之

使用者，在戶外及絕大多數家戶之室

內，能接取 2Mbps 速率之寬頻服務 

20 年 

2.6GHz 預 定 為

2013Q1 

FDD 2*70 MHz及 

TDD 50MHz 

CCA 每家業者之上限設

定為 2 x 105 MHz 

無 20 年 

法

國 

800MHz 2011. 10 兩個  2*10 兆赫

頻塊，兩個  2*5 

兆赫頻塊 

採含承

諾係數

之積分

競標 

每一業者：2 × 15 

MHz  

在 12 年內達人口的 98%的，在 15 

年達人口的 99.6 % 

20 年 

2.6GHz 2011. 12 兩個  2*20 MHz 

FDD 塊 ， 一 個 

2*15 MHz FDD頻

塊 

先審查

再進行

Single 

bid 

每一業者： 2 × 15 

MHz FDD 

在四年內達人口的 25 %、八年內達

人口之 60%、，12 年達人口之 75%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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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德

國 

800MHz/1. 8 

GHz/2GHz2.6GHz 

2010.05 六個 2×5 兆赫頻

塊 

先審查

再進行

SMRA 

持有 800 MHz 頻

段之業者 2 × 10 

MHz， 

所有其他業者 2x 

15 MHz 

優先考慮農村地區的覆蓋範圍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芬

蘭 

800MHz 2013  2x30MHz  FDD 尚未拍

賣 

每 一 業 者 最 多

2x15MHz 

僅獲得 801~806 MHz 及 842 ~ 

847MHz 該區塊之業者將被要求需達

到五年內 99%人口涵蓋率 (三年內

95%)，其他業者僅需於五年內達到

97%。 

20 年 

2.5GHz 2009.11 3 個 2 x 25MHz 

FDD 

1 個 2x 20MHz 

TDD 

 

 

 

SMRA 每 一 業 者 最 多

2x15MHz 

每一業者自身網路僅需涵蓋人口涵

蓋率中的 35%。其他涵蓋率則可經由

網路共用來達成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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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捷

克 

800 MHz 2012 6 個 2×5 MHz CCA 2*22.5 MHz 

含既有 900 MHz

頻段 

獲得 800 MHz頻段至少 2x10 MHz頻

譜且已持有 900 MHz和 1800 MHz頻

段的申請人，將被要求對未持有任何

900 MHz、1800 MHz 及 2100 MHz

頻段的申請人提供國內漫遊，以抵消

初始涵蓋率差距；30 個月內，獲配頻

率的持有人至少要涵蓋 95％的人口

稀少地區，7 年內必須要涵蓋 100％

的人口稀少地區及其它地區、鐵路運

輸走廊 I-IV、公路和高速公路 

2028

年 3

月 31

日 

1800 MHz 2012 1 個 2×15.6 MHz 

1 個 2×0.2 MHz 

9 個 2×1 MHz 

CCA 2* 23 MHz 

含既有 1,800 頻段 

取得 1800 MHz 頻段至少 2x15 MHz

頻譜者對其它業者提供國內漫遊的

義務；8 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至

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 

2028

年 3

月 31

日 

2600MHz 2012 14 塊上下鏈成對

頻譜 2×5 MHz 

10 塊非成對頻

譜，每塊 5 MHz 

CCA 2*20 MHz 獲得 2600 MHz 頻段取得至少 2x20 

MHz 頻譜對其它業者提供國內漫遊

的義務；7 年內，獲配頻率的持有人

至少要涵蓋 50％的捷克人口 

202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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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美

國 

Upper 700 MHz 

Band C 

2008 Band C：分區 

746-757, 776-787 

22 MHz 2 x 11 

MHz 

 

階層式

混合拍

賣 

無 以通訊市場區域（CMA）和以經濟區

域（EA）為基礎的執照必須提供該地

理區域的服務，並且在四年內達到該

服務區域至 35%，及在十年內達到

70%的範圍，而以地區經濟領域

（REAG）為基礎的執照，必須在四

年內及十年內分別達到 40%及 75%的

人口涵蓋率。 

 

698-704MHz 

/728-734MHz 

2011. 07 2 個 2 x 6 MHz SMR    

704-710MHz 

/734-740MHz 

2011. 07 14 個 2 x 6 MHz SMR    

日

本 

900MHz 2012.01 1 個 15 MHz ×2 審議制 不適用 依業者計劃書 5 年 

700 MHz 2012.05 3 個 10 MHz ×2 審議制 不適用 依業者計劃書 5 年 

韓

國 

800MHz 2011. 08 總共 10 MHz SMRA  該次拍賣應非針對無線寬頻需求  

1. 8GHz 2011. 08 總共 20 MHz SMRA  該次拍賣應非針對無線寬頻需求  

2.1GHz 2011. 08 總共 20 MHz SMRA  該次拍賣應非針對無線寬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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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澳

洲 

700 MHz /2.5 GHz 2012 700 MHz 遵 循

APT 規劃 

2.5 GH 遵循歐盟

規劃 

CCA 700 MHz頻段購買

數 量 不 能 超 過

2x20MHz；2.5GHz

頻 段 不 超 過

2x40MHz 

 15 年 

中

國

大

陸 

1980 ～

2010MHz/2170 ～

2200MHz 

2002 1920～

1980MHz/2110～

2170MHz FDD 

1880～

1920MHz、2010

～2025MHz TDD 

直接指

配 

不適用 此頻段為 3G 之適用頻譜  

1. 9GHz F Band  未正式規劃   TD-LTE 試點使用中，TD-LTE 正式頻

段尚未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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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釋出頻段 時程 頻塊組合 

（lot packaging） 

拍賣型

式或審

議 

頻譜上限 

（spectrum cap） 

網路佈建/覆蓋義務 

（rollout obligation） 

執 照

效期 

新

加

坡 

1800MHz 尚 未 決

定，僅於

2012 年提

出諮詢文

件 

2×70MHz FDD SMRA

與 CCA

的混合

制 

得標者上限頻寬為

2×45MHz 

得標者在獲得頻譜權利的 36 個月內提

供覆蓋捷運車站/沿線以及公路隧道的

全區 4G 系統與服務 

13 年 

2.3GHz 尚 未 決

定，僅於

2012 年提

出諮詢文

件 

3x10MHz SMRA

與 CCA

的混合

制 

沒有頻寬上限的限

制 

得標者在獲得頻譜權利的 36 個月內

提供覆蓋捷運車站∕沿線以及公路

隧道的全區 4G 系統與服務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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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 行動寬頻釋照經濟效益及外部性分析31
 

一、 無線電頻譜的經濟價值評估 

因為多數頻段的物理特性通常無法被複製於另一頻段，目前無線頻譜對於特

定類型的通訊服務總供應量皆具有一定限制。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無線電頻譜

的供應是相對缺乏彈性。這個現象所造成的結果是各國政府部門和特定無線通訊

應用會使用那個頻譜區位取決於其相關無線電通信服務的全球需求與頻譜屬性。

沒有單一國家與企業可以輕易單獨決定特定頻譜之用途；無線技術與產品開發商

也會追隨著特定頻譜之共同用途而開發，這也是 ITU-R 及 WRC 會議決議扮演重

要角色之原因。在此背景條件下，任何頻段頻譜的經濟價值因此不易用其他不同

性質頻譜的價值來換算；任何頻段頻譜的經濟價值都有必要單獨評估。 

在歐盟 BEREC(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 for Electronic Comunication)的報

告中32認為無線頻譜的經濟價值是來自電信服務業者將之運用為獨佔資源，並從

提供應用程式及有價值的服務中收取費用所獲得的利潤。對業者而言，其經濟利

益的現值通常可採用現金流量法由其在整個無線頻譜權利期間之逐年收益（收入

減去成本）計算獲得。無線頻譜的經濟價值，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無

線頻譜使用權(範圍與條件)、使用期程、服務涵蓋率要求、對行動虛擬網路業者

之要求開放程度、以及監理規則之確定性。例如其中使用期程越長，無線頻譜的

經濟價值就越高。 

此外無線頻譜其技術條件也影響其價值，其中包括： 

 可用頻譜的大小。 

 可以實現網路佈建之技術。(對行動寬頻業務而言是可於 10 MHz 頻譜

                                                 

31
 BEREC(2012),Report on explo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of radio spectrum for 

certai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with respect to the frequency assignment 

procedures, April 2012 

3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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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運作之寬頻上網技術) 

 與相鄰無線服務共存之條件。 

業者對於不同頻帶的經濟價值，尚有以下考慮因素: 

 使用限制： 

某些應用若於其最適用之頻段運作，將可使用較少的基地台，比使用

其他頻段有較低的建設成本或資本支出(Capex)與維運成本(Opex)，因

此將相對於另一頻譜對該業者有較高之價值。例如若於某些非都會區

達成相同之服務涵蓋率於 700MHz 所需基地台比使用 1800MHz 所需基

地台少 1000座基地台，這兩段頻譜對業者成本之差異可以用上述 1000

基地台建設成本與約 15 年維運成本來估算。 

 競爭程度： 

如果服務零售市場的競爭越大，收入越低，業者使用的無線頻譜賺取

價值可能越低。一個大型業者如果經由競標取得頻譜且降低競爭業者

之家數，有可能因此降低市場之競爭程度並進而減少零售市場因競爭

降價之損失，並且也可望獲得較高之市場佔有率。此時此頻譜之經濟

價值可經由其減少之競爭降價損失，及提升之市場佔有率所獲利益來

估算。 

 服務需求： 

如果某頻段之應用與服務於全球或特定地區(如亞洲)有較大的服務零

售市場需求，業者通常能更有效地使用頻譜，因為其終端設備與行動

應用都將會比較容易取得，其成本也相對因為市場較大而下降。相反

地，如果該頻段於全球服務零售市場不夠普及，其終端設備之開發商

將不會非常積極；由於目前行動寬頻服務銷售是否能搭配受消費者喜

愛的終端設備是一大關鍵，因此與全球接軌的頻譜將相對比較具經濟

價值。當然，當某一頻段在全球行動服務零售市場上有很大需求時，

獲益者將是該頻段的所有相關者，包括業者，設備商以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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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下，我國行動寬頻頻譜若經由拍賣釋出，其市場價格將是其使用

對象所規劃行動寬頻服務獨家經營權所反映的價值。各業者最後之出價將取決於

個別業者基於以上各種因素對該業務的使用戶數預測、網路建設及營運成本預估、

服務零售價格預測及未來的市場活動之評估。 

在通常情況下，發放頻譜的主管機關與政府相關機構都沒有充分可靠的資訊，

可掌握各業者對擬釋出無線頻譜執照的評估價值，因為政府單位通常不可能有比

業者更深入了解使用戶數消長、網路建設及營運成本、服務零售價格變化之能力。 

但是其他各國已經完成類似頻譜拍賣作業者，其底價與最後拍賣價格仍然值得參

考。不過從宏觀經濟角度，特別是主管機關之角度，無線頻譜拍賣價格不該是衡

量無線頻譜經濟價值的唯一合理標準。個別業者參加拍賣的目標不一定符合國家

經濟整體利益。例如，資金雄厚的財團有可能成立公司以取得高比例的無線頻譜

使用權，以防止其他公司進入市場。或者該業者可能只會依照最低涵蓋率標準，

僅佈建網路於有利可圖的高人口密度地區。 

二、 消費者福祉 

一個國家因為頻譜釋出所獲得經濟效益如果要最大化，必需將消費者福祉部

份納入。一般來自消費者福祉的經濟效益係以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來計

算，而消費者剩餘則是源自消費者因為頻譜釋出市場開放而降低之所付出價格； 

此一價格之降低則來自(1) 因市場開放導致之競爭而發生的零售價格下降；或是

（2）因服務擴及原所未達之服務對象而導致之服務成本下降。此外，消費者福

祉可來自服務品質的提升以及服務種類的多元化，消費者將可以因為新服務的推

出更容易找到與他 (她)契合的服務組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次頻譜釋照而獲得的消費者福祉如以追蹤方式進行研究，

將較可以獲得較精確的估計，而非事前預估。但如果可預測釋照後市場競爭程度

會無法維持，或新興服務人口也無法增加，則消費者剩餘也恐怕將將較不易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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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部性分析：公共利益與社會價值 

一般社會大眾由頻譜釋出所獲得的公共利益與社會價值也可認為是頻譜釋

出外部性之重要部份。這些公共利益可包括： 

(一) 因為服務涵蓋率要求提升或個別新興服務引進而導致之民眾直接獲益。 

(二) 國家將頻譜拍賣獲得收入及後續商業活動(網路建設、服務推廣行銷、終端

設備銷售等)衍生之稅收運用於國家建設與服務而間接讓全體國民獲益 

(三) 全體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因為共同使用網路形成網路社群後而衍生之快速

溝通能力與共同意識形成能力。 

(四) 因為網路服務提升之社會安全服務與公共健康服務；並進而減少社會隔離

族群之出現，促進文化交流。 

(五) 因為產業上下游活動帶動經濟發展而提升之 GDP 與就業率。 

(六) 對環境保護及能源消耗降低之貢獻。包括因為導航服務與智慧終端引進所

獲得之節能環保效益，以及因低頻技術引進所減少之基地台建設與營運。 

本研究認為上述公共利益皆反應了頻譜價值之外部性，但比較不易經由事前

評估獲得精確估算，但若經由過去先前釋照或其他國家之統計與經驗，將比較有

機會獲得較佳之 benchmark 預估。 

目前由於許多國家已經陸續完成 4G 發照，其發照規則明顯在平衡頻譜拍賣

價格與其社會價值與外部性之間努力取得平衡。例如許多歐盟國家以高服務涵蓋

率要求來確保國家無線寬頻涵蓋之提升，因為服務涵蓋率越高的國家通常被認為

其社會價值與外部性會愈高；雖然部份業者因為網路成本增加，一般預期對該頻

譜的經濟評價就會相對較低，但是這些國家經過政策評估則依然實施。另外有些

國家因為想維持市場競爭而對業者要求承諾提供 MVNO 服務，例如法國；此一

措施應該可望經由市場競爭之維持而提升或至少確保消費者福祉，但是否因此降

低業者對頻譜得評價則未必明顯。我國行動寬頻業務之釋照規則目前仍在草擬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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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何在反應頻譜價值與頻譜釋照其社會價值與外部性之間取得平衡，建議應

是主管機關最後細部規則訂定所需衡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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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進國家新科技行動寬頻延伸的相關議題分析 

第一節 雲端運算計畫經驗分析 

一、 主要國家雲端運算政策 

(一) 美國 

2009 年 3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命 Vivek Kundra 為美國聯邦資訊長，協助

聯邦政府整合全美各地的機房與資訊架構，以及將雲端運算實現於政府行政作業，

並由隸屬美國總務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的雲端運算執行

指導委員會(Cloud Computing Executive Steering Committee, CCESC)著手進行聯

邦資料中心的整合計畫，期盼能達到以下目標： 

 靈活、簡易的採購與驗證流程 

 彈性、隨選(On-demand)應用的共享運算資源 

 可攜性、可重覆使用與互通性的服務方案 

 以瀏覽器為介面存取無所不在的網際網路服務 

歐巴馬政府欲透過推行雲端運算實現削減行政成本、提升效率、綠化環境等

政策，並作為美國推動雲端運算的濫觴。同年 9 月，美國政府公佈實行一項長期

性的雲端運算政策，隨後由美國聯邦政府成立 Apps.gov 網站，蒐集諸多免付費

且符合聯邦資訊安全管理法(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 FISMA)

規範的網路服務，提供政府部門、企業與一般民眾採用，藉以宣導與推行雲端運

算服務的實質意義。目前美國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已廣泛使用雲端運算

服務。此外，並責成相關部門進行研究與定義明確的雲端運算內涵，以及制定雲

端運算應用標準。相關的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如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CIQFjAA&url=http%3A%2F%2Fcsrc.nist.gov%2Fgroups%2FSMA%2Ffisma%2Findex.html&ei=LoNZUJXiNqjImAW53oHgAQ&usg=AFQjCNGIIf7qpUed4wHVELheQAkYt9NQrw&sig2=x2N1UKa0QUnkb8W8KXTR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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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美國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 

政府機構 政府項目 要點 

美國總統 任命官員 
任命 Vivek Kundra 為美國聯邦資訊長，協助將雲端

運算導入政府行政作業。 

美國聯邦政

府 
實行政策 

推行雲端運算政策，藉以減輕美國政府的財務支出

同時兼顧效率與綠化環境的效果。 

美 國 聯 邦

CIO 委員會 

政府機構採用

雲端運算的安

全評估和授權

政策之建議書 

說明美國政府的雲端運算服務基本立場和政策，以

及各級政府與機構須採取的具體作為，同時評估與

分析雲端運算的挑戰與機會。 

美國國家標

準技術研究

院（NIST） 

評估雲端運算 

制定雲端運算

標準 

• 由隸屬美國商務部的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規範

雲端運算的相關標準，包括制定有關資料可攜

性、介面和安全的最低標準。 

• 已於 2011 年 10 月訂定雲端運算的國家定義。 

美國聯邦政

府 

美國聯邦雲端

發展策略 

2011 年 2 月，美國聯邦資訊長 Vivek Kundr 簽署聯

邦雲端運算發展策略 (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規劃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雲端發展計畫和方

向，其策略要點包括：優先採用雲端服務、節約政

府財政預算、借助雲端運算提升政府公眾服務能力。 

(二) 歐盟 

歐盟十分重視雲端運算的發展，在 2011 年度的第七框架計畫(FP7)中投入許

多預算在不同雲端運算項目的研究，同時成立專家小組為未來雲端運算的研究方

向制定框架。歐盟認為雲端運算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預計 2014 年歐洲雲端運

算服務總收入將達到 350 億歐元，歐盟有必要制定完善的雲端運算策略，保證充

分利用雲端運算技術的潛力。 

此外，由於每個歐盟國家各自訂定資訊安全政策，歐盟有關的資料保護組織

也擔憂隱私保護政策不統一，容易產生安全上的疑慮，因而阻礙雲端運算產業的

發展。為此，歐洲網路與資訊安全局(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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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ENISA)公布「雲端運算：利益、風險與資訊安全建議」33，對於採用雲

端運算的安全措施提出三項建議： 

1.雲端運算的兩端必須建立信任機制，例如以網站(site)建立單向或雙向信任

機制，與私有雲連結時，須透過身份認證及資訊加密傳輸以確保資訊安

全； 

2.大型跨組織機構必須執行電腦鑑識(computer forensics)及數位證據之資料

保護措施，追蹤可疑的駭客入侵； 

3.須建立大型電腦系統工程之資源隔離機制(resource isolation)、雲端運算服

務異質平台之溝通及系統回復能力機制。 

由於科技進步與全球化已經深深地改變資料的蒐集、存取與使用，執委會於

2012 年初頒布新的資料保護規則34
(data protection rules)，以加強隱私保護與促進

歐洲的數位經濟。有關雲端運算資料的保存方面，用戶可以依據資料保護指令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要求將合約內載明的資料儲存在歐洲經濟區（EEA）境

內。對用戶的好處是不必購買軟體或維護昂貴的伺服器及資料儲存，以節省辦公

室空間和內部 IT 支援人員的支出，可以完全靈活的使用工具及儲存資料。這些

措施有助於強化消費者對雲端服務的信心。對於歐洲急需提振的經濟、工作機會

與創新也提供嶄新的發展契機。執委會制訂的雲端運算策略35包含： 

1.將於 2013 年訂立正式的技術標準，使得各個雲端用戶可享有互通性，確

保遠端的數據存取之可攜性與可恢復性； 

                                                 

33 

http://www.enisa.europa.eu/activities/risk-management/files/deliverables/cloud-computing-r

isk-assessment/at_download/fullReport  

34 http://ec.europa.eu/justice/newsroom/data-protection/news/120125_en.htm 

35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

ottom 

http://www.enisa.europa.eu/activities/risk-management/files/deliverables/cloud-computing-risk-assessment/at_download/fullReport
http://www.enisa.europa.eu/activities/risk-management/files/deliverables/cloud-computing-risk-assessment/at_download/fullReport
http://ec.europa.eu/justice/newsroom/data-protection/news/120125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ott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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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適當的認證計畫，以協助歐盟內部可靠且值得信賴之雲端服務廠商； 

3.發展安全與公平的雲端應用協議模式，訂出明確的服務水準條款，以確保

服務品質； 

4.鼓勵歐盟各國與產業界建立雲端合作的夥伴關係 (European Cloud 

Partnership)，以刺激公共部門投資雲端技術與應用計畫(目標為占政府整體

IT 預算的 20%左右) ，促使更多、更好、更便宜且方便的電子政務服務上

線，以促進歐洲的雲端應用服務市場發展，提振雲端科技產業的商業競爭

力。 

執委會將在 2013 年底提出雲端運算的標準化與認證、安全與公平的合約項

目與條件及歐洲雲端合作夥伴關係的建議報告36，協助歐盟決定是否採取進一步

的政策或立法措施。調查顯示，已使用雲端運算 80%的企業，IT 成本降低 10-20%

左右，其中的 20%企業甚至降低至 30%以上。因此，所有網路用戶都將受益於

雲端運算的發展。雲端運算可以改變許多領域，但由於現今各會員國有不同的規

則，造成企業在各會員國中有不同的義務與責任，增加不確定性，延緩了用戶採

用雲端運算的意願，雖然已經有一些公務應用的出現，如法國的 Andromède、英

國的 G-Cloud 及德國的 Trusted Cloud，但效益有限。據估計，如果雲端政策到位

的話，2020 年相關的雲端科技產業每年約可貢獻 1600 億歐元，其經濟產值約占

歐洲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約一個百分點，也能創造 380 萬個工作機會，因此

歐盟的政策方針主要目的為快速提升雲端科技的應用，達到振興目前疲弱不堪的

歐洲經濟。 

  

                                                 

3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2-713_en.ht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2-713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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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歐洲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 

政府機構 政府項目 要點 

歐盟 
第七框架計畫 

（FP7） 

2010 年 7 月，歐盟第七框架計畫(FP7)發佈了 2011 年

工作計畫，該計畫將雲端運算相關議題列入研究重

點，並提供資金支援，同時成立專家小組為未來雲端

運算的研究方向制定框架。其重要的研究主題，包括： 

• 基礎設施虛擬化與跨平台執行技術;  

• 不同雲端運算環境的互通性; 

• 對移動情景感知應用的無縫隙 支援雲端運算軟

體與服務的能效與可持續性;  

• 支援計算與網路環境集成的構架與技術;  

• 雲端運算軟體協定與程式碼等。 

歐盟 實行政策 

2011 年 3 月，歐盟將雲端運算技術列入歐洲 2020 策

略計畫，意味著雲端運算在歐洲數位化議程的重要程

度。 

歐盟 實行政策37
 

• 預期於 2013 年，訂立正式的雲端技術標準，使得

各個雲端用戶可享有互通性，確保遠端的數據存

取之可攜性與可恢復性； 

• 提出適當的認證計畫，以協助歐盟內部可靠與值

得信賴之雲端服務廠商； 

• 發展安全與公平的雲端應用協議模式，訂出明確

的服務水準條款，以確保服務品質； 

• 鼓勵歐盟各國與產業界建立雲端合作的夥伴關係

(European Cloud Partnership)，以刺激公共部門投

資雲端技術與應用計畫(目標為占政府整體 IT 預

算的 20%左右) ，促使更多、更好、更便宜與方便

的電子政務服務上線，進一步促進塑造歐洲的雲

端應用市場，提振雲端科技產業的商業競爭力。 

英國 G-Cloud 

• 2011 年，英國宣布啟動 3 年政府雲端服務計畫

(G-Cloud)，即私有政府雲端運算基礎設施。該方

案包括 IaaS，PaaS 以及 SaaS。SaaS 方面，政府將

建立“政府應用軟體商店(Government Application 

Store)”，主要的目標包括：規範和簡化桌面，規範

                                                 

3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

ott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ott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025_cn.htm?locale=cn#PR_metaPressRelease_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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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中心，交付程式原始碼、開放標準與

重用策略，綠色 IT，以及資訊安全與保障。 

• 英國政府預期在 2015 年，隨著 G-Cloud 的推行，

公共部門資訊運作比例能達到 50%以上。 

 德國 
雲端運算行動

計畫 

擬定政府與中小企業雲端服務的發展方向，以及排除

導入雲端運算應用時，可能遭遇的技術與法規面向議

題。 

(三) 日本 

日本首要的雲端運算政策為「數位日本創造計畫」（Digital JapanCreation 

Project）中的「霞關雲（Kasumigaseki）Cloud」計畫，積極推進雲端運算發展，

發展雲端運算創新服務與產業，其政策要點涵蓋： 

 透過雲端運算技術，提升資料中心的節能環保指標(DPPE：Datacenter 

Performance Per Energy)及穩定性； 

 逐步放鬆對異地資料存儲、服務外包的管制； 

 在個人資訊匿名化與資訊安全的基礎上，完善資訊使用與傳播的規章

制度； 

 制定數位化教材等電子出版物的可重複使用機制； 

 建立巨量資料的即時處理服務平台。 

日本落實雲端運算應用的涵蓋範圍包含：政府、醫療、教育、交通、能源、

金融、災難預防等多方面的應用。日本的典型案例為聯網車輛系統、雲端急難救

助醫療系統，以及電力雲基礎上的“電力銀行”等多種實務應用，同時積極參與國

際間物聯網和智慧城市的開發和實際試驗。 

在產業推展方面，以電信、金融與教育為雲端運算的推展主力，包括三大電

信業者NTT、KDDI和軟體銀行均依照自身需求，制定具體的雲端運算服務策略，

並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提供 IaaS 與 PaaS 在內的雲端運算服務。同時，雲端運算

已逐漸擴大到了教育體系和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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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日本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 

政府機構 政府項目 要點 

日本 

總務省 

數位日本創新計

畫（霞關雲計畫） 

• 該計畫於 2015 年實現，旨在建立新型資訊通信

技術市場，推動日本經濟發展。 

• 以建立全國性的雲端運算基礎設施(稱為霞關

雲)為目標，強化政府各級機關/部門間資源整合

共享，打造創新電子化政府。 

• 建立專屬政府的雲端運算設施，使政府各機構

免去各自建立相關系統，以共享資源，大幅提

高運作效率並節省了重複投資的浪費。 

雲端運算特區計

畫 

於 2010 年宣佈投入約 500 億日元(新台幣 170 億美

元)在北海道或日本東北地區設立雲端運算特區，目

標在於構築國內最大規模的資料庫。 

日本經濟

產業省 

《雲端運算與日

本競爭力研究》報

告 

將從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制度、鼓勵創新三方

面推進雲端運算發展。開創基於雲端運算的新服務

以開拓全球市場，在 2020 年前培育出累計規模超

過 40 萬億日元(約 3 萬億元人民幣)的新市場。 

日本 

總務省 

實行政策與標準

化推動 

• 2010 年 12 月成立 Japan Cloud Consortium，並

設置次世代雲端服務檢討、教育雲、農業雲、

健康醫療等工作小組 

• 2011 年 3 月訂定消費者雲端服務使用導引 

• 成 立 GICTF(Global Inter-Cloud Technology 

Forum) 

• SLA、安全層級與混合雲互通等標準推動 

日本政府 國際合作 

• 2012 年日、美兩國共同發表聲明將進行雲端運

算的合作。 

• 以確保無國界的雲端服務優勢為目的，如處理

大量數據、更好的智財權保護、資訊安全強化、

低能量消耗、多伺服器地點、改善網路品質與

消費者的隱私保護等不受危害。 

(四) 韓國 

2009 年韓國政府責成韓國廣播通信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韓國知識經濟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MKE)

以及韓國行政安全部(Minist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三個相關部會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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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雲端運算活化性綜合計畫，該計畫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公告，預計在

2010~2014 年間投入 6,146 億韓元(約 171 億新台幣)推行雲端運算，其主要目標

包括： 

 提昇雲端運算市場規模：預計從 2009 年的 6739 韓元(約 6.2 億美元)，

增加至 2014 年的 2 兆 5480 億韓元(約 23.6 億美元)。 

 降低政府部門 IT 基礎建設成本。 

 開創雲端運算創新商業模式。 

表 3-1-4  韓國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 

政府機構 政府項目 要點 

韓國政府 

雲端運算活化

性綜合計畫 

展開 4 大領域（政府、服務基磐、技術研發、環境形

塑）及 10 大細部計畫，並規劃投入 8 項軟體服務的

雲端示範事業 

(五) 中國大陸 

近年來，中國大陸中央政府規劃了一系列的雲端運算推動政策，地方政府亦

積極投入發展雲端運算產業的實質性建設。2010 年 10 月 10 日，由國家發展改

革委員會、工業和資訊化部聯合發佈的「關於做好雲端運算服務創新發展試點示

範工作的通知」為政府推動雲端運算產業的序幕，該計畫規劃北京、上海、深圳、

杭州、無錫五個城市，作為雲端運算服務創新發展的示範點，並明訂國家發展雲

端運算的整體思維和策略佈局。示範點的規劃範圍包括政府、大型/中小企業與

個人用戶等不同用戶之需求，研究 SaaS、PaaS 與 IaaS 服務創新模式，建設雲端

運算中心。 

目前中國大陸雲端運算的發展仍多為政府主導，地方政府配合實際的基礎建

設，主要的實際雲端規劃策略與建設可參考表 3-1-6。其它尚有南京軟體開發雲

端運算平台、鎮江”雲神工程”、廣東佛山雲端運算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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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中國大陸雲端運算前瞻計畫摘要 

政府機構 政府項目 要點 

國家發展改

革委員會 

確定國家發展主

軸 

2010 年 6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於「關於當前

推進高技術服務業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定調

互聯網、物聯網、雲端運算為國家三大發展主軸。 

工業和資訊

化部、國家

發展改革委

員會 

關於做好雲端運

算服務創新發展

試點示範工作的

通知 

2010 年 10 月，公告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無

錫等 5 個城市，作為雲端運算服務創新開發的試點

示範工作區域。試點的範圍涵蓋政府、大中小企業

和個人等，研究促進雲端 SaaS、PaaS 和 IaaS 等服

務模式創新發展，建設雲端運算中心。 

國務院 十二五計畫 

2011 年 3 月，國務院於公告之“十二五”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強調強化雲端運算平台的建

設工作。 

表 3-1-6  主要城市雲端運算策略 

城市 試點計畫 要點 

試

點

城

市 

北京 祥雲工程 

• 2010~2012 年，以促進技術、產業與應用的雲端運算

產業鏈發展為主軸，強化大型企業的產業群聚效

應，促進雲端運算普及。 

• 2013~2015 年，以雲端產業之規模經濟為目標，預期

2015 年達到人民幣 500 億元的產業規模。 

上海 雲海計畫 

定為為亞太地區的雲端運算中樞，主要目標包括： 

• 在 3 年內，扶植至少 10 家國內雲端企業，營收達人

民幣一億元以上。 

• 推動 100 家軟體資訊廠商轉型為雲端運算公司。 

• 促進上海資訊服務產值達人民幣 1, 000 億元。 

無錫 太湖雲谷 

無錫在2008年即開始建置雲端運算中心，目前則導入IB 

M雲端基礎架構與解決方案，現以IaaS服務模式為主，

近期已開始著重在SaaS服務模式的發展。 

深圳 鯤雲計畫 

成為全國首個電子商務示範城市，導入雲端運算於金融

物流、文化交流、網路通訊等產業，驅動高服務附加價

值的產業轉型。 

杭州 
杭州雲端運算

園區 

著重雲端運算之研發、製造、系統整合、維運等產業體

系。 

成都 
配合十二五 

計畫 

於 2011 年 7 月，訂定雲端運算產業規模應達到 3,000 億

元，雲端服務規模應佔全國 10%，行動裝置製造應佔全

球 2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ved=0CEcQFjAC&url=http%3A%2F%2Fbig5.xinhuanet.com%2Fgate%2Fbig5%2Fnews.xinhuanet.com%2Fenergy%2F2012-07%2F21%2Fc_123449379.htm&ei=awHAUOXvB4nNmQX63YCAAg&usg=AFQjCNEMju3yG_KTQBu6RPqikG3-Vk1NCQ&sig2=z0PQLzTyJqqXeX7z1sVI4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ved=0CEcQFjAC&url=http%3A%2F%2Fbig5.xinhuanet.com%2Fgate%2Fbig5%2Fnews.xinhuanet.com%2Fenergy%2F2012-07%2F21%2Fc_123449379.htm&ei=awHAUOXvB4nNmQX63YCAAg&usg=AFQjCNEMju3yG_KTQBu6RPqikG3-Vk1NCQ&sig2=z0PQLzTyJqqXeX7z1sVI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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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試點計畫 要點 

海南省 
全生態雲端運

算產業基地 

2012 年 1 月，設立全生態雲端運算產業基地，包括雲端

運算中心、研發、示範性應用/服務等，期能顯現群聚效

應。 

內蒙古

自治區 

2020 雲端運算

發展規劃 

2012 年 2 月，明訂雲端運算發展目標、工作任務與重點

工程。 

北京 
中國雲端產業

發展聯盟 

2012 年 4 月，由百度網、中國聯通、阿里巴巴、北京大

學等 11 家業者共同於北京設立中國雲端產業發展聯

盟，以促進雲端運算標準建設，推動產業生態與聯盟會

員共同發展為目標。 

(六) 小結 

在世界主要國家中，美國作為雲端運算概念的發源地，其雲端政策擬定考量

係以推動政府機關/單位雲端化為優先。現階段，雲端運算已在美國聯邦、州和

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中廣泛使用，甚至包括高度敏感的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美國國防部資訊系統局

(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 DISA)等，透過政府優先推動的示範性作用，

間接促使雲端產業的積極發展，以及企業逐步推行雲端化。 

其他國家，包括歐洲、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國之雲端政策方向亦是如此，

惟推動腳步及其實施細部策略因國情之不同而略有不同。歐洲著重雲端應用與服

務的市場，特別重視數據雲端化後的安全性與隱私性。日本則關注於各種面向的

雲端應用服務應用包括：政府、醫療、教育、交通、能源、金融、災難預防等多

方面的應用。韓國同樣以發展雲端運算創新商業模式，規劃八項雲端服務的示範

事業。中國大陸則將雲端發展列為十二五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並從雲端之 SaaS、

PaaS 和 IaaS 同步發展並施行示範計畫。 

二、 雲端服務產業發展策略 

因為雲端運算在全球資訊界蔚為風潮，因此目前全球 IT 產業界投入雲端服

務之廠商眾多，本研究僅能就其中領導性廠商之雲端發展策略進行介紹。 

(一)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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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IBM 正式發表藍色雲端運算解決方案(Blue Cloud)。Blue Cloud 主

要的技術為 Tivoli、DB2 雲端運算管理等系統解決方案。主要的市場以資料中心

與大型企業的軟硬體解決方案為主。2008 年，IBM 積極在各國設立雲端技術中

心，包括：歐洲、中國大陸、南非、日本等國家，透過這些中心，共同發展雲端

技方案。2009 年，IBM 陸續將旗下所有軟體雲端化。2010 年以後，IBM 已將重

心放在產業面的雲端解決方案，包括：銀行業、貿易雲等。由於 IBM 原本就是

大型企業用伺服器之主要廠商，IBM 發展其雲端運算之策略不難看出係延伸其

既有之大型企業用伺服器技術優勢而設計。 

表 3-1-7  IBM 雲端運算策略與服務 

雲端運算策略 藍色雲端運算解決方案(Blue Cloud) 

雲端服務與概述 

• 整合雲端運算中心的軟、硬體資源，包括硬體：x86 或 Power

伺服器、存儲伺服器、交換機和路由器等網路設備，以及

軟體：各種作業系統、中介軟體、資料庫及應用，如：AIX、

Linux、DB2、WebSphere、Lotus 等。 

• 藍色雲端運算管理軟體及 IBM Tivoli 管理軟體。 

• 藍色雲端運算諮詢服務、部署服務及客戶化服務。依照客

戶的特定需求和應用場景進行二次開發，使雲端運算管理

平台與客戶已有軟體硬體進行整合。 

(二) Amazon 

2003年，Amazon以 web service技術為基礎，提供給協銷夥伴在 Amazon.com

的網路商店促銷其商品，協銷夥伴不僅可銷售商品，也可以透過 Amazon 所提供

的 web service 服務來開發功能，這是 Amazon 首個具備雲端運算概念的服務。

其後，Amazon 漸漸將其他資訊服務，包括資料儲存(S3)、電腦運算(EC2)以及電

子商務 (Mechanicial Turk)等等均轉換成線上服務，提供給協銷夥伴採用。 

Amazon的 SaaS主要以電子商務的流程機制為主。在 PaaS方面，SQS與 SNS

主要提供應用城市間中介整合用途。在 IaaS 方面，包括資料庫、計算能力、儲

存與網路等服務。其中，Elastic MapReduce 係結合 EC2 發展 MapReduce 的資料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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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透過早期以網站提供服務給顧客的模式，逐漸推展強化整體的雲端

運算服務，協助協銷夥伴在營運上有效率的運籌帷運程序，強化供應鏈體系的運

作效率，吸引協銷夥伴加入，因此 Amazon 的雲端策略就是將具備效率的供應鏈

活動虛擬化，提供合作夥伴採用。 

表 3-1-8  Amazon 雲端運算策略與服務 

雲端運算策略 虛擬化具備效率的營運供應鏈 

雲端服務與概

述 

SaaS 

• Fulfillment Web Service(FWS)：提供物流、倉儲管理服

務。 

• Flexible Payment Service(FPS)：提供電子商店付款機制

服務。 

• Mechanical Turk：工作媒合服務。 

• CloudFront：內容遞送服務。 

PaaS 

•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SQS) 提供簡單訊息儲

存取用服務。 

•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SNS) 提供訊息發

送服務。 

IaaS 

• Relational DBServices (RDS) 提供關連式資料庫服務。 

• Simple DataBase 提供非關連式資料庫服務。 

•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提供簡易儲存服務。 

• Elastic BlockStorage (EBS) 提供大量資料儲存服務。 

•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EC2)提供彈性計算服

務。 

• Amazon Elastic MapReduce 提供彈性計算服務。 

• Virtual Private Cloud(VPC) 提供網路加密服務。 

(三) Google 

2005 年 Google 推出 Google API，提供消費者、網站程式設計師開發網路應

用程式，透過免費使用的方式逐步增加流量，提高 Google 的網站的廣告營收。

這樣的方式已初步具備雲端運算服務的概念。其後，Google 逐步發展的各式各

樣的雲端運算服務，包括：Google Docs、Google Finance、Google SpreadSheets。 

Google 雲端運算的策略考量是以提高搜尋引擎流量為目標，例如相關的服

務與併購(如：2006 年併購 Youtube)，以及聯結社群網路。此外 Google 也希望藉

由主導手機的作業系統(Android)與瀏覽器介面，增加各種終端設備的上網接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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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間接提高其廣告效益。 

表 3-1-9  Google 雲端運算策略與服務 

雲端運算策略 線上公有雲服務的提供商 

雲端服務與概述 

推出的服務有: 

 Google 雲端運算平台 

 Google Docs 

 Google Apps 

 Google sites 

 Google App Engine 

 Chrome Browser 

 Google map 等 

(四) Microsoft 

2007-2008 微軟公司陸續推出了照片分享、線上儲存空間、線上 Email 空間、

線上 Office/視訊會議、線上生產力軟體等。2008 年，Microsoft 宣布 Windows Azure

服務的測試版，把 Microsoft 開發工具與環境轉換成線上雲端服務版本。Windows 

Server 系列系統軟體提供資料中心營運商虛擬化、伺服器管理等雲端運算虛擬化

科技產品。從不同雲端服務著手，並紮根發展雲端運算科技產品。 

在 SaaS 方面，Microsoft 提供 Micros 會議、協同作業、CRM、SharePoint

等雲端服務。在 PaaS 方面，Microsoft 提供 Windows Azure 系列服務，此乃一套

雲端運算作業系統，用來提供雲端線上服務所需要的作業系統與基礎儲存與管理

的平台。 

以微軟的產品及雲端服務的提供模式分析，微軟雲端服務市場仍以消費者及

中小企業為主。但微軟也意識到不能再固守傳統 PC 作業系統的市場，而是應該

朝向各種平台作業系統發展，結合服務與多元化的設備系統，持續擴大其影響

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7%AB%AF%E9%81%8B%E7%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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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0  Microsoft 雲端運算策略與服務 

雲端運算策略 

• 三種不同的雲端運算運營模式：微軟運營、夥伴運營和客

戶自建模式。 

• 雲端運算策略的特點包括軟體加服務(S+S)、開放安全的平

台以及自由選擇策略。 

雲端服務與概述 

• Live 和 Online 解決方案：微軟針對消費者提供了包括 

Windows Live、Office Live、Live Messenger、Bing 以及 

Xbox Live 等在內的多種服務；對企業用戶的服務為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 Windows Azure Platform 解決方案：Windows Azure、SQL 

Azure 和 Windows Azure Platform App Fabric。 

• 動態雲端解決方案：面向企業客戶方案  DIT-SC（基於

Dynamic Infrastructure Toolkit for System Center 等產品）以

及面向服務提供商方案（基於 Dynamic Datacenter Toolkit 

for Hoster 等產品） 

(五) 小結 

雲端運算市場蓬勃發展，IBM、Amazon、Google、Microsoft 依各自的既有

優勢，發展出不同的產品與服務的策略，下表列出了其領域與主要的差異點。 

表 3-1-11  供應商服務摘要 

供應商 產品 著重領域 

IBM 
整合雲端運算中心的軟、硬體資源 

• 提供虛擬化管理的平台 

企業/中小企業 

Amazon 

核心產品包括伺服器、儲存、頻寬、資料庫與介

面訊息相關的 AWS(Amazon Web Service)架構 

差異： 

• 支援各種作業系統與程式語言 

• 內容遞送網路 

中小企業 

Google 

以建立與執行網頁應用程式為主 

• 僅支援 Python 與 java 

• 提供 SaaS 相關的生產應用程式 

中小企業 

Microsoft 

作業系統與各種開發人員業務 

• 可建立新的雲端應用程式，以及雲端化現有

應用程式 

• 微軟應用程式開發平台 

企業/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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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動寬頻及應用之主要議題與營運模式分析 

一、 全球 LTE 市場概況 

2010 年，全球 4G LTE 的用戶數只有約 30 萬用戶，但隨著 LTE 網路不斷

的擴建、支援 LTE 智慧手機紛紛推出以及電信業者服務推動之下，2011 年的用

戶成長至 1,160 萬以上，大幅成長近 40 倍左右。2012 年仍是 LTE 用戶數更加快

速成長的一年，年成長率達到 441%，用戶數擴增至 6,280 萬戶。預估 2015 年，

全球 LTE 用戶將會突破 7 億。 

 

Source : IHS iSuppli, 2011 年 12 月 

圖 3-2-1  全球 4G LTE 用戶數預估 

在 LTE 網路佈建方面，依據 4G Americas 統計，至 2012 年 6 月，全球已有

49 個國家，100 家電信公司提供 LTE 電信服務，其中以美國有 13 家已營運 LTE

服務為最，如 AT&T Mobility, Verizon Wireless 等；英國。在規劃中或試營運有

342 家電信公司，預估在 2012 年底前，會有 130 家以上的電信業者提供 LTE 的

電信服務。依本研究標的國家整理 LTE 已營運及 2012 年底前提供營運的電信業

者數統計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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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主要國家 LTE 部署現況 

 
已營運 

LTE 業者總數(家) 

2012 年底前營運 

LTE 新增業者數 (家) 

2012 年底前營運 

LTE 業者累計 

總數(家) 

全球 100 30 以上 130 以上 

英國 1 1 2 

德國 3 0 3 

法國 0 2 2 

芬蘭 3 0 3 

捷克 1 0 1 

美國 13 2 15 

日本 3 2 5 

韓國 3 0 3 

澳洲 3 2 5 

中國大陸 0 1 1 

新加坡 3 0 3 

資料來源: 4G Americas,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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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主要國家 LTE 用戶數現況 

  國家 電信業者 
LTE 用戶

數(千戶) 

佔總用戶

數百分比 
網路涵蓋 使用頻段 

1 美國 Verizon Wireless 10,900 9.7% 67%(人口涵蓋) 700MHz 

2 韓國 SK Telcom 2,933 10.8% 全國 
800MHz 

1800MHz 

3 美國 
AT&T Mobility 

USA 
2,838 2.7% 24%(人口涵蓋) 

700MHz 

1.7/2.1GHz 

4 日本 NTT DoCoMo 2,736 4.5% 
30%(人口涵蓋)，2012

年底前提昇到 70% 
1.5GHz 

5 韓國 LGU+ 2,040 20.6% 全國 1800MHz 

6 韓國 KT Corp 863 5.0% 全國 1800MHz 

7 美國 Metro PCS 743 8.0% 14 個人口密集區 1.7/2.1GHz 

8 加拿大 
Rogers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600 6.4% 

35%(住宅區)，2012 年

底前達 60%(人口涵蓋) 
1.7/2.1GHz 

9 澳洲 Telstra 383 2.6% 

100 個地區與都會區中

心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centers) 

1800MHz 

10 俄國 Yota 350 100.0% 
3 個城市，2012 年 9 月

底前 5 個城市 
2.6GHz 

11 加拿大 
Bell Wireless 

Affiliates 
224 3.0% 

1600 萬或 48%(人口涵

蓋) 

1.7/2.1GHz 

2.6GHz 

12 德國 Vodafone D2 193 0.6% 40%(人口涵蓋) 800MHz 

13 瑞典 TeliaSonera Sweden 150 2.3% 61%(人口涵蓋) 
800MHz 

2.6GHz 

14 德國 T-Mobile Germany 85 0.2% 
50 個城市(cities), 1800

個郊區(rural areas) 

800MHz 

1800MHz 

15 瑞典 Tele2 Sweden 70 1.9% 60%(人口涵蓋) 
800MHz 

1800MHz 

2.6GHz 

16 波蘭 Polkomtel 60 0.4% 28%(人口涵蓋) 1800MHz 

17 奧地利 T-Mobile Austria 20 0.5% 12%(人口涵蓋) 2.6GHz 

18 丹麥 Telia Denmark 15 1.0% 75%(人口涵蓋) 2.6GHz 

(以上資料統計至 2012年 6月止)     

資料來源：Informa press reports, LTE Maps, Value Patners analysis，2012 年 9 月 

在已推出 LTE 電信服務的業者中，以美國的 Verizon Wireless 用戶數最多，

已突破 1,000 萬用戶，約佔其總用戶數 9.7%，仍具相當的成長空間，LTE 網路的

涵蓋範圍則達到 67%的人口涵蓋；其次是 AT&T Mobility USA，用戶數約為 283

萬戶，僅為其總用數的 2.7%，LTE 網路建設也僅涵蓋 24%左右的人口。韓國三

家電信業者 SK Telecom、LGU+及 KT Corp，其 LTE 用戶數分別為 293 萬、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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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及 86 萬左右，約占該公司總用戶數的 10.8%、20.6%及 5%，雖然 LTE 的普及

並不高，但網路的涵蓋率已擴及全國，其建設速度相當快速。日本 LTE 用戶數

最多的電信公司是 NTT DoCoMo，約有 273 萬用戶，約占該公司總用戶之 4.5%，

目前的 LTE 網路涵蓋為 30%的人口涵蓋，預計在 2012 年底前可以達到 70%的人

口涵蓋。 

二、 新世代行動寬頻應用服務與設備發展趨勢 

(一) 新世代行動寬頻應用服務發展趨勢 

在行動、寬頻、雲端運算的基礎建設日益完備之際，行動智慧型終端裝置逐

漸普及，包括行動視訊、無線社群、網路電話等數位匯流應用與服務，已逐漸深

入人們日常生活中。近幾年來，行動通訊標準持續演進，行動通信應用服務不再

侷限於行動通訊目前有限的頻寬，可預期地，涵蓋語音、數據、圖片、音樂、視

訊等多面向之應用與服務將大行其道。本研究依據 Cisco 與 Telecom Asia 針對行

動資料流量之統計結果，分析目前行動通信應用與服務的現況，以及未來之發展

趨勢。 

1.Cisco 

依據 Cisco 公司針對 2011-2016 年全球行動資料流量之預測，全球行動數據

流量在 2011-2016 年間將增加 18 倍，在 2011 年增加了 2.3 倍，已連續四年增加

一倍以上，其增長曲線近似於 90 年代末網際網路的流量增長趨勢，並深入從行

動裝置、應用面向等方面分析未來的流量趨勢，如表 3-2-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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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行動通訊資料流量與 90 年代末網際網路流量成長趨勢比較 

全球網際網路流量成長趨勢(固網)  行動通訊數據流量成長趨勢 

1997 年 178% 2009 年 140% 

1998 年 124% 2010 年 159% 

1999 年 128% 2011 年 133% 

2000 年 198% 2012 年(預估) 110% 

2001 年 133% 2013 年(預估) 90% 

2002 年 103% 2014 年(預估) 78% 

資料來源：Cisco VNI Mobile, 2012 

(1) 多樣化的通訊裝置 

筆記型電腦與行動智慧型電話所產生的數據流量將持續增加，平板電腦與

M2M 裝置的流量也會有顯著的成長，如表 3-2-2。此外，到 2016 年止，全球將

有四分之一的行動用戶將擁有兩個以上的行動上網設備。 

 

資料來源：Cisco VNI Mobile, 2012 

圖 3-2-2  通訊裝置資料流量趨勢 

(2) 行動視訊應用 

在行動通信應用服務流量方面，視訊應用的成長最為顯著，2011-2016 年間的年

複合增長率最高為 90%，其原因為通訊技術持續進步，以及 4G 基礎建設逐漸完

善，造就行動通訊網路上視訊傳輸的服務內容。此外，以往較少在行動通信服務

出現的遊戲與 M2M 服務，其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圖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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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sco VNI Mobile, 2012 

圖 3-2-3  行動應用與服務資料流量趨勢 

(3) 行動物聯網 

行動物聯網(The Mobile Internet of Things)格外受到各界關注，由於行動通信

頻寬大幅提高，各類型物件、機器或感應器的資料傳輸也逐漸轉移到行動通信領

域，許多具備行動性的即時性 M2M 應用將更為普遍，促使 M2M 服務的高度成

長，例如即時性監控、醫療保健的遠端病人監控、企業或家庭的視訊安全系統等

等，預計 M2M 流量在 2011-2016 年間將成長 22 倍。預估 2016 年時，每個月的

M2M 數據流量將達到 508,022terabytes，將占所有行動數據流量的 5%，平均一

個M2M模組每個月將產生 266MB的數據流量，較之 2011年的 71MB大幅成長，

如圖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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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sco VNI Mobile, 2012 

圖 3-2-4  行動物聯網資料流量趨勢 

(4) 行動雲端服務 

行動裝置有限的記憶體容量與運算能力的限制，有可能會阻礙使用多元化的

媒體服務。然而，類似 Netflix, YouTube, Pandora, Spotify 等相關的雲端應用與服

務，將可克服行動用戶裝置在儲存容量與運算能力的限制，以每月數據使用量 8 

GB 的智慧型手機用戶而言，從雲端的串流視訊與音樂流量，將比自己儲存於終

端設備使用更多的內容。此外，有 Netflix、Pandora、Facebook 使用行為的行動

裝置，其資料流量將會是僅使用瀏覽網頁與電子郵件行動裝置的兩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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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sco VNI Mobile, 2012 

圖 3-2-5  行動雲端服務資料流量趨勢 

依據 Cisco VNI Mobile 研究報告之行動數據流量趨勢預測，行動物聯網與行

動雲端等服務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值得注意是行動視訊將佔掉絕大多數的行

動數據流量，意謂著在多數的行動應用與服務中，行動視訊將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行動數據、視訊與電視服務迅速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越來越多以新型

態廣告、媒體、內容合作關係的新商業模式出現，行動服務包括了 M2M、線上

遊戲與擴增實境，服務業者都需要在一個互惠互利的基礎下進行開發。行動業者、

內容業者、應用程式開發者，與其他透過行動網路尋求商機的相關業者，可以預

期將形成新的夥伴關係、生態系統與策略整合。 

2.Telecom Asia & Maravedis 

依據 2011 年 Telecom Asia 及 Maravedis LTE 網路規劃研究指出， LTE 尖峰

下載的速率介於 30Mbps 到 80Mbps 之間，延遲時間約為幾 10ms，可提供即時性

(real time)的應用服務良好的發展空間，例如高畫質視訊或遊戲。因此，近 65%

業者將以 LTE 作為行動寬頻的接取，其中 45%的業者也規劃提供行動雲端的服

務，另有 40%的業者打算提供具有多功能的終端設備，有 27.5%的業者計畫推出

結合網路、廣播電視、傳統電信與行動的四網融合(Quadruple play)服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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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所示。 

   

資料來源：Telecom Asia 及 Maravedis, 2011 

圖 3-2-6  全球電信營運商 LTE 網路規劃調查 

受益於第四代行動通信系統帶來高效率的頻寬容量及傳輸速率，營運商可以

在充分利用行動寬頻服務的機會，提供各種嶄新的應用服務滿足所有（電腦、智

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用戶的需求。參考 Gartner 於 2012 年行動通信應用服務的

分析報告預估，包括:機器對機器之間通訊的 M2M、行動應用軟體商店(Mobile 

Application Store)、行動電視 (Mobile TV)、消費者適地性服務 (Consumer 

Location-Based Services)、行動行銷 (Mobile Advertising)、行動支付 (Mobile 

Payment)與行動遊戲(Mobile Games)等行動加值應用服務，將是未來行動通信的

主流服務。 

3.小結 

許多的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已意識到了行動性變革的重要性，在部署次世代

行動網路時，更著重在服務的可移植性與互通性，強調讓這些設備可以更透明地

連結，如圖 3-2-7，提供高效能運算與網路，以及強化的即時性視頻與多媒體。

開放性的特質將逐漸擴大範圍，促成共享應用程式與服務，創造出高品質的行動

寬頻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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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sco Global Cloud Index 

圖 3-2-7  未來使用者、媒介、裝置、網路、應用、視訊之連結路徑 

(二) 新世代行動寬頻設備發展趨勢 

1.全球 LTE 用戶終端設備使用頻段現況 

根據 GSA 組織至 2012 年 7 月所完成的統計，全球已經有非常多供應商提供

包括模組、平板電腦、筆電、智慧手機等非常多元型態的終端設備，種類多達四

百多種設備，應該足以支援各種 4G 的前瞻應用。但是由圖 3-2-8 所顯示，於 2012

年其 FDD 用戶設備的研發及供應仍集中於 700MHz、800 MHz、1800 MHz、2600 

MHz，反而找不到適用於 900MHz 的終端設備。換言之我國擬發照之 700 MHz、

900MHz 及 1800 MHz 三個頻段中，短期(1~2 年內)僅有 700 MHz 及 1800 MHz

有較多 LTE 用戶設備可供消費者選用。900MHz 之設備預計將隨著全球頻譜的開

放而才會有更多的 LTE 設備推出，但短期內可能以 3G 的網路設備為主，而非直

接完全採用 LTE 技術。 

 



165 

 

LTE FDD 

700MHz 193 devices 

800MHz Band 20 90 devices 

1800MHz Band 30 98 devices 

2600MHz Band 7 120 devices 

800/1800/2600 MHz 75 devices 

AWS Band4 78 devices 

LTE TDD 

2300MHz Band 40 53 devices 

2600MHz Band 38 59 devices 

2600MHz Band 41 5 devices 

資料來源：Status of the LTE Ecosystem report, GSA 

圖 3-2-8  全球 LTE 用戶終端設備發展現況 

2.全球 LTE 終端設備產品類型 

根據 GSA 組織至 2012 年 7 月所完成的統計，自 2009 年第 4 季推出全球首

款 LTE 終端設備以來，2011 年底 LTE 終端設備即超過 300 款，2012 年 7 月初更

累計達到 417 款。其種類主要為路由器、智慧型手機、行動網卡、femtocell、平

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其類型分佈，以路由器的款式最多，計有 157 款；其次

為智慧型手機 83 款。此外，LTE 平板電腦亦推出了 31 款。有關全球 LTE 終端

設備類型分佈明細，如圖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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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SA, 2012/07; Qualcomm, 2012/04; TTC 整理 

圖 3-2-9  全球 LTE 終端設備類型分佈 

3.全球行動通信終端設備出貨量之未來發展趨勢 

依據 ITU 報告指出，預估 2020 年全球行動通信終端設備出貨量將由 2010

年 53.28 億台攀升達 96.84 億台，為 2010 年出貨量約 1.8 倍。其主要假設為 2020

年全球行動通信終端設備人口普及率（未含 M2M）為 119%及 M2M 終端設備人

口普及率為 6.7%。 

依產品別觀察，ITU 預估 2020 年全球低階手機出貨量比重將由 2010 年 77%

大幅萎縮為 17%，並將由中階及高階智慧型手機取而代之。2010 年全球高階及

中階智慧型手機出貨量比重各為 12%及 7%，預估 2020 年其出貨量比重將分別

攀升為 40%及 20%。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聯網設備（connected devices）及 M2M

出貨量將大幅成長，其出貨量比重將由 2010 年分別為 0%及 1%，攀升各為 9%

及 7%。有關 2010 與 2020 年全球行動通信終端設備出貨量消長預測，如圖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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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  2010 與 2020 年全球行動通信終端設備出貨量消長預測 

資料來源：ITU, 2012/01; TTC 整理 

4.小結 

次世代行動終端裝置發展隨著頻寬增大、應用廣泛，其裝置類型也相對多元

化，依照應用類型而使用不同類型之終端裝置。從頻段觀點，目前使用 700MHz

的行動終端裝置最多，其次多沿用現有第三代行動通訊頻段。在行動設備種類方

2020, 低階手

機, 17.2%, 

17% 

2020, 中階智

慧型手機, 

40.0%, 40% 

2020, 高階智

慧型手機, 

20.5%, 20% 

2020, 行

動網卡, 

6.7%, 

7% 

2020, M2M, 

6.7%, 7% 
2020, 聯網設

備, 8.8%,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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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有路由器、智慧型手機、行動網卡、femtocell、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

等，其中以路由器的款式最多，其次為智慧型手機，值得注意的是聯網設備之需

求將隨著物聯網逐漸普及，而大幅增加。 

(三) 行動雲端服務發展現況與營運模式分析 

所謂的行動雲端，係指透過行動網路將終端裝置連結至雲端設備，進行資料

儲存、虛擬化商業平台的發展及軟體的服務應用。用戶只需綁定帳號，在不同的

行動終端藉由雲端，進行軟體、資料同步化的動作，降低資料遺失的風險，提升

資料、軟體存取的便利性。依據 Juniper Research 報告指出，2009 - 2014 年行動

雲端服務市場成長幅度，預計高達約 90%。另外，依據 ABI 報告指出，2015 年

行動雲端服務企業用戶數預計超過 2.4 億戶。目前台灣主要電信業者在行動雲端

的布局，主要針對個人與企業用戶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商業模式。例如，在

個人方面以行動雲端儲存及連結社交功能的雲端影音分享為主。在企業方面則以

行動雲端辦公室、行動雲端網站及交通、醫療等各種行動雲端的服務應用為發展

方向。以下介紹預期將與智慧行動裝置高速通訊能力結合之重要雲端服務。 

1.行動雲端音樂服務 

雲端音樂服務係為將音樂儲存在雲端空間上，使用者僅需在終端裝置安裝播

放軟體，即可將自身的終端裝置轉變為雲端音樂撥放器，若安裝於手機，手機則

轉變為雲端隨身聽。目前主要的雲端音樂服務首推 Amazon、Google 與 Apple 三

家公司，其服務說明如下： 

(1) Amazon 

於 2011 年 3 月推出 Amazon Cloud Drive 的雲端儲存空間，提供 5GB 免費儲

存空間，讓每位用戶自由上傳自己的音樂。同時，用戶也可以在 Amazon 上購買

MP3，只要購買一張 MP3 專輯，立刻就能免費升級為 20GB；而且所有在 Amazon

上購買的 MP3，Amazon 都提供免費儲存，不受 20GB 的空間限制。只要在終端

裝置安裝雲端音樂播放軟體 Amazon Cloud Player，即可將手持式智慧型裝置化

https://www.amazon.com/clouddrive/learnmore
http://www.amazon.com/b?ie=UTF8&node=26584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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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雲端音樂隨身聽。 

 

資料來源：Amazon 

圖 3-2-11  Amazon Cloud Player 

(2) Google 

於 2011 年 11 月推出 Google Music，使用者在線上申請 Google Music 後，該

服務會提供免費的線上儲存空間，讓使用者上傳 20,000 首歌曲。使用者也可以

透過 Android 應用程式購買音樂，所購買的音樂會自動存放到個人空間裡，只

要在終端裝置安裝 Music Manager(上傳、轉檔、管理、應用)，即可使用雲端音

樂服務。此外，Google 亦加入社群功能，與 Google 結合，使用戶可收聽其朋友

在 Android 商店購買的整張專輯。 

 

資料來源：Google 

圖 3-2-12  Google Music 

(3) Apple 

Apple 用戶僅須在 iTunes 中的 iTunes Match 功能開啟，即可以同步音樂到

雲端儲存空間上，再利用串流的方式同步到至 Apple 的終端裝置。iTunes 內的音

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 iTunes 購買的歌曲，iTunes Match 會自動同步到雲端，

另一種為用戶自行匯入歌曲到 iCloud 儲存空間，最多可以上傳 20,000 首歌曲，

http://www.amazon.com/b?ie=UTF8&node=26584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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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iTunes Store 中購買的音樂，並沒有此空間限制。 

 

資料來源：iTunes Match, APPLE 

圖 3-2-13   iTunes Match 

Amazon、Google 與 Apple 相繼推出雲端音樂服務，其服務都是由用戶經由

購買或是上傳已擁有的音樂至雲端儲存空間，再由用戶端透過終端裝置下載音樂，

近似雲端音樂隨身聽的概念，詳細的服務模式如表 3-2-4 說明。在三項服務中，

Google 特別提供音樂創作者自由上架的空間，透過 Artist Hub，創作者可自行決

定作品的價格後上架販售，創作者須繳交 25 美元的上架費用，作品售出後，可

獲取銷售金額的 70%。 

表 3-2-4  雲端音樂服務比較 

服務 Amazon Cloud Player Google Music iTunes Match 

歌曲數量 視雲端儲存空間而定 20,000 首 
20,000 首(iTunes Store

中購買的音樂不算) 

訂價策略 

5GB(免費) 

Amazon MP3 store 購

買一張唱片，免費升級

至 20GB 

20GB(20 美元/年) 

免費 

使用者亦可購買付費架

上的音樂，由創作者自

行訂價 

20,000 首 

(24.99 美元/年) 

支援格式 MP3、AAC 
AAC、MP3、WMA、

Flac 和 Ogg 

AAC、MP3、WAV、AIFF

與 Apple Lossless、 

DRM 不支援 不支援 

具 DRM 的歌曲不會上

傳，除非為 iTunes Store 

DRM，並經授權播放 

裝置數量 無限(透過網路撥放器) 無限(透過網路撥放器) 10 台 

http://www.amazon.com/b?ie=UTF8&node=265840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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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清單 可同步 可同步 可同步 

支援 OS 
瀏覽器、第三方 APP、

iOS 
瀏覽器、第三方 APP iTunes for iOS 

桌面軟體 瀏覽器 瀏覽器、Google Music iTunes 

自由創作

與上架 
否 可 否 

從上述的商業模式分析中可以看出 Amazon 、Google 與 Apple 提供的雲端

音樂服務相仿，但 Google 特別提供一個音樂創作人可以發揮的空間，企圖使音

樂內容更加多元化，以增加行動音樂雲端的價值。我們觀察其訂價策略，Amazon、

Google 均有提供免費的雲端儲存空間，其中 Google 更是免費，Apple 在自家

iTunes 所購買的音樂，也沒有儲存容量的限制，其目的都是要利用雲端服務的優

勢推行雲端音樂發展， 

2.雲端電子書服務 

近幾年，電子書的熱潮持續擴展，電子書的發展也從強調電子閱讀的硬體設

備逐漸演變成提供電子書的軟體服務，目前電子書整體的產業價值鏈，如圖

3-2-14。主要可區分為數位出版、數位出版流通、終端閱讀裝置三個部分。數位

出版即為內容的加值與整合，包括數位內容的供應，以及電子書的製作，如格式

(EPUB、PDF 等)；數位出版流通包含軟體與網路服務，網路區分傳遞與內容交

易平台，傳遞平台一般為提供網路傳輸的電信業者，而內容交易則為網路服務業

者，軟體部分則為電子書瀏覽軟體；最後為電子書閱讀終端，包括時下流行的平

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以及傳統的電子紙與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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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 2011 

圖 3-2-14  電子書產業價值鏈 

在整個電子書產業價值鏈中，目前數位出版流通與閱讀終端在整個電子書產

業扮演重要一環，國際間主要的電子書服務業者 Amazon、Apple、Google，分別

從內容平台、終端裝置延伸不同的營運模式以切入電子書市場。Amazon、Apple

採取綑綁式的銷售策略，Google 強調開放性的行銷策略，如下說明。 

(1) 綑綁式 

以 Amazon 的 Kindle、Kindle Fire，以及 Apple 的 iBooks 為主，電子書內容

的提供與閱讀都須綑綁在特定裝置或軟體上，甚至是特定的電信業者。以 Kindle

為例，Kindle 特別強調在以電子書功能為主的平板裝置，而 iBooks 則是基於 iOS

系統下的軟體服務，可同時在 iPhone/iPod touch/iPad 上使用。兩者雖然同屬綑綁

式的銷售機制，但其商業模式仍有些許不同，如圖 3-2-15 說明。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hone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od_touch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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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 2011 

圖 3-2-15  Kindle Fire & iBooks 商業模式 

(2) 開放式 

以 Google 的 Google ebookstore 為主，只要用戶下載了免費的 Google eBooks

服務安裝在不同的終端裝置/作業系統，即可購買在 Google ebookstore 架上的任

何圖書，例如：在Android或是 iPhone/iPad安裝Google eBooks的App，如圖 3-2-14。

Google ebookstore 特別強調跨平台/裝置的特性，有別於捆綁式的電子書服務，

當然兩者皆具備雲端運算服務的概念，用戶在購買/下載電子書後，可將電子檔

存放於個人終端裝置中，或是服務業者的網路空間，隨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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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2012 年 9 月 

圖 3-2-16  Google ebookstore 架構 

三家主要電子書營運商詳細的商業服務模式方面，Amazon 以終端結合內容

的服務模式，提供豐富的圖書內容，促進 Kindle 終端銷售，進而帶動電子書銷

售。Apple 透過功能強大的終端終置(iPad/iPhone)，配合開放式的內容平台，推

動數位內容/應用/服務。Google 強調跨平台性，透過 Google 帳號與 app 軟體在

Android、iPad/iPhone iPhone、電腦瀏覽器、特定電子書閱讀器等裝置上瀏覽電

子書(如表 3-2-5 說明)。 

在雲端電子書服務的營收來源，主要來自以下面向： 

 數位內容產品：包括電子書、電子雜誌、電子報等； 

 數位出版服務：數位出版的平台與解決方案； 

 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如平台管理、資訊服務； 

 閱讀終端銷售：電子書流覽器、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 

 廣告收入：為網際網路與傳播媒體主要的盈利方式，更是數位內容出

版的重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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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國際電子書服務業者比較分析 

 Amazon Apple Google 

服務 Kindle、Kindle Fire iBooks ebookstore 

行銷策略 
資源整合平台+Kindle

終端 
開放式平台+iPad 終端 數位圖書館 

閱讀設備 Kindle iPad 
可支援跨平台的終端

裝置 

收入方式 

終端銷售、數位化出版

/報刊、電子書、廣告 

iPad 與其他終端/配件

銷售、電子書、用戶端

軟體、音樂、視訊、遊

戲等。 

平台管理、電子書銷

售、廣告 

9.99 美元/本 9.99 ~12.99 美元/本 
書商自主定價，9.99 美

元/本起 

Amazon、Apple 與 Google 依三種主要類型的數位出版品，有不同的訂價策

略，說明如下： 

 電子書：其訂價策略通常為實體書籍的六折，一般為 9.99 美金，透過

網路行銷，如網路書城。 

 數位雜誌：以每期收費的會員制為主，一樣透過網路行銷。 

 應用程式：透過專用的應用程式下載電子書籍，以月租費訂價居多，

一般經由軟體下載排行榜行銷。 

電子書的商業模式十分多元，在整個產業價值鏈的任何一環，均可以以本身

核心競爭能力為基礎，發展有利的商業模式，例如 Amazon 利用在電子書內容的

核心競能，結合 Kindle 的終端設備，開發電子書平台，進入電子書市場。Apple

則是利用在手機、平板電腦的市佔優勢，以及其軟體平台上的研發能力，與電子

書內容業者合作，搶占電子書市場。Google 則延展 Android 跨平台的優勢，讓各

種採用 Android 的終端設備，均成能電子書的閱讀器，並吸引電子書內容業者加

入其陣營，形成完整之價值鏈。在競爭激烈的環境之下，三家業者不斷地發展不

同的電子書加值服務，例如：Amazon 於今年發表的 Whispercast，可協助學校、

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集中管理 Kindle 的內容和應用程式，將經營觸角延伸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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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Apple的 iBook Author 強調為作者謀求最大收益，由作者直接賣書給讀者，

Apple 收取 30% 的平台營運成本，70%賣書的營收則歸作者擁有。Google 則以

包含電子書在內的多媒體數位內容搭配雲端儲存空間，擴展其用戶群。 

此外，負責內容傳輸的網路業者，可以利用其廣大的用戶群，經營專屬的內

容平台銷售數位內容，例如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等電信業者，紛紛

擴展傳輸平台的競能，推出電子書城。因此未來電子書服務與硬體銷售或與行動

業務混搭之商業模式發展，可預期的將會愈來愈多元化。 

3.雲端線上遊戲 

高頻寬與低延遲(latency)的網路品質為線上遊戲最為重要的一環。由於 LTE

技術之頻寬與延遲之服務品質更優於 3G 技術，使得雲端運算與 4G 等高速行動

通訊技術結合後，可以行動用戶提供更高品質的雲端線上遊戲，包括：最佳化及

快速地提供服務、使用任何終端設備隨處使用網路/服務、按次計費、轉換成本

低等。本研究從行動遊戲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進而探討未來雲端線上遊戲的發

展。 

(1) 嵌入型遊戲 

當行動電話仍只是通話功能的功能手機(feature phone)時，手機遊戲是於生

產製造時即內建於手機中，因此除遊戲內容較為簡單缺乏豐富性外，使用者也無

法自行選擇想要的遊戲。此時，有些電信業者於提供入口網站，供使用者下載遊

戲，由於受限於手機的圖形與資料的處理能力較弱，能支援的遊戲其複雜程度不

高。 

(2) APP 商店下載 

當智慧型手機逐漸普及之際，使用者使用 3G/3.5G 的行動網路，而且有許多

電信業者也紛紛推出吃到飽(flat rate)的資費方案，使得行動遊戲有了更進一步的

發展空間。使用者可到 APP 商店選擇下載自己喜歡的遊戲，安裝於智慧型手機

或其終端設備，而 APP 商店通常是手機業者或和程式設計業者所開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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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的板塊也由電信業者逐漸向手耭業者或應用服務的開發商傾斜。但由於

吃到飽的資費方案、P2P 軟體的普遍應用以及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使得行動網路

頻寬常顯不足，因此，行動線上遊戲仍不流行。  

(3) 線上遊戲 

4G 行動網路高頻寬低延遲的特性，是推展行動線上遊戲的重要原動力，除

了在終端安裝遊戲軟體外，在遊戲過程中，仍須不斷地與伺服器進行互動，因此

為維持遊戲順利地進行，高頻寬低延遲行動網路是相當重要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17  行動遊戲趨勢 

從前述的行動遊戲趨勢演進，可以發現典型的行動遊戲必須要符合以下的技

術或規範：終端設備的種類、終端設備的作業系統、終端設備上的應用須能與遊

戲連結、網路所使用的通訊技術、支援系統的執行(如入口網站、應用商店、應

用平台與商業模式或計費等)。 

此外，常見的行動遊戲生態體系，如圖 3-2-18 說明。一般可分成三個階層： 

 創作/生產/發行：主要進行遊戲的創作、開發、行銷與智財權管理等。 

 傳送/傳佈/接取：提供行動通訊網路的接取與付費，以及聚合平台與應

用商店等。 

 使用/消費/互動：指手機端的作業系統、軟體平台及軟體遊戲等。 

 

功能手機 

3G/3.5G 

智慧型手機 

4G 

智慧型手機 

內建遊戲 

頻

寬 

需

求 
遊戲商店 

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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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遊戲商業模式通常可以分成以下模式： 

 零售(Retailing)：即 pay-as-you-go 觀念，使用多少即付多少。 

 溢價零售(Premium retailing)：使用者支付軟體的費用即可使用。 

 無溢價零售(Freemium retailing)：基本的遊戲免費，但有某些功能無法

使用，須額外付費才能使用該功能。 

 會員制(Subscription)：使用者須加入會員才能進行遊戲。 

除上述較為常見的商業模式外，也有些業者為某一廣告內容進行客製化，並

以有趣的遊戲方式呈現，讓消費者在遊戲的過程的接受到產品廣告的訊息，即廣

告遊戲(Advergaming)；也有些業者在遊戲過程中，以文字或圖片等方式插播廣

告內容，即是廣告與遊戲的結合(Combination of advertising and gaming)。 

 

 資料來源：Feijoo, 2009 

圖 3-2-18  行動遊戲生態體系結構與主要活動 

(4) 行動雲端遊戲 

2009 年 OnLive 公司在遊戲開發人員論壇(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發表

雲端遊戲服務，如圖 3-2-19 說明。其基本原理在於透過遊戲服務業者建置強大

的虛擬化伺服器，搭配高階的處理器與顯像卡處理遊戲畫面，以及進行大量的運

算工作，並將遊戲畫面以視頻的方式透過網路傳送到用戶端，以用戶端的終端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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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接收或傳送控制信號，達到控制遊戲的作用。OnLive 期望透過雲端運算的結

合，用戶不再需要購買實體的遊戲或是至網路商店下載遊戲，可以直接從事行動

雲端遊戲。另一方面，OnLive 強調用戶端的遊戲終端並不需具備強大的運算能

力，降低用戶玩高解析度遊戲的門檻。 

 

資料來源：OnLive 

圖 3-2-19  OnLive Game Service 

OnLive 的主要產品包括雲端遊戲服務與遊樂器設備(MicroConsole 主機、手

把)，以及安裝在行動裝置的 app 應用程式。遊戲平台為 OnLive 提供遊戲給用戶

的標準服務模式，收取使用遊戲平台的會員會費(月費)，或是依用戶需求之遊戲

收取單次購買費用(依天數長短，如 5.99 美元/天、8.99 美元/5 天 )，OnLive 事先

與遊戲廠商協調好的拆帳比例，將用戶繳交的費用拆分給遊戲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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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OnLive 服務分析 

 說明 

行銷產品 

雲端遊戲服務 

家用遊樂器(OnLive Game System) 

行動裝置 app(Apple Store、Android Market) 

合作夥伴 

遊戲廠商 

雲端伺服器廠商 

終端裝置供應商 

主要技術 跨平台的雲端技術(串流技術、互通技術等) 

收入方式 

成本 

研發費用 

資料中心 

伺服器與遊戲主機 

高頻寬專線費用 

收入 
家用遊樂器設備 

會員會費+單次性購買費用 

其它類似的雲端遊戲服務業者尚有 Gaikai 等公司，Gaikai 不是透過應用程式

連結到雲端平台，而是以支援 Java 與 Adobe Flash 技術的瀏覽器連結 Gaikai 遊戲

平台，與 OnLive 相同的是採用由串流視訊的方式。Gaikai 提供時限性的免費遊

戲，旨在提供試玩。投入 Gaikai 遊戲平台的遊戲廠商依據玩家點擊次數支付

Gaikai 廣告費用，與 OnLive 的拆帳方式不同。此外，廣告收入也是 Gaikai 重要

的一環，由於瀏覽器的套件技術，容易提供廣告網頁內容，只要加入 Gaikai 平

台聯盟的網路商家，在使用者使用 Gaikai 平台服務時，點選廣告套件，Gaikai

便會分配一定比例的廣告費用給網路商家。 

現階段雲端遊戲產業尚未成熟，各雲端遊戲服務業者各自發展不同的商業模

式，如何整合整個雲端遊戲產業價值鏈，包括伺服器業者、終端裝置業者、電信

業者、數位電視業者、遊戲廠商，以形成完善的娛樂消費價值鏈，仍有待觀察。

目前主要的雲端遊戲廠商也正努力思索何種商業模式能夠降低基礎建設成本、快

速獲得雲端遊戲客戶群，以擴展雲端遊戲的附加價值。 

4.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 LBS) 

地域定位技術為一種目前已經普遍應用於確認終端設備所在地理位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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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早期 LBS 主要應用於特定的緊急救援或外勤人員的管控，在行動通訊裝置

搭載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下，以地域定位為基礎的應用

服務範圍正快速的擴展，尤以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 LBS)受到普遍

關注。適地性服務結合定位技術與 Web 應用服務，以無線通訊定位技術優勢，

結合車載裝置、行動上網裝置(Mobile Internet Device, MID)等終端設備，透過平

台機制整合豐富之即時內容，可依據使用者行動間移動或定點所在位置，傳遞符

合個人需求之資訊及導航服務。此外，更能夠有效鏈結異業合作網路，促成創新

應用與服務商業模式的發展。 

適地性服務價值鏈主要可區分三個區塊，如圖 3-2-20 所示，首先是定位技

術研發(包括軟、硬體)與搭配的通訊技術，其次為圖資、導航軟體、手機廠商，

最後為應用服務與網路業者與用戶。在適地性服務發展初期，手機廠商扮演著適

地性服務的推手，行動電信業者利用其廣大的用戶基礎，發展各式加值的行動應

用服務，但在 GPS 成為手機基本功能後，後端的應用服務業者透過位置與圖資

供應商(如 Google、Skyook 等公司)開始發展多元化的適地性服務。 

 

資料來源：Compalcomm Internal Research,2007 

圖 3-2-20  適地性服務價值鏈 

現行主要的適地性服務可區分為四大項，如圖 3-2-21。分別是地圖與導航、

追蹤、資訊服務與多元化的應用，前三項為傳統以地域定位為目的之服務。近年

來，適地性服務已逐漸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其主要因素為多元化的應用，例如

社群軟體的打卡功能、結合地域性的廣告行銷等等，相關以適地性服務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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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仍持續發展當中。 

 

資料來源：Telecom Circle, 2009 

圖 3-2-21  適地性服務分類 

適地性服務與行動通訊系統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許多應用與服務都是以行動

通訊系統為基礎，國際標準組織 3GPP 為提高定位的精準度，遂於第四代行動通

訊系統規範 (TS 36.355 Release 10) 中，定義輔助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Assisted-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GNSS)、強化型細胞識別碼

(Enhanced-Cell ID, E-CID)及信號抵達時間差異(Observed 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OTDOA）三種強化定位精準的的方法。其中，A-GNSS 為 LTE 定位的主

流技術，當環境條件不適用 GPS 定位技術時，其他的定位技術即可輔助使用。

分述如次： 

 輔助全球導航衛星系統(A-GNSS)：使用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即 GPS 衛

星系統)，使用者設備需由 4 顆衛星定位，並將接收資訊透過網路計算

取得使用者設備所在位置。其計算方法有二：一種是運用使用者設備

協助(UE-assisted)定位，即使用者設備所在位置是由網路伺服器計算。

另一種是以用戶設備為基礎(UE-based)定位，即使用者設備所在位置

是由使用者設備自己計算。 

 信號抵達時間差異(OTDOA)：OTDOA 定位方法是利用多個 eNB 的下

行定位參考接收信號到達時間的時間差，並藉由不同時間差的訊號建

立幾個雙曲線的交點，確定 UE 用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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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型細胞識別碼(E-CID)：E-CID 的定位方法，除了運用目前服務基

站所知特定細胞(cell ID)的地理位置，並從信號傳送與接收的時間差所

計算出的傳播延遲，和到達角度(AOA)來估計 UE 的位置。 

在完成 LTE 網路基礎建設後，定位精準度將大幅提高，可以預期，以地圖

資訊為基礎的適地性服務、娛樂、隨時寬頻上網情境都逐步發展。 

5.其它應用於行動寬頻服務之技術(擴增實境為例) 

1997 年，北卡大學 Ronald Azuma 提出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包括

三個方面的內容： 

 將虛擬物與現實結合 (Combines real and virtual) 

 即時互動 (Interactive in real time) 

 三維定位 (Registered in 3-D) 

1994 年，Paul Milgram 和 Fumio Kishino 提出的現實-虛擬連續體(Milgram's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他們將真實環境和虛擬環境分別作為連續體的兩

端，中間的部分稱為「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靠近真實環境的是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靠近虛擬環境的則是擴增虛境(Augmented Virtuality)。 

Mixed Reality

Real 

Environment

Augmented

Reality

Augmented

Virtuality

Virtual

Environment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22  擴增實境示意 

擴增實境是一種結合虛擬化技術與現實社會環境的方式。透過擴增實境，人

們能觀察到許多現實生活中無法獲知的資訊，意即將現實生活中的環境連結許多

人們無法事先得知或是觀察到的事物或生活資訊，藉以強化人們的感受度、資訊

接收度以及互動性。例如協助辨識影像中之建築物並標示其名稱等。這種技術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A1%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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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持裝置運算能力及聯網頻寬的提升，預期擴增實境的用途將會越來越廣，

包括 Qualcomm 與 Google 等公司都非常看好此類應用與服務。Qualcomm 已於其

智慧手機應用研發中大量投入擴增實境功能與應用之開發，並主辦各式各樣競賽

引領創新。而 Google 則已發表其擴增實境眼鏡技術，並列為其公司未來科技願

景之重要項目。 

由於擴增實境服務的部分運算或資料查詢通常仰賴大量雲端資料庫或物件

辨識運算功能，需要與網路應用伺服器間有低延遲高頻寬之連線，預期其應用之

普及將十分仰賴如 4G 等無線寬頻網路之廣泛佈建與高品質傳輸之提供。 

三、 雲端運算發展之安全議題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的發展逐漸加溫，雲端運算的安全防護也日趨重

要，依據 Springboard Research 報告38指出企業導入雲端運算環境時，最大的顧慮

即是安全性(27%)，其次是資料隱私(16%)，兩者即占了 43%，如圖 3-2-23 所示，

足見雲端運算的安全性在雲端服務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Springboard Research 

圖 3-2-23  導入雲端運算疑慮因素 

本質上，雲端運算技術對傳統的資訊科技服務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由於

雲端運算虛擬化、無邊界與動態的特性，將衍生許多新的安全性議題，例如：高

                                                 

38 Springboard Research, Cloud Computer and Enterprise IT -Driving towards Hybrid 

Clouds,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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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集中的 IT 資源、用戶資料、用戶服務與應用，導致資料隱私與安全風險高

出傳統的 IT 應用許多。 

雲端運算承襲了現有的資訊與網路技術架構，以更具便利、彈性的方式提供

與運用電腦運算資源，因此有許多安全性議題並不是雲端環境所特有的，不論是

駭客攻擊、惡意程式攻擊、拒絕服務攻擊、網路釣魚或是機密資訊外洩等，都會

續存在雲端運算環境中，用戶對雲端運算安全性的疑慮，自然也會混雜了傳統的

網路安全問題與雲端運算的新興問題。例如：2009 年亞馬遜(Amazon)EC2 雲端

服務遭受 Zeus 惡意程式入侵，形成惡意控制主機的事件39，此次事件說明了雲

端運算安全性與傳統資訊安全在許多方面上的本質是相同的，甚至雲端運算的安

全威脅更甚於傳統資訊安全。 

依據雲端安全聯盟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發布的研究報告40指出，目

前雲端運算正面臨 7 項安全威脅，如下說明： 

(一) 濫用與非法使用 

雲端運算具備經濟、彈性/擴充性、按使用付費等特性，提供彈性的運算、

網路與儲存資源，但可能會受到有心人士的非法使用，例如：透過破解密碼、阻

斷服務攻擊、惡意程式主機、殭屍網路(Bonet)控制雲端運算的系統，掌握運算、

網路與儲存資源，更進一步從事非法活動。 

(二) 不安全的介面與 APIs 

使用者透過軟體介面與雲端運算服務進行互動，如果驗證不夠嚴謹或是存在

安全漏洞，將直接影響到雲端運算服務本身的安全性。例如：應用程式間的安全

憑證、使用者介面的驗證與授權是否安全，APIs 的相依性與安全性，都值得注

意的地方。此外，在雲端的環境下，必須考量第三方加值服務的介面與 APIs 是

否存在安全漏洞。確保應用程式不會被駭客攻擊而造成資料被破壞或外洩，尤其

                                                 

39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09/12/09/amazon_ec2_bot_control_channel/  

40 CSA, Top Threats to Cloud Computing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09/12/09/amazon_ec2_bot_control_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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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租戶(Mult- Tenant)的應用程式，更要確保資料存取不會被未授權的使用者存

取。 

(三) 惡意的內部人員 

在雲端上可能存在大量的商業資料和重要的商務應用服務，一旦雲端服務供

應商的內部員工有惡意存取或破壞的行為，就會造成組織重大的損失。例如：雲

端供應商可能提供服務給彼此競爭的用戶使用，基於商業競爭因素，內部人員可

能受到誘惑而進行竊取商業機密或是破壞行為，造成客戶的重大損失。 

(四) 共享環境所造成的議題 

雲端服務業者基於共同的軟硬體資源，透過虛擬技術提供雲端服務給不同的

用戶，一旦某項資源受到攻擊，例如：主機遭受攻擊，便可能殃及其他共用的用

戶。因此，多租戶與共享資源也帶來相對的風險，必須具備安全的資料隔離機制，

包括獨立儲存、記憶體、路由機制等共用資源。 

(五) 資料遺失或外洩 

多數的傳統資安攻擊就是要竊取機密資料，雲端服務的資料儲存由本機端轉

移至雲端伺服器後，相對傳統資料移動的防護邊界也將隨之消失，大大提高了資

料外洩的風險，因此雲端資料的存放必須具備良好的管控或備份機制，包括足夠

的 AAA（驗證、授權、稽核）、適當完善的加密技術、災害復原，以及未使用服

務後，如何安全地刪除資料等機制。 

(六) 帳號或服務被挾持 

在傳統 IT 架構下，用戶擁有硬體的控制權，用戶比較容易在發生帳號或服

務被竊佔時，採行補救措施，然而雲端運算用戶並不若傳統 IT 架構擁有硬體的

控制權，不易採取補救措施。尤其是部份公開於網際網路上的雲端運算服務，將

會大幅增加帳號或服務被竊取的風險。 

(七) 未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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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用戶而言，雲端運算業者可提供彈性、經濟、便利性的服務，但用戶端卻

無從充分了解系統與管理資訊，自然無法採取適當的監控措施，尤其是在管理機

制安全性不足的時候。此外，國際間對於資料隱私的要求不盡相同，資料可能因

此而不當披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24  雲端運算新興安全威脅 

雲端運算發展所衍生的新興安全威脅更甚於傳統資訊安全的原因分述如下

(如圖 3-3-2 所示)： 

(一) 虛擬平台弱點 

雲端運算資源具有集中性，駭客可利用虛擬平台的弱點，輕易地取得大量計

算資源或作跨虛擬主機攻擊(Inter-VM)，例如：利用雲端運算資源濫發垃圾郵件、

作為殭屍網路控制主機等惡意行為。 

(二) 共享資源風險 

雲端運算資源具有共享性，當雲端服務業者某一服務或客戶受到惡意入侵，

而導致安全事件時，有可能連帶影響到同一雲端服務業者的其他服務或客戶。 

(三) 雲端服務業者的信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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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雲端服務業者的客戶存在商業競爭關係時，將增加雲端服務業者內部員工

竊取資料的動機。相關的問題尚包括，雲端服務業者對於客戶智慧財產權與個人

資料的保護程度，業者與客戶間的合約內容為審視的要點。 

(四) 稽核 

稽核為傳統資訊安全中的必要程序，多數的安全議題都與稽核有關。在雲端

運算環境中，稽核並不僅於單項的內部程序，而是雙向甚至是多向，因為雲端運

算涉及雲端服務業者與使用者，甚至是服務業者的外部供應商，其複雜度遠比傳

統資訊安全高出許多。 

(五) 系統/資料的移轉與備份管理 

雲端服務業者如何在突發事件中提供持續服務的能力，避免造成業務中斷，

導致客戶產生重大的損失，相關的機制包括完整的資料備份計畫與復原機制。此

外，業者也必須考量因為經營不善或用戶不再使用其服務等原因的系統或資料移

轉與備份，特別是備份資料需要完整的刪除，這也是對用戶資料隱私保護的挑

戰。 

雲端運算可能衍生的安全威脅可能來自實體安全、網路安全、系統安全、應

用程式安全等面向，同時也必須關注雲端環境下之資料安全、虛擬環境安全、資

安監控與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法落實等各種安全議題，在考量各面向之安全議

題後，才能排除用戶使用上的安全疑慮，也才能順利推動雲端服務的發展。 

四、 小結 

在未來行動通信服務的藍圖中，視訊、社群網路應用、行動雲端服務及各種

App 均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雲端服務也存在安全議題，但是在搭配行動終端

應用時，一般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只會更加依賴。其中，視訊服務將應用於各類

型服務中，而行動雲端服務也將衍生出更多元化的服務以及更豐富化的內容。各

種透過行動智慧型裝置的雲端運用，將會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包括：透過行動

智慧型裝置查詢家裡的電力瓦斯電表、確認家中的洗衣機是否關好等行動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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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並結合網際網路以及雲端運算的應用，包括雲端音樂、電子書、遊戲等等，

將會逐漸改變目前所有使用者的生活與使用習性及溝通方式，也將引發資通訊產

業生態的改變並帶來產業鏈價值的重新分配。特別是雲端應用的蓬勃發展很可能

導致行動寬頻網路的交通量以數十倍或數百倍的幅度增加，導致行動電信業者網

路建設成本遽增而無利潤可言。許多國際知名電信業者已經開始要求重新檢視行

動市場的收費機制與網路中立性之意涵，甚至介入網路應用市集平台，以便創造

對其有利之營運模式，但電信業者是否能主導這些新興應用與服務存在下的網路

營運模式仍有相當疑問，仍需在市場上與其他來自雲端產業或手機產業共存演進

一段時間情況方能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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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行動虛擬業者（MVNO）之可行性分析 

一、 MVNO 現況分析 

(一) 我國相關法規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MVNO)乃指經營者經

營行動轉售服務或行動轉售及加值服務。我國則由九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交通部電

信總局通過「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於 2003 年 9 月

開始開放受理申請 MVNO 業務。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規定，MVNO 業者

應提供與合作之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MNO）業者至少同等

級之語音、漫遊、號碼可攜以及平等接取服務。MVNO 業者並應藉由協商方式，

向合作之 MNO 業者取得號碼資源，同時也實施號碼可攜服務與通信保障及監察

作業。此外，MVNO 與 MNO 業者之間的相關合作事項，主要透過業者之間的

商業機制協商，主管機關並不介入。MVNO 業者必須以商業協商機制向 MNO

業者取得號碼資源，原則上是由被承租之 MNO 業者代 MVNO 業者處理號碼可

攜服務及漫遊等問題。其他 MVNO 規定亦於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及電信號碼

管理辦法中規範。 

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中有關 MVNO 之相關法規如下： 

 第四條、申請經營虛擬行動網路服務者，應檢具與行動網路業務經營

者合作協議之相關文件，協議文件內並應具體載明雙方配合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相關規定及確保提供第十六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服務之合作內

容。 

 第十五條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於實施前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

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七、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經受廢止許可、暫停或終止其營業、或



191 

變更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時，對既有用戶號碼之處理方式及其

權益之保護措施。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服務條件。 

經營者與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應包含前項各款事項，且不得違反電

信法令。如有違反，致損害消費者權益，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正。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經營者與其用戶

訂立之服務契約，應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十六條之一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

式提供服務者，其銷售門號之包裝上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二、用戶申訴電話。 

三、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急

電話服務。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提供與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至

少同等級之語音通信服務、漫遊服務、號碼可攜服務、平等接取服務。 

  經營者應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依據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實

施號碼可攜服務之日起，採適當方式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經營者依據第三項及第四項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準用號碼可攜

服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為提供第三項所定服務，得將必要之用

戶資料提供予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所

定應受通報之電信事業及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 

  前項規定，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

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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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發展狀況 

MVNO 為網路共享之網路開放接取形式(open access model), MVNO 業者透

過向行動網路業者(MNO)批購語音分鐘數，再轉售予客戶，產業界稱為批售行動

接取(wholesale mobile access)。 大多數 MVNO 有其自己的核心網路(包括 billing 

及 identification system)，只需要 MNO 的無線接取網路；但也有 MVNO 是單純

的服務業者，沒有自己的核心網路，只是批購再轉售而已。 

電信先進國家電信主管機關大都認為網路開放接取可促進無限基礎設施的

佈建及增進市場競爭的措施之一，歐盟明定會員國應遵循之頻譜監管指導原則，

即包括頻譜執照可附加提供 MVNO 及漫遊服務等條件。彙整英國等國政策如

下： 

 英國：由於業者大多樂於提供MVNO服務，因此並未強制提供MVNO

接取義務，採事後管制作法。 

 新加坡：2012 年電信競爭規則(Telecom Competition Code 2012)第 6 條，

明定市場主導著必須提供批售服務與其他業者。 

 捷克：在 4G行動寬頻釋照中，規定取得 800MHz頻段 2x 10MHz 頻譜

資源者，於頻譜執照生效後的 12 年內必須提供批發服務給請求者，經

雙方議定之合約效期至少為 2 年。換言之，提供 MVNO 是一項義務，

但其供租條件採商業協商。 

 德國：依據德國電信法第 21 條，對於提供批發服務開放接取，以具有

顯著市場力量的公眾電信網路業者為限。 

 芬蘭：對於提供批發服務開放接取，以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行動網路

業者為限。 

 法國：在 800MHz 執照釋出時，經由對 4G 業者要求承諾提供完整

MVNO(full MVNO)服務，使未獲得執照之其他行動業者亦可成為

MVNO 而使其用戶仍可享有 4G 之高速優質服務，保障消費者權益並

維持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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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發展現況： 

我國於 2003 年 9 月開始開放受理申請 MVNO 業務後，至 101 年第二季為止

2G 發售中/使用中的門號已達 518,453 門；3G 則已達 341,756 門，較 100 年第一

季已分別成長 6.8%及 42.3%(見表 3-3-1)，表示近兩年 3G 之 MVNO 市場成長之

迅速。 

表 3-3-1  100 年及 101(前兩季)年 MVNO 發售中/使用中概況  單位：門 

年份 期間 2G 3G 

100 年 第一季 485,440 240,039 

第二季 506,388 266,772 

第三季 490,152 284,679 

第四季 510,586 298,431 

101 年 第一季 517,174 332,189 

第二季 518,453 341,756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另外，截至 101 年 6 月 6 日為止依照通傳會所公布之「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

營者名單及其合作業者一覽表」顯示，目前已有十五家業者取得 MVNO 執照。

經營業者名單及其合作之 MNO 業者可見表 3-3-2。 

表 3-3-2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名單及其合作業者一覽表 

MVNO 業者名稱 合作之 MNO 業者 

上銀全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 

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電信、威寶電信及大眾電信 

中華聯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威寶電信 

台灣信通網絡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威寶電信 

和宇寬頻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南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電信及威寶電信 

威士電訊有限公司 亞太電信 

家樂福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 

殷富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偉傳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電信及威寶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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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至 101 年 6 月 6 日為止) 

二、 行動寬頻釋照 MVNO 相關議題分析 

本次行動寬頻釋照 MVNO 尚未成為關鍵問題，因為頻譜上限使總獲得執照

之業者家數並未達到有讓業者被迫採行MVNO的情況，因此業者並不特別關切。

但是參照國際經驗(例如法國等)，經由對 4G 業者要求承諾提供 MVNO 服務，可

提供未獲得執照之其他行動業者成為 MVNO 之機會，使其用戶仍可享有 4G 之

高速優質服務，有利於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維持市場競爭。故仍建議主管機關採行，

於未來管理規則適度納入。 

部分業者認為應對 MVNO 的推出會基於是否能針對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服

務為主要考量，若將來推出 MVNO 的服務，建議將 MVNO 的服務範圍加總於

其服務涵蓋率計算。另外則有業者持不同看法，認為允許得標業者可同時成為其

他得標業者之 MVNO 業者，並加總計算其服務涵蓋區域，形同降低得標業者之

建設義務，提供業者觀望或遲不投入建設之理由，將導致浪費國家寶貴的頻譜資

源且不利於消費者。且本次釋照草案之頻譜使用權轉讓條件十分寬鬆，倘藉此降

低業者之建設義務，恐將增加頻譜蟑螂藉此牟利之機會。 

有關涵蓋率之產業界普遍共同觀點則是認為，涵蓋率的長期達成依循市場機

制即可，不需要特別規範，例如 3G 發照當初的要求很低，但現在已經到 98%的

覆蓋率。因此有關寬頻服務涵蓋率的建設義務要求，業者普遍建議參酌 3G，就

是三年內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達營業區人口數的 50%。此外由於行動寬頻業務執

照是一個整合執照，應允許業者持有多頻段( 700 MHz、900 MHz、1800MHz)，

甚至是屬多個網路去做這個整合性的服務，因此必須釐清此寬頻服務涵蓋率規範

允許執照持有者利用本次釋照所獲頻譜所建設的多個網路共同達成。換言之，如

果 4G 的執照者擁有多個頻段同時運營三個網路的時候，實在不必要每種技術或

每個頻段都有一套涵蓋率要求。既然是技術中立執照，業者也應該可以遵循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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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配置資源決定優先建設的順序，無需針對特定頻段要求較高的涵蓋率。 

對於計算無線寬頻服務涵蓋率之相關主張，本研究認為首先要釐清寬頻服務

涵蓋率在無線寬頻政策與相關管理規則中的兩種角色：無線寬頻服務涵蓋率一方

面可以是業者網路建設義務之一環，另一方面也是無線寬頻服務品質的重要指標

之一。如果無線寬頻政策沒有對特定頻段被負予特定任務，則涉及網路建設義務

部分，則採取類似 3G 管理規則之基本涵蓋率即可，並可將不同頻帶之網路服務

涵蓋率加總計算，應可以確保業者認真投入必要之網路建設，不致讓頻譜閒置。

但另一方面在無線寬頻服務品質之長期追蹤評鑑上，若有業者為成為另一無線寬

頻業者之 MVNO，其服務涵蓋率則建議可納入可提供 MVNO 之區域合併計算，

以反應其用戶之實際獲得服務品質。本研究認為主管機關若評估採行有關服務品

質涵蓋率納入 MVNO 之建議，長程將有利於消費者且可鼓勵業者網路及基地台

共構，減少基地台抗爭。此外，通傳會如於特定地區或期間有所需求，例如若需

要至少有一頻段於短期內便達到高涵蓋率以協助防救災之通訊，則仍然可以於該

頻段指定特定地區達成之高涵蓋率建設或進行 MVNO/漫遊安排，以滿足防救災

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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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動寬頻漫遊及互連議題分析 

一、 我國相關法規及歷史回顧 

規範無線寬頻漫遊與語音互連之法規，其母法為電信法，而又分別載明於第

14、16 條；爾後，根據技術、服務之所需，由「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與「電信事業網

路互連管理辦法」分別管理。至於，漫遊與互連之定義為： 

 漫遊：指經營者提供其使用者於其他經營者或國外電信事業之行動通

信網路內通信之服務。(行動通信管理規則第 2 條) 

 互連義務：指電信事業為使其用戶能與其他電信事業之用戶通信或接

取其他電信事業之服務所為之網路連結。(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第 2 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4-1  我國漫遊規範及互連義務法規架構 

(一) 漫遊： 

我國現今 2G、3G 與 Wimax 皆有提供漫遊之服務，不過，不論是 2G、3G，

亦或是 Wimax 於漫遊的服務雖為一致，但我國法規釋出行動通信特許執照時，

須搭配制定該項特許執照才適用的管理規則，導致目前產生相同服務確散落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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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規之現象。不過，從 2G、3G，以及 Wimax 相關規定中，仍可歸納出規範業

者之相關法條： 

1.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於偏遠地區之基地臺，應提供強制漫遊或共站、共構

服務。(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3-1 條 4 項)。 

2.經營者提供漫遊電信服務，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第 71 條) 

3.經營者及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應依主管機關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信建設協

商小組，協商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共用事項。(第

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1 條)、(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 59

條)。 

4.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訂定之。經營者提供漫遊電信服務，應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4 條第 1 項) 

5.經營者間之網路漫遊或其他依本規則規定應由經營者間協商之事項，經營

者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與他經營者相互協商之。如就同一事項有數經營者

請求協商時，得同時為之。(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81 條)、(無

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 79 條)。 

綜上所述，可發現我國政府於漫遊服務規範上，不僅在漫遊服務互連採低度

管制，期以業者藉由商業協商，以減少行政管控；在提供漫遊服務時，亦僅須核

備、而非以事前申請之方式，可窺見我國管制者欲以市場機制處理漫遊服務。但

是，如業者間有違反平等、誠信等原則下，我國管制者亦可從電信法 14 條 6 項

之規定，依第 63 條違反營業項目等處罰，處以業者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或廢止

其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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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連義務： 

所謂互連義務，是根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並與 

各國相同，亦將互連義務設置為電信業者必要之責任。至於，其相關規範如下： 

1.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他方不得拒絕。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4 條 1 項) 

2.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其本身、關係企業或其他電信事業之網路互連服務，

其價格、品質及其他互連條件，應符合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3.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時，得依雙方之協議決

定網路互連相關設備之設置、維修、場所及相關費用。前項費用之計算，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

別待遇。(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2 項) 

4.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

議定之。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

差別待遇。(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2 項) 

5.網路互連協議，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一、網路互連之雙方業務種類。 

二、網路互連傳輸鏈路提供者。三、網路介接點接續原則及服務品質規定。

四、網路互連之介面規範及其他相關規定。五、雙方網路規劃，包括訊務

預測、網路設計更改之通知期限、接續完成率之改善及互連傳輸電路頻寬

增減之處理方式。六、網路互連費用。七、接續費之計算方式、鏈路費及

轉接接續費、帳務處理、帳務處理費用之分攤、帳務之核對及錯帳之更正

以及其他攤帳有關事項。八、用戶通信費之收取。 九、爭議處理程序。

一○、協議書內容增修、終止等有關事項。一一、有關資料保密及雙方免

責範圍之事項。一二、如有共用場所者，與場所共用有關之事項。(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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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27 條) 

6.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或提出修改或

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

協議時，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

方當事人。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前條所定互連協

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

書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前二項申請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一、當事人

之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二、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應受裁決事項之聲明及理由。四、開始協商日期及協商過程。五、協

商已達成及未達成之事項。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有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 

而未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本會認其情形有損害公共利益之虞者，得依

職權調查並為裁決。本會依前項規定依職權裁決前，得先限期命網路互連

相關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協商，各該電信事業不得拒絕。(電信事業網路互

連管理辦法第 28 條) 

7.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

業網路直接互連之要求。前項網路互連，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核准者，

不適用前項之規定：一、不具技術可行性。二、有影響通信設備安全之虞。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33 條) 

8.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通信，其通信費之處理，依本

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由電信事業協商定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

辦法第 34 條) 

9.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三個月

內與該第二類電信事業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任一方

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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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委任代理人

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應受裁決事項之聲

明及理由。 四、開始協商日期及協商過程。五、協商已達成及未達成之

事項。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簽訂完成之互連協議書，應於

一個月內由各方業者以書面報請本會備查。 本會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與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

依業者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內容。(電信事業

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37 條) 

根據上述，反映出我國在網路互連雖為義務，但管制者在業者不違反公平合

理與差別待遇之原則下，雙方在互連時所產生之成本，以協商之方式，訂定出彼

此可接受的範圍。至於，如業者有違反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我國主管機

關在裁決前，可向當事人要求陳述意見，爾後，再根據其輕重，依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時為止，或停止 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

廢止其特許。 

二、 國際上漫遊及互連政策現況  

(一) 漫遊服務 

漫遊(roaming)為網路共享之另一種形式，國內漫遊係指兩業者間同意佈建不

同地區、相互利用他方網路提供服務。請求漫遊業者支付漫遊費(通常按使用分

鐘數計收)，因此，國內漫遊有可能造成業者間零售市場趨近同一性、並且價格

競爭可能受限。雖然有以上顧慮，國內漫遊對業者在偏遠地區提供網路覆蓋可以

是一項有效工具，各業者在都會區佈建網路、但允許在偏遠地區相互支援提供服

務，裨益偏遠地區享有可負擔之行動服務。 

整理目前英國等國家漫遊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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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強制漫遊服務，但服務費率等服務條件採市場機制。 

 新加坡：在 3G 釋照規定 2G 業者必須提供漫遊服務予 3G 業者，並且

規定 90 天協商期限，90 天後，IDA 將進行干預。4G 釋照規則尚未定

案，無從得知。 

 加拿大：在現有規定下(Gazette Notice DGRB-002-08 價格競爭可能受

限。雖然有以上顧慮，國內漫遊對業者在偏遠地區提供網路覆蓋可以

是一項有效工具，各業者在都會區佈建網路、但允許在偏遠地區相互

支援提供服務，裨益偏遠地區享有可負擔之行動服務。，於前條所定

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新進業

者取得執照後五年期間內，可要求既有行動業者提供網路漫遊服務，

並根據持照者之經營地區，再分為「區域內漫遊(in-territory roaming)」

及「區域外漫遊(out-territory roaming)」。其中，既有業者提供區域內

漫遊之義務即將於 2013年屆期。2012年 3月，加拿大工業部公告擬修

訂依照經營地區分訂漫遊規定之現行做法，並且縮短漫遊協商期限為

60 天(原為 90 天)。 

 捷克：在 4G行動寬頻釋照中，規定取得 800MHz頻段 2x 10MHz 頻譜

資源者，履行提供國內漫遊服務義務。對 2G 及 3G 業者間之漫遊協議

期間為 10 年，對 4G 業者則為 15 年(與執照期間相同)。並規定當提出

漫遊請求之業者的網路覆蓋率若達 20%人口時，則業者漫遊義務得以

終止。 

 德國：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認為在 4G釋照規定中，已要求得標者必須

在一定期限內完成一定程度的網路覆蓋率，且此一佈建義務不得透過

國內漫遊方式達成，因此並未認為有必要強制進行國內漫遊。 

(二) 網路互連 

互連是允許每一個網路的使用者能對任何其他網路上的使用者進行通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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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監管的主要動機是下游廠商要達成有效競爭，但是很困難甚至不可能，除非新

進者和既有業者互連時能爭取到合理價位及條件，否則新進業者不可能存活。世

界貿易組織乃於第四議定書附件-WTO 監管原則參考文件內，明定網路互連義務、

費用計算及無差別待遇等規定，各國均已採行。 

惟過去的互連係以電路交換之語音互連安排來設計的。次世代網路將是一種

全 IP 化網路，應是改以 IP 互連方式。但是該互連標準至今還未能形成共識。 

三、 行動寬頻漫遊及互連關鍵議題 

(一) 語音互連 

因為 LTE 的語音服務(VoLTE)屬於新興服務，各業者或其設備商所使用之技

術並非完全相同，甚至部分國際標準尚未完全底定，其互連之技術問題並非一定

可於短時間克服。 

以VoLTE的領先國韓國為例，其不同業者所推出之VoLTE目前即無法互連。

若明訂服務之互連義務將妨礙技術領先業者推出新服務之時程，造成使用者無法

盡快取得新服務，若市場確有此需求且技術與國際標準亦已成熟，業者自會以商

務機制達成互連，據以創造更大業務商機，故不應強制規範互連義務。屆時若發

生困難再由主管機關介入或修正管理規則。 

本研究預期 LTE 未來語音服務將經由用戶終端設備改接 2G 或 3G 網路來達

成，此類語音服務之互連技術成熟，故可依現行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 

未來行動寬頻業務下的行動寬頻語音服務之接續費率應續行現有之資費管

制政策，以免造成電信產業的巨大衝擊及 2G 用戶朝向 3G、4G 移轉之困難。如

有業者領先引進VoLTE語音服務，則建議先試行採既有費率之試辦性網路互連，

視其技術可行性及對消費者權益的促進成效再進行進一步處理。 

(二) IP 數據服務互連 

未來行動寬頻網路，業者間對於數據服務之互連仍為透過網際網路達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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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寬頻網路用戶所使用之頻寬及流量相較於現行 3G網路將為倍數甚至數十倍

之成長，未來行動寬頻網路將成為我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重要的一環，長期發展

後其用戶數及流量與 3G 加總將有可能與固網寬頻網路相當。因此如何建立公平

合理的網際網路互連環境及網路互連費用，將是日後行動寬頻業務開放能否成功

的要素之ㄧ。 

我國主管機關長期對於網際網路互連採低度管制、高度商業協商之原則，網

際網路互連市場中僅有一家主要骨幹網路提供者，多家業者認為市場缺乏合理得

對等互連機制，導致我國寬頻網路市場機制失靈。主管機關目前已開始進行現行

網際網路互連機制及費率管制之檢討，建議未來主管機關在訂定符合我國需要的

網際網路對等互連條件，應一併適用於行動寬頻網路之數據服務互連，以確保整

體行動寬頻服務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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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意見調查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 深度訪談 

本研究透過對於產業界及專家學者之深度訪談，瞭解產業界、學界及專門技

術人員等利害關係人對於行動寬頻政策推動之意見，以利於政府政策推動之意見

交流，並對於政策進行討論，希望有助於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實狀之掌握。針對

本計畫內需有專業人士意見支撐與驗證，或需要多方反覆討論之特定議題，研究

團隊將使用深度訪談法強化證據支撐力，蒐集匯整寬頻產業推動之具體建議，配

合國內外文獻的研究，將成為本計畫最後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之規劃基礎。 

二、 專家座談會 

本研究並透過舉辦專家學者的綜合座談會議，配合前述之產業意見，蒐集產、

官、學及研對於我國發展新世代行動寬頻相關議題的意見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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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者意見分析 

一、 頻譜拍賣機制設計專家座談會業者意見分析 

(一) 時間：101 年 7 月 9 日 

(二) 地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 樓 2003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蔡志宏理事長(台灣通訊學會) 

(四) 出席人員：張時中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樊沁萍教授(東吳大學經濟

系)、王碧蓮顧問(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監事)、周韻采副教授(元智大學資訊社

會所)、李淳副執行長(中華經濟研究院)、王井煦科長、鍾國強科長、許裕

昌高級工程師(中華電信)、林偉文副總經理、江華珮協理、賀陳冉經理(遠

傳電信)、吳中志副處長、蔡宏利高級專員、曾志強經理(台灣大哥大)、柯

念祖處長、蔡姿秀專案經理(威寶電信)、王建中工程師、何伯陽經理(亞太

電信) 

(五) 專家及業者回覆意見精簡版 

議題 意見回覆(精簡版) 

1. 是否為實質審查加拍

賣，或僅為形式審查以

拍賣為主？ 

有共識 

 應訂出一定要件(財務、陸資等資格)進行形式

審查 

2. 是否審查技術門檻達

成度？ 

有共識 

 不應訂技術門檻(指有關頻譜效率 bps/Hz之部

分)，因為 

 業者所佈建系統會採用國際標準 

 服務會隨時間變動 

 頻譜效率將與時俱進，技術進步很快 

學會團隊註 

 若牽涉發射功率還是必須有基本規範 

 網路涵蓋率依然應配合數位匯流政策訂定之 

3. 應釋出業務執照加頻

譜執照或僅為頻譜執

照？ 

有共識 

 現行執照運行方式尚具可行性 

 若要修改為頻譜執照則法令必須一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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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意見回覆(精簡版) 

4. 單一頻譜區塊或高低

頻譜區塊組合？ 

有共識 

 建議將來每個頻譜就是一張執照，由業者自行

決定 

研究團隊註 

 若確定以每 5MHz 為一個區塊釋出執照，則

需要重新徵詢意見 

5. 競價機制：同時多回合

上升拍賣或單回合密

封式拍賣？是否如

WiMAX 採用限制拍賣

回合次數？僅採單項

拍賣或仿照美國 700 

MHz 等國外案例採組

合拍賣？ 

共識 

 不建議採用單回合密封式拍賣，因不確定性太

高 

 政府應及早確認競價機制讓業者提早準備 

 

意見分歧 

台灣大哥大 

 公平原則下不反對任何方式 

遠傳電信 

 建議比照 3G 方式 

中華電信 

 直接用審查方式，避免價金轉嫁給消費者 

 若要採拍賣則建議多回合上升拍賣，但要有煞

車機制 

亞太電信 

 建議採 3G 模式 

威寶電信 

 公平公正方式即可 



208 

議題 意見回覆(精簡版) 

6. 拍賣底價：是否參考我

國過去 3G 拍賣底價評

估方式、採用過去拍賣

歷史紀錄或採用國際

benchmark 為依據？ 

意見分歧 

台灣大哥大 

 可參考 2001 年對第三代執照曾經有委託顧問

公司建立頻譜價值評估機制 

遠傳電信 

 不宜採用國際 benchmark 

 應比照 3G 的方式，讓研究單位計算及評估 

中華電信 

 不需要訂底價，因為最後執照的價格還是由競

標到最後來決定 

亞太電信 

 應透過定價的委員會評估頻譜的底價 

威寶電信 

 政府可考量要抽多少比例的營收做為考量 

 可比照 3G 的方式 

7. 得標價金計算方式及

繳交方式：是否建議得

標者價金分年繳交或

一次性繳交？是否應

限制競價資金的取得

方式？ 

有共識 

 若可分期付款，應該要設計一個機制確保得標

者有足夠的資金，避免以後付不出錢來。 

 政府若訂出過高的利率，業者會選擇一次繳交 

研究團隊註 

 是否應要求投標過程中之保證金需要進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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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意見回覆(精簡版) 

8. 單一業者獲取頻寬上

限(spectrum cap)：於競

標結果揭露後實施或

競標過程中實施？ 

有共識 

 單一業者獲取頻寬上限應在競標之前公布明

確規則 

 

意見分歧 

台灣大哥大 

 不反對上限，但必須考量單一業者應有足夠頻

譜來支應行動上網需求。 

中華電信 

 目前三個頻段(700 MHz、900MHz 及

1800MHz)，每一個頻段若只能取得一張執照，

這其實是某種上限的規範 

亞太電信 

 應限制頻寬頻譜上限避免少數人壟斷，現在

2G、3G 的市場上來說有五家業者在營運，亞

太建議在 700 MHz 及 900MHz 頻段中，單一

業者只能取得一張大區塊頻譜執照為上限。 

威寶電信 

 主管機關應要考慮市場競爭不應被壟斷，現在

有威寶跟亞太有五百萬的消費者，也必須考慮

照顧到這些業者。 

9. 如何確認整體拍賣制

度與競標規則符合賽

局原理與業者預期？

如何確保拍賣的公正

性與效率？ 

有共識 

 建議台灣頻譜拍賣設計應參考國際經驗並考

慮本國情況即可。 

二、 頻譜拍賣機制規劃專家諮詢座談會 

(一) 時間：101 年 10 月 19 日 

(二) 地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 樓 2004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蔡志宏理事長(台灣通訊學會) 

(四) 出席人員：張仲儒教授(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李大嵩教授(交通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教授)、樊沁萍教授(東吳大學經濟系)、林欣吾所長(台灣經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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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王德威副處長、蔡國棟簡任技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王碧蓮顧

問、李淳秘書長(台灣通訊學會) 

(五) 會議記錄摘要 

1.政府必須確定政策目標，才能作為選擇方案的標準。 (大頻寬可在

1800MHz 發生) 

2.釋照規則建議： 

(1) 釋照規則必須簡單好操作以避免競標爭議。 

(2) 因為 900MHZ 和 1800MHz 部分頻段目前在使用或有頻段會受到特殊

干擾(例如：794MHz 到 803MHz 受到低功率麥克風干擾)，類似的特

殊性質的頻帶必須先區分出來，建議利用絕對位置方式拍賣。 

(3) 細部規則擬定後，再考慮使用絕對位置或虛擬位置競標。 

(4) 若考慮頻譜的連續性，應在競標規則中規定投標必須連續，否則廢

標。 

(5) 若採虛擬位置必須明確訂出第二階段選擇位置優先順序之標準(例如：

競標積極度的定義或直接採較高標金者先選位置)。 

(6) 設定頻譜上下限必須要有明確政策目的(例如：英國促進市場競爭，

保障第四家業者競爭力) 

3.樊沁萍教授書面意見如第四章第三節。 

三、 行動寬頻釋照規劃(技術)專家座談會 

(一) 時間：101 年 11 月 13 日 

(二) 地點：公務人員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蔡志宏理事長(台灣通訊學會) 

(四) 出席人員：王碧蓮顧問、唐震寰教授(台灣通訊學會)、李文欽經理(經濟部

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方志強技正(經濟部工業局)、陳焙煌總監(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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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Networks) 、王方平資深協理、楊宗憲協理、林幼琦經理(Ericsson)、

石明宗經理(Alcatel-Lucent)、陳心元資深專案經理、翟堅資深專案經理(威

寶電信)、鍾國強科長、陳元凱高級工程師、張維儒工程師(中華電信)、曾

志強經理、蔡宏利高級專員(台灣大哥大)、賀陳冉資深經理、潘林峰經理

(遠傳電信) 

(五) 會議記錄摘要 

討論題綱 回覆意見(精簡版) 

1.功率規範：是否可放寬現

行基地台之最大發射功率規

範(EIRP)予以彈性化？ 

說明：我國目前 3G 採用「第

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射頻設

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進行

規範，但在 LTE 技術出現

後，部分國家於特定條件

下，如郊區等人口密度較低

的地區已允許較大發射功

率。 

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在沒有妨礙到彼此的干擾情況之下，可以

考慮做一個調整。 

經濟部工業局： 

 建議參考國際中較低的值，才能避免民眾

對電磁波的疑慮。 

Nokia Siemens Networks： 

 EIRP 能夠放寬是比較好，但是要考量民眾

的觀感，並且應該要考慮到 LTE 未來會使

用 MIMO 的議題。 

Alcatel-Lucent： 

 建議規範要保留彈性，因為頻寬比較大基

本上就是要 support 比較大的輸出。 

 

Ericsson： 

 希望能夠放寬彈性，但是必須要向民眾說

明避免造成不必要困擾。 

遠傳電信： 

 希望以現在為基礎適時的放寬。 

 不應該受到媒體影響使技術議題的探討

本末倒置，民眾的疑慮還需要教育來消

除。 

中華電信： 

 power跟頻寬的資源，是未來一個提升 beta

服務跟傳輸速率的重要資源，建議參考國

際案例來做一些適度的放寬。 

 建議 EIRP 的設定上，以 MHz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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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寶電信： 

 贊同應該改成一個單位頻寬下的，比如說

per MHz 這樣一個單位去計算。 

台灣大哥大： 

 功率定義為 57dBm，會限制我們目前技術

的演進跟發展。基地台最大發射功率可

以，但建議的用每 MHz 為單位。郊區和

人口密度低的區域因為有涵蓋面、普及服

務及災難通訊的需求，所以建議可以提

高，譬如說從 57dBm 提升到 60 dBm。 

2.溢波規範(Power Mask)：

是否可直接參考 3GPP 規

範？是否需依行動寬頻業務

公告頻段中國內各相關頻段

的鄰頻配置現況評估進一步

調整？另外，於多網共存且

基地台共構情況下，是否應

採行更明確之溢波特殊規

範？ 

說明：3GPP 規範：與頻段、

頻寬有關，相關規範甚多，

建 議 可 參 考 3GPP TS 

36.101、36.104、25.101 及

25.104。 

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follow 3GPP 的標準 

經濟部工業局： 

 要特別注意基地台共構或多網融合的溢

波干擾。 

Nokia Siemens Networks： 

 follow 3GPP 規範檢驗，若共構出現問題業

者和我們 vendor 會進行協調。 

Alcatel-Lucent： 

 台灣不會有特製產品，因此必須 follow 

3GPP 的 standard。 

 之後必須注意 900 MHz 跟 800 MHz 中間

guard band 的問題，因為 800 MHz 的 down 

link 剛好對著 900 MHz 的 up link，但並沒

有留 guard band。 

Ericsson： 

 希望能夠放寬彈性，但是必須要向民眾說

明避免造成不必要困擾。 

遠傳電信： 

 基本上都是 follow 3GPP。 

 之後 2.6GHz 要用 TDD 或 FDD 會是重要

的議題，因為一定會有干擾。 

威寶電信： 

 使用的設備皆會符合 3GPP 的規範，不須

再訂更嚴苛規則。否則會與國際技術接軌

的原則有衝突。 

台灣大哥大： 

 多網共存跟基地台共構的情況，會有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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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規範，目前有一個共構小組，有 MOU

的會議可以討論跟協調解決。 

3.寬頻服務涵蓋率：是否針

對我國行動寬頻業務明定所

有業者之寬頻服務涵蓋率要

求，或是僅針對低頻段

(700MHz、900MHz)得標業

者要求其寬頻服務涵蓋率？

其寬頻服務涵蓋率之定義是

否仍遵循現有之「第三代行

動通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作

業要點」之精神？室內涵蓋

率是否需單獨規範？是否以

3 年為完成第一階段涵蓋率

的建設目標時間？ 

說明一：國際上已有相當多

他國案例，利用低頻段促進

偏遠地區寬頻涵蓋的政策目

標，但涵蓋率、時程要求及

獎懲措施不盡相同。可參考

國家包括：瑞典、瑞士、法

國、西班牙、英國、芬蘭、

德國等。部分國家有提出室

內涵蓋率要求。 

 

說明二：我國過去寬頻涵蓋

率相關規範為： 

 3G：經營者自取得

系統架設許可之日

起三年內，其基地

臺之電波涵蓋範圍

應達營業區人口數

50%。 

 WBA：取得籌設期

間系統架設許可之

日起五年內，其基

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必須考量計算方法的合理性 

 建議以人口做為涵蓋率依據 

經濟部工業局： 

 多數行動傳輸都在室內進行，室內涵蓋問

題 NCC 可考慮在 4G 的時候就定型開放

indoor solution，例如：small cell、femto cell

等等。 

 建議可規範室內涵蓋率。 

 建議涵蓋率規範不能低於 3G。 

Nokia Siemens Networks： 

 依循市場機制即可，不需要規範，例如 3G

當初的要求很低，但現在已經到 98%的覆

蓋率。消費者團體或 NCC 測試速率即可

刺激業者建設。 

 既然是技術中立執照，業者應該可以遵循

目前網路配置資源決定優先建設的順序。 

 政府應該要立法規定，政府機構的公共建

築應該要由政府主導開放給業者裝室內

涵蓋。住宅的室內涵蓋問題較複雜。 

Ericsson： 

 因為 operator 當然希望能多蓋一些基地台

提供更多服務吸引更多顧客，但是政府也

無法達到這個要求，建議交由 operator 拿

捏即可。 

 若有覆蓋率或速率規範，必須特別考量測

試方式。 

遠傳電信： 

 coverage 其實是政策跟政治的議題，政府

是否可以在釋照的時候將每一種附加的

法規估價，讓業者反映成本。 

 主管機關要很清楚地把需求大概仔細評

估一下，對整個將來的建置會有多大的影

響，若有普及的義務，那最好涵蓋率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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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臺之電波涵蓋範

圍應達營業區域人

口數 70%，且其營

運區域應逾營業區

縣市之過半。 

 目前我國 3G 寬頻

涵蓋率估計約在

95%~98% 涵蓋範

圍。 

在 900 MHz 的一個頻段，不要到每一個頻

譜。 

中華電信： 

 目前台灣已經村村有寬頻，在涵蓋率的部

分，可以斟酌來考量，不要訂到非常高標

準的涵蓋率。但是在基本的門檻上是要做

要求，避免投機業者進入。 

威寶電信： 

 4G 執照是一個整合執照，允許業者持有多

頻段，甚至是屬多個網路去做這個整合性

的服務，因此必須釐清訂的這個服務品質

規範，是否允許執照持有者利用多個網路

共同達成。 

 如果 4G 的執照者擁有多個頻段同時運營

三個網路的時候，不必要每種技術都有一

套涵蓋率要求。 

台灣大哥大： 

 寬頻服務涵蓋率，建議參酌 3G，就是三年

內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達營業區人口數

的 50%。定義上建議較寬鬆。 

 室內涵蓋會牽涉到所有權問題，目前連公

家機關都不願意開放給業者試作，訂室內

涵蓋率會沒有意義。 

4.最低速率要求：我國未來

行動寬頻業務之最低速率要

求應如何訂定？應如何定義

及量測？ 

說明：在 LTE 已完成發照之

先進國家案例中，技術中立

已是趨勢，不再訂定頻譜效

率等技術要求，由用戶需求

及市場競爭自然促進技術演

進。但配合寬頻服務涵蓋率

仍訂有最低速率要求。我國

目前 3G 規範為 300kbps(指

無線上網資料下載速率，並

以測 100 次之平均值為依

據），但其他國家的 LTE 寬

經濟部工業局： 

 建議可參考國外指標，1 Mbps 到 2 Mbps

其實是一個很蠻合理的範圍。 

Nokia Siemens Networks： 

 透過市場機制即可達到，若要求最低速率

業者又會遇到 EIRP 不足或基地台建設的

抗爭問題。 

Alcatel-Lucent： 

 基本上需要制定一個最低的值，但是必須

注意拿到的 bandwidth 不一樣的狀況。 

Ericsson： 

 若有覆蓋率或速率規範，必須特別考量測

試方式。 

 

遠傳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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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服務涵蓋要求之最低速率

約在 1Mbps-2Mbps 範圍。 

 最低速率高於 300K，應該是大家共識，但

是要設到哪裡還牽涉技術中立、使用情

境、測情境的問題尚須討論。 

中華電信： 

 審驗部分必須把測試環境明訂清楚。 

 測速部分可以參考瑞典的方法，它的要求

是這樣就是說傳輸速率至少是 1 Mbps，但

只針對固網沒有到的家戶，上主管機關在

競標前就要把這些區域明列出來，那 1 

Mbps 是指說室內只要是有一個房間，或

者是在這個商辦大樓的裡面，任何一個固

定的地點，你只要有瞬間的一個超過 1 

Mbps per second，那這就是它所規範的一

個標準，平均速率是 750K。 

威寶電信： 

 希望管理規則中訂的任一個服務指標，都

是有科學依據具體可行的。因為到最後都

會在財務試算上反映，可能會降低標金的

金額。而非只是受到民意炒作。 

台灣大哥大： 

 建議以量測基地台的設備技術能力為規

範，要求設備能力能夠符合到一定的系統

規格。比如說 3GPP R8 以後的版本。 

5.其他議題 
唐震寰教授： 

 NCC 必須確定最基本的問題：釋照的目

的。 

 必須考量在地化的經營，根據 3G 經營和

佈署的經驗來制定遊戲規則，例如：共

站、溢波等等問題。 

 必須考量到未來應用情境來制定遊戲規

則。 

 政府應該要避免社會資源浪費在重複投

資，並且勾勒出未來 mobile internet 或

wireless internet 的應用情境。而非僅是將

國外的經驗倒在台灣。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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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譜釋照時的頻塊切割必須考量頻譜的

使用效益，應該是 10MHz 或是 15MHz，

否則到 2016 到 2017 年可能就不敷使用

了。 

 未來 4G 發展也必須考量到台灣設備及內

容產業發展，希望能提升台灣產業發展。 

Nokia Siemens Networks： 

 建議預備部分頻譜的空間可以給經營好

的營運商再利用，也要規範經營不好收回

頻率的規則。未來在頻譜使用才有誘因。 

四、 行動寬頻釋照規劃專家座談會 

(一) 時間：101 年 12 月 11 日 

(二) 地點：中華電信行動分公司 11 樓 1107 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蔡志宏理事長(台灣通訊學會) 

(四) 出席人員：王碧蓮顧問(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監事)、周韻采副教授(元智大學

資訊社會所)、鍾國強科長、陳元凱主任工程師、張維儒工程師(中華電信)、

賀陳冉經理、蔡文璋技術副理(遠傳電信)、楊据煌副總經理、吳中志副處

長、曾志強副理(台灣大哥大)、柯念祖處長、翟堅資深專案經理(威寶電信)

及何兆清特助、何伯陽經理、王建中工程師、曾惠雯專員(亞太電信)  

(五) 會議記錄摘要 

討論題綱 業者意見(精簡版) 

1. 如果行動寬頻釋照

以下載峰值速率達

100Mbps以上為目標 

(1) 下 載 峰 值 速 率 達

100Mbps 定 義 為

何？應於何種條件

中華電信： 

 NCC 若沒有對消費者說明 100Mbps 背後的

意義會產生很大爭議。目前國外也沒有規範

理論值，建議回歸務實情況，用技術面的名

詞來定義，例如必須提供 3GPP R8 技術標準

的基地台，另外對涵蓋率要求應該秉持異質

網路兼容並蓄的技術中立原則納入，把這次

發照頻譜內所建設 2、3、4G 網路的涵蓋率

均併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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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達成？而此目標

是否會造成用戶對

4G 服務品質認知的

誤導？ 

(2) 目前規劃要求 5年內

系統網路提供數據

傳輸下載峰值速率

具 100Mbps 以上之

基地台電波涵蓋率

範圍應達營業區人

口數 50%。若業者某

頻段基地台實際建

設 因 頻 譜 僅 為

10MHz x2 容易產生

系統審驗爭議，此時

有效電波涵蓋率應

如何量測？ 

威寶電信： 

 對 100Mbps和每個業者至少要有三個頻塊這

是一件事情，如果 2x15MHz 加上 2x2 MIMO

天線的話，這是非常特殊狀況下才可以做到

100Mbps 重點是頻譜區塊怎麼分，以目前規

劃很多是 2x10MHz 的狀況難以做到，所以還

要購買別的區塊的頻譜，但是 carrier 

aggregation 的技術還有其困難。最好的方式

就是全部用 2x15MHz 來切。 

亞太電信： 

 就 2x2 MIMO 天線架設來看，carrier 

aggregation 至少要 40MMHz，但是目前有

35M 的上限，所以 15MHz 加上 2x2 MIMO

理論值也只能做到 110Mbps，但是實際上架

設會有同頻的干擾，還有其他的因素，所以

假設業者使用 2x2 MIMO 天線業者是無法做

到的，所以 100Mbps 的規定建議刪除。 

 100Mbps 已經變成一種政策宣示，未來客戶

沒有使用到會有抗議的心態。 

台灣大哥大： 

 從非技術角度來看，建議主管機關以台灣政

治氛圍和消費者迷思底下，如果如此規範消

費者沒有使用到 100Mbps，會有很大反彈。 

 建議不要用書面審驗，萬一只有一個業者說

它可以做得到，會變成指定廠商我們只能使

用它的設備。 

遠傳電信： 

 國外的頻譜標案只有六個標案有設速率，德

國1Mbps，瑞典最低500 Kbps，最高30 Mbps，

英國是 2 Mbps，荷蘭是 90%都會區 2 Mbps。

要回頭看有多大頻寬可以用，另外要看地區

的使用人口密度。建議 100Mbps 的美麗願景

可以取消。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2. 請問您是否同意應 威寶電信： 

 當初交通部規劃可以完全滿足之前討論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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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單一業者可標

得頻寬上下限？對

目前規劃的上下限

規定建議為何？ 

題，包含達到速率目標或公平 launch LTE 的

機會，只是要讓每個業者拿到均衡的機會可

以拿到，1800MHz 就當增頻。 

 不應該有 best effort 概念，為了維持整體用戶

穩定的服務品質，即使我有 100Mbps 的基地

站我也可以限定每個人的使用頻寬。從這角

度來看釘子戶的問題也應該予以排除。 

遠傳電信： 

 對總頻寬設上限只有幾個國家：瑞士 135 

MHz，愛爾蘭 50 MHz，英國是 105 MHz。

目前設上限和 100Mbps 兩者之間是有衝突

的。 

亞太電信： 

 假設有新進業者(例如三大財團)，拿了 3 個

700MHz，只要一個基地台通過檢驗和也蓋了

250 座，也可以達到涵蓋率(還有很大空間影

響施行細則)，剛剛好到達 50%人口涵蓋，達

成最低的要求然後待價而沽，這樣對消費者

和市場不利。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3. 考 慮 多 種 技 術

(2G/3G/4G)可能共存

情況下，未來獲得頻

譜各行動寬頻業者，

其數據服務及語音

服務之互連義務為

何？ 

(1) 是否需明定數據(IP)

網路互連義務？最

低互連頻寬？是否

對不同應用皆應提

經現場詢問後業者傾向依循現有管理辦法 

亞太電信： 

 要先評估目前互連的實際狀況，目前亞太和

其他業者連的方式是先跟 gateway 連，但是

數據服務透過 gateway 不知道是否可行，才

能討論。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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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同互連服務品

質？ 

(2) 若所採用技術之語

音服務已成熟，對其

他業者是否應負擔

語 音 服 務 互 連 義

務？  

4. 是否應針對互連之

價格進行規範？針

對行動寬頻網路之

建設成本控制與服

務品質提升，是否鼓

勵網路/基地台共構

及 MVNO？是否可

將 MVNO 服務範圍

加 總 於 服 務 涵 蓋

率？是否應規範語

音服務之 MVNO 義

務？ 

經現場詢問後業者傾向依循現有管理辦法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5. 請問未來行動寬頻

釋照政策規劃中，您

針對網路中立性之

規範建議為何？對

網路公平使用原則

建議為何？ 

台灣大哥大： 

 ITU 今年 12 月會開始討論網路中立性的問

題，最主要是避免 free rider 的議題，不見得

要面對取消上網吃到飽，但是主管機關應該

要注意公平使用原則這是最基本的，第二個

是允許業者做 tier price，第三個是根據不同

上網品質可以有不同訂價，這樣以後消費者

可以自己選擇要的服務。在德國甚至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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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OIP、P2P 或其他視訊串流。只有在 fair 

user policy 才可以談 tier price 或不同的 Qos

或不同的價格。 

電信協會： 

 目前 NCC 的觀念是最高的價格就必須訂在

吃到飽的價格，只能往下壓，如果從成本結

構來看，這應該重新再被討論，不應該有虛

擬天花板。 

 香港、新加坡、日本還有德國等等國家根據

公平使用原則都有很多方法，可以來看看可

不可行，比如說到一定量以後會限速，或你

要不要再加買。南非超過量以後會無法上網

到下個月為止。應該要看有哪些台灣可以參

考讓大家珍惜網路的資源。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6. 現有GSM服務或 3G

服務使用者如何無

縫接軌逐步移轉到

行動寬頻業務： 

(1) 原 2G 綁約未到期客

戶可否因頻譜用途

移轉強制遷移？ 

(2) 是否應實施語音服

務之跨網 2G/3G/4G

號碼可攜服務？ 

中華電信： 

 從消費者保護來看這個議題，目前釋出執照

有部分現有消費者使用，會有幾百萬計的用

戶一夕之間不能用了。我們贊成通傳會在 30

號說明文件內利用簡政便民的方式避免造成

用戶困擾及恐慌。 

 建議不要實施所謂的 NP，所謂 D 加 N 天的

機制。 

 

遠傳電信： 

 建議將當初預留給軍方作為干擾的

15MHz(1865~1880MHz)作為 GSM 2G 用戶

移轉之用。(預估後年底約 3、4 百萬用戶)，

如此一來創造乾淨頻譜，對業者容易規劃，

對國家可以提高標金。否則要業者自行解決

會造成頻譜浪費，要留 5M 來保留給漫遊服

務和釘子戶。 

 從業者角度看，移頻責任由業者來做負擔會

比較大，如果會有消費者問題，行政單位必

須承擔。因為目前 1800 MHz 只有 15 MHz

是乾淨的，不乾淨的頻段標金一定會差很多，

只要政府多做一點努力可以獲得更高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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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業者之間就地交換的難度非常高，事實上應

該做不到。 

 如果移到 1865~1880MHz 不用簽任何的客戶

同意書。 

威寶電信： 

 建議將 900MHz 和 1800MHz 目前已經使用

的頻段，保留給既有業者，把其他的頻段保

留給其他業者。 

亞太電信： 

 對 2G 用戶的保障應該要既有業者來承擔才

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遠傳說的 1865~1880MHz 如果是空的話應該

是拿出來釋照，而非來做目前 2G 用戶的權

利保障。 

台灣大哥大： 

 當初在 GSM 換照的時候，鄧司長有詢問過

在 106年 7月以前提早釋回目前占用的GSM

執照，業者已經都被迫答應。所以遠傳說要

將 1865~1880MHz 拿出來，我認為移頻這是

每一個 GSM 業者的天職，要用自己的方法

來滿足用戶。建議主管機關考慮這次釋照的

目的就是速度要追上國際競爭力，如果

1800MHz 只有 15MHz 是乾淨的，只有一家

可以做 LTE，這和當初釋照原則矛盾，因為

GSM 可以以 200K 為單位慢慢移，建議每家

業者都有公平同步 launch LTE 的機會，既有

的 GSM 用戶自己用 200K 為單位移頻。 

 2G/3G/4G 號碼可攜服務的部分，根據未來

NCC 的規畫未來只有行動寬頻業務執照，建

議在同一個業者底下，直接用 INP(internal 

NP)就可以了。 

 1865~1880MHz 目前是軍方在使用。 

 既有 2G 業者的強波器都已經定頻了，所以

要移頻就必須面臨強波器無法使用的狀況。 

 有關釘子戶的問題，有關 2G 用戶是否可以

強制移轉，我們認為可以設定條件，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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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某種比例，業者可以提供資費的保障，

如果用業者提出的私契約很難處理，希望在

釋照管理規則，提出一些條件允許業者來調

整，從政策角度來做這件事情，會比較有機

會成功。應該是修 2G 管理規則 

電信協會： 

 至少必須連續的 15MHz 才能可能達到

100Mbps，但是還要負擔移頻的 GSM，如果

要達到這樣的速率也要有足夠的地才行，這

部分絕對需要公權力來介入。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其他議題 電信協會 

 對急難救助和普及服務上 2G 有得天獨厚的

條件，700MHz 或 900MHz 政府應該要說清

楚權利義務，否則之後都會賦予在業者身上，

但是裡面很多義務是衝突的，沒有辦法都做

到。 

亞太電信： 

 急難救助部分應該把簡訊兩個字拿掉，因為

LTE 不一定要用簡訊發射，寫進去反而綁死

了。 

 

威寶電信： 

 所謂行動寬頻業務和 HSPA+有什麼差別，主

管機關應該要考量。 

 任何 carrier aggregation 必須要先考量到

single duplex window，並不是任何的 700 

MHz 和 900MHz 頻塊都可以做 carrier 

aggregation，所以主管機關在切的時候必須

要注意是否在同一個 window 裡面。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書面意見另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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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家學者意見分析 

一、 東吳大學經濟系樊沁萍教授 

(一) 我國未來行動寬頻執照理想拍賣方式及釋照程序：  

1.不建議採取實質審查，因為實質審查中「計畫書評比」及「面談」必定會

影響頻譜分配結果，而此二方式皆缺乏客觀標準，公正性易於遭到質疑。

建議採取形式審查，規劃參與競標廠商必須滿足之條件，建構 check list，

凡符合要件廠商皆可參與拍賣。  

2.關於技術門檻，需考慮對尚未發展成熟的新興技術是否可訂出合適門檻？

若要求得到頻譜後必需達到門檻，是否也需訂出未達門檻罰則？ 

(二) 執照拍賣設計： 

1.拍賣標的物： 

業務＋頻譜執照或僅為頻譜執照，單一頻譜區塊或高低頻譜區塊組合。以

上考慮應由技術面與政策面因素決定，必須先對這些問題有妥善設計，才

能後續規劃拍賣。相關概念：數位匯流，電信技術發展，產業自由化，電

信產業管制的理論基礎。 

2.競價機制： 

首先需決定拍賣標的是「頻譜」或是「執照」。拍賣「頻譜」可以英國 Ofcom 

(2011) Consultation on 800 MHz and 2.6 GHz 為例。首先規劃頻譜 packages，

然後 Section 9 敘述拍賣目的(p109~111)，再比較數種拍賣型式(p111~117)，

最後決定採用 CCA (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英國在 2008 年對

10-40GHz 第一次採用 CCA，10 家投標者都有標到頻譜。2008 年 L-band

也是採用 CCA，17 slots 8 家投標者，拍賣結果是 Qualcomm 一家廠商買到

所有 slots。之後學者分析資料認為此結果是有效率的，但未得標廠商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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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CCA 操作本身就十分複雜，如果要加入 spectrum cap 規定，需

研究適當作法。 

拍賣「執照」則可以美國為例，美國 700 MHz 採用 HPB 拍賣機制，經過

38天 261回合後，101位投標者買到 1090張執照。若拍賣標的為「執照」，

台灣之政策環境遠比美國簡單，似乎不需用到 HPB。 

3.不建議採取單回合密封式拍賣，因為無資訊揭露過程，不確定較大。也不

建議採用 WiMAX 限制回合數拍賣，無國際前例也無理論基礎，並且底標

加上增額上限乘固定回合數，等於是規定執照最高價格。 

4.單一業者獲取頻寬上限(spectrum cap)：頻寬上限規定應該是拍賣規定的一

部份，在拍賣前即應公告周知。實際施行方法需配合拍賣方式而定。 

5.關於拍賣制度是否符合賽局理論預期，建議台灣頻譜拍賣設計應參考國際

經驗並考慮本國情況。頻譜拍賣制度複雜性甚高，自行設計新制度難度頗

高且需研究團隊長期投資。建議台灣參考國際經驗，例如美國HPB拍賣與

英國 CCA 都是經過國際知名學者設計。選擇較適合台灣情況拍賣制度後，

再視需要來做調整。 

6.實質審查過程之公正性較可能遭到質疑，而政策過程完備，執行嚴謹之拍

賣應較能維持公正性。拍賣是競爭激烈的交易制度，最大優點是能將稀少

資源做有效率分配。但是對於新技術，則「效率」並無固定標準，因此也

難以用拍賣制度來找出最有效率的廠商。 

二、 專家深度訪談意見分析 

(一) 美商高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黃慶原總監 

1.舉辦時間：8 月 29 日 

2.地點：台灣通訊學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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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訪談題綱： 

(1) LTE 的技術現況 

A. 請提供目前 LTE 網路設備及終端設備在我國不同主要頻帶

(700MHz, 900MHz, 1800MHz, 及 2.5GHz)之可供應 (availability)

情形  

B. 目前 LTE 網路設備在 700MHz, 900MHz, 1800MHz, 及 2.5GHz

的頻譜效率 (bps/Hz)及基地台有效涵蓋半徑  

(2) LTE 與 HSPA 系列的技術比較 

A. peak data rate, 頻譜效率 (bps/Hz etc)之比較 , 最好依 Channel 

bandwidth 5MHz, 10MHz, 15MHz, 20 MHz 區分  

B. mobility, latency, 語音功能之比較  

(3) LTE 的行動寬頻應用 

A. 那些是 LTE 未來獨特之行動寬頻應用? 

B. LTE 與雲端應用結合之案例  

(4) 未來無線寬頻釋照時的技術門檻規定建議(例如：頻率效率、發射功

率及 Power Mask 的要求等) 

4.專家重點意見摘要： 

(1) 目前全球 LTE 設備已經十分普及，但主要落在 700MHz、800MHz、

1800MHz及 2600MHz等頻段(請參考圖 4-3-1)。以目前 LTE技術發展

趨勢來看， 900MHz 不是一個主流頻段。到目前為止亞洲國家中的

新加坡、紐西蘭、日本等確實釋出 LTE 900 頻段，但是這幾個國家基

本上都不是在市場非常大的主流國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

應該是選擇HSPA 900技術，而不是LTE 900，因為目前為止LTE 900 

終端設備非常的少。 

(2) 智慧型手機上語音的APP並不能稱為完整的語音服務。以高通的作法，

完整的語音服務目前為止是這樣，若需 data通訊服務就是在LTE上，

如果要打語音就要回到 2G/3G。目前有關 VoLTE (Voice over LTE)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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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未來幾年之內我們還在測試，這不是短期兩年三年之內可以看

到的。現在國際上有啟動 LTE 的業者就是這樣做。所以現在要發 4G

的時候，必須注意語音服務的問題不是兩三年能夠解決的，這部分設

備是趕不上的。LTE 的語音服務問題現有 3G 業者不用擔心，但是對

全新的電信業者會有很大問題，換言之，只發無語音服務的LTE執照

會有很大問題。 

(3) 在採用全新的 MIMO(2X2)技術充分支援下，LTE 與 HSPA+之頻譜效

率及最高速率已經相當接近。(請參考圖4-3-2)但LTE仍略有延遲時間

和頻譜效率的優勢。以最高速率而言，不論 LTE 或 HSPA+，當

Channel bandwidth 越高則速率越高。我們的解釋是這樣，如果單純以

HSPA+或是 LTE來看，我們假設是相同的 bandwidth 和同樣的天線技

術，以 peak data rate 來評比，我們算出來的結論是 HSPA+比 LTE 好，

但是這是相同的理想條件下。但是在真實環境下 LTE 會比 HSPA+好，

原因是因為 LTE 大部分國家是是 MIMO 2X2 的，可是 HSPA+你現在

仍然看不到是MIMO的存在。所以變成一般通論來談，如果頻寬不夠

大的時候，舉例來說 10MHz的 LTE表現不會比 HSPA+好，但是如果

頻寬夠大比如 15Mhz 或更大 LTE 網路的整個效果就比 HSPA+好。 

(4) 有關 LTE 應用之建議如下： 

A. 目前 3G 能跑的應用 LTE 都可以  

B. 因為 LTE 的 low latency 特性所以將可以發展一些擴增實境特

殊應用，高通目前做的比較多的就是 augmented reality。一兩

個月前我們發表了 cloud based AR，所以未來可以做很多事情。

台灣的研究單位可以直接下載來看，建議參考高通官方網站

有關擴增實境的研究。也建議可以參考前一段時間 google 前

一陣子也發表的新行動應用技術。  

(5) 有關技術門檻議題意見如下： 

A. 技術門檻若是頻譜效率將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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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可操作可判定的標準。  

B. 頻譜效率的門檻問題沒有標準，例如在 WiMAX 的規範是理論

值還是實際值呢？你要怎麼去測、如果是實際值你要怎麼審

驗，因為在無線環境下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你的數值，所以

把這個寫進規範是比較奇怪的事情，因為如果是理論值只要

提供 paper 就好了。在過去的電信法等等只要寫一個大概就可

以了，因為頻譜效率是不斷在演進，另一方面如果寫進規則

裡面就變成最低標準，業者反而沒有刺激發展的動機。  

C. 有關發射功率和 Power mask 建議參考 3GPP 標準文件。 (3GPP 

TS 36.104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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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全球 LTE 用戶終端設備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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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HSPA+與 LTE 技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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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林寶樹主任 

1.時間：101 年 12 月 13 日 

2.地點：交通大學電資中心 

3.出席人員：蔡志宏教授 

4.訪問紀錄摘要： 

訪問題綱 專家意見摘要 

1.中國大陸無線寬頻頻譜釋照狀

況 

請問中國目前三大行動運營商

之頻譜配置狀況及後續 4G 發照

頻譜規劃為何？ 

中國 TD-LTE服務的試點狀態試

點如何移轉到發照 

 目前開放 TD-LTE 的範圍，包括： 

 Band40－2300-2400 MHz 

 Band41－2500-2690 MHz 

 Band38－2570-2620 MHz 

 目前規劃做 TD-LTE 共有 Band 

40+Band 41=290MHz 

 中國大陸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測試

點，就是朝 TD-LTE 商業營運走。未

來這些使用的頻段應該都不會撤掉。

最多一些頻率有些調整。 

 依照過去的模式，從試點，正式發照，

到之後真正的商業服務過程，皆依照

中國電信業的發展慣例而進行。 

 目前杭州、廣州、深圳已經不是技術

試點，是商轉試點。 

2.2.6GHz 頻帶規劃及後續配套： 

請問您對我國 2.6GHz 未來釋照

規劃及 WBA 業者網路升級條件

有何建議？ 

TDD、FDD 雙模 LTE 技術現況

及我國通訊產業如何因應其後

續發展？ 

 目前從 WiMAX 演進到 TD-LTE 服務

的方式已經從雙模晶片的開發著手，

目前該種晶片已經存在。 

 現在中國移動已在香港進行 TDD 跟

FDD的LTE 雙模 handover技術測試。 

3.請問您對未來 NCC 目前已公

佈之行動寬頻業務釋照規劃徵

詢文件及技術規範有何建議？ 

 必須特別注意 2G移轉到 4G可能產生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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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新世代行動寬頻政策、釋照與監理法規建議 

第一節 行動寬頻及釋照政策 

一、 釋照政策目標 

(一) 釋照目標：根據 NCC 徵詢文件公告 

 釋出無線頻譜資源，提供具數據傳輸服務下載峰值速率達 100Mbps 以

上行動寬頻網路之所需。 

 維持行動通信市場競爭，以保障國人選擇權益。 

 反映商用頻譜價值，以提升頻率使用效率。 

建議主管機關可參酌本研究內容做細部調整。 

(二) 行動寬頻業務定義： 

根據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8 日公告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

範圍、時程及家數一覽表」，開放行動寬頻業務，並於102年12月前釋出700MHz、

900MHz 及 1800 MHz 等 3 頻段；且在不指定技術，但以國際電信聯合會於本頻

段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術為限。 

故本研究認為目前行動寬頻業務最容易被各界接受的定義可為：「經營者採

用之系統以國際電信聯合會(ITU)於相關頻段(700MHz、900MHz 及 1800 MHz 等

3 頻段)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術提供之語音及高速數據服務。」但前述寬頻

行動技術之範圍及服務品質要求主管機關仍有階段性解釋空間。例如：國際電信

聯合會業經多次會議討論，於 2012 年會議審議 LTE-Advanced 及

WirelessMAN-Advanced 等 2 項標準符合所定義之下世代行動通信技術

IMT-Advanced 範疇。未來可朝向兼容 2G、3G、LTE 及 IMT-Advanced 技術之服

務發展，俾業者可隨技術及市場發展，適時升級網路。 

我國政府既已宣布配合技術中立原則，未來行動寬頻業務不再區分第四代、

第五代等技術。鑒於行動寬頻服務在推升經濟動能之重要意義，於 2012 年首先

公告將釋出 700MHz、900 MHz 及 1800 MHz 等三頻段之頻譜資源供行動寬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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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使用外，政府將持續評估行動寬頻產業之成長需求，適時釋出頻譜資源。如此

一來，同屬「行動寬頻業務」執照，將可能有多批不同使用年限之頻譜使用權。

在這架構下，釋照標的應屬於「頻率執照」。 

因應此項政策指示，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有關特許執照有效期間之條文，

已不宜爰用過去之「本業務特許執照有效期間為十五年」之用法，應修改為「本

業務特許執照所需無線電頻率使用期限為十五年，其起訖日期由本會公告之。前

項特許執照有效期間至無線電頻率使用期限屆滿日止。」 

二、 行動寬頻業務釋照重要政策議題建議 

(一) 頻譜區塊規劃： 

1.特殊性質的頻段必須先區分出來，明訂於拍賣規則中。例如：900MHZ 和

1800MHz 部分頻段目前在使用或有頻段會受到特殊干擾 (794MHz 到

803MHz 受到低功率麥克風干擾)。 

2.頻譜區塊的妥適性必須與本次發照的技術中立性及峰值下載速率 100Mbps

之要求一併討論，請詳見本報告第五章第一節(技術中立)、第二節及附件之

業者意見內容。 

(二) 營業區域：建議採全國性執照(nationwide) 

說明：我國幅員小、民眾跨區活動需求大，以及地區性業者在網路互連及漫

遊協商上處於弱勢兩因素下，地區性業者難與全國性業者競爭，均已被購併。另

外，根據國外近年頻率拍賣經驗，全國性執照之價值遠高於地區性執照。 

(三) 執照期限： 

建議採 15 年，並自 106 年 7 月起算，至 121 年 6 月 30 日屆止。 

說明：我國過去開放 2G 與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之執照期限均為 15 年，因

按各家業者完成網路建設取得特許執照日起算，致屆期日不一，不利日後頻帶整

體規劃使用。故於開放 3G 業務時，特統一規定執照屆期日。行政院核定 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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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換發之新執照效期於 106 年 6 月終止。因此 ，900 MHz 及 1800MHz 頻段

之執照原則上應自 106 年 7 月起營運。但為紓解行動網路壅塞問題，明定除外情

事。 

目前根據 NCC 徵詢文件中執照期限的起算方式，既有 2G 使用頻段若由新

進的其他行動寬頻獲照業者標得，將不利於新進業者，故存在檢討空間。 

(四) 技術中立： 

有關未來我國行動寬頻業務釋照採行技術中立原則，於相關政府公告、研究

報告或歷次產官學座談會或研討會中應該可以確立為各界共識，也順應國際各先

進國家發照之潮流。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8 日公告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

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中針對行動寬頻業務之

700MHz、900MHz 及 1800 MHz 等 3 頻段便述明「不指定技術，但以國際電信

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術為限」，應是行政院層級對於我國

未來新世代行動寬頻服務之技術中立之最重要宣示。一般產學研界解讀行政院公

告一覽表中之意義，多認為應該允許未來行動寬頻網路兼容一般所稱 2G、3G、

及 4G 之技術。 

不過在通傳會於 11月 26日公告之行動寬頻業務釋照公開意見徵詢文件中一

方面於其釋照目標中明列「釋出無線頻譜資源，提供具數據傳輸服務下載峰值速

率達 100Mbps 以上行動寬頻網路之所需」。另一方面於開臺營業條件及網路品質

與涵蓋率中分別要求「經營者應完成具數據傳輸服務下載峰值速率 100Mbps 以

上之基地臺設置數量總數 250 臺以上，始可營業。」及「經營者應自取得系統架

設許可之日起 5 年內，其系統網路提供數據傳輸下載峰值速率具 100Mbps 以上

之基地臺數量，應達基地臺總數 80%或 1000 臺以上，且具上述峰值速率之基地

臺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 50%。」前述要求若皆納入未來釋照規則中，

對於業者於網路建設時可選用之技術及運作頻寬則顯然有額外要求。因此對於未

來釋照與管理規則如何設計以便保有技術中立之精神，提供業者一定的技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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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且仍達到必要之政策目標，實有必要進一步衡量。 

根據本研究蒐集包括電信技術廠商與行動業者之回應，一般認定若要達到數

據傳輸服務下載峰值速率 100Mbps，即使採用 LTE 技術，每個業者至少要有三

個連續 5MHz 頻塊方有機會達成。精確來說，如果 15MHz x 2 通道頻寬加上至

少 2x2 MIMO 天線，且在非常特殊狀況(如天候良好，交通幾乎無負載且臨近基

地台)下才可以達成。若從非技術角度來看，在台灣消費者意識高漲情形下，如

果如此規範而消費者幾乎沒有使用到 100Mbps 的機會，很容易有很大反彈。另

一方面，業者在達成數據傳輸服務下載峰值速率 100Mbps 的同時，加上 35Mbps

之頻譜上限，其可選用於支援 2G 移轉至 3G/4G 之頻譜就十分有限。如果業者因

頻譜調度不足無法順利移轉其 2G 用戶，用戶權益將很難獲得保障。因此數據傳

輸服務下載峰值速率達 100Mbps 及系統網路提供數據傳輸下載峰值速率具

100Mbps 以上之基地臺數量，應達基地臺總數 80%或 1000 臺以上，且具上述峰

值速率之基地臺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 50%之要求，建議予以適度放寬。

建議於網路涵蓋率與品質要求方面，可改儘量採以最低速率為標準，例如將達成

最低速率 2Mbps 設為業者可選用之基地臺電波涵蓋範圍標準，將可以維持我國

行動寬頻業務較高的技術中立性。 

(五) 頻譜上下限規範： 

設定頻譜上下限必須搭配明確政策目標，例如仿造英國為促進市場競爭，保

障第四家業者競爭力。 

建議單一業者可標得之頻譜資源上限如下： 

900MHz 頻段：至多 10MHz x 2 

700MHz、900MHz 及 1800MHz 頻段：合計至多 45 MHz x 2 

說明：頻譜上限設計之目的係為防止不對稱分配而威脅到市場競爭、避免頻

譜資源過度集中及提供行動頻需要。 

900MHz 為 GSM 重要頻段，未來數年內多家業者之 2G用戶均有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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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900MHz 頻寬有限，故單一業者取得頻寬應限縮。 

依 NCC 徵詢文件長期而言單一業者獲得 45MHz 應有其需求，也應該被允

許。建議為協助 GSM 移頻並減少因二次交易後方達到 45MHz 的上限之時間延

遲，建議釋照競標階段便至少放寬到 45MHz，一方面有利於業者 LTE 建設，可

提早解除網路擁塞之苦，國人可早日享受科技帶來的高速寬頻的好處之外，並有

利業者達成 100Mbps 的要求。如果主管機關認為上限放寬到 45MHz 有不易維持

市場競爭之疑慮，則建議可對於獲得 40 MHz 以上之業者提出應有提供 MVNO

之強制義務要求以為配套措施。 

(六) 國內漫遊及 MVNO 服務： 

1.國內漫遊： 

為有利於 2G用戶移轉至 3G及 4G行動寬頻業務，行動網路業者間(特別是

同時擁有 2G、3G及行動寬頻網路業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建議均應

搭配提供 2G 用戶國內漫遊服務。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訂定。有關

新進業者漫遊之相關分析，另詳見於本章第二節之討論。 

2.MVNO 服務： 

國際上，監理主管機關將 MVNO 服務視為促進無線基礎建設共享及增進

市場競爭的一項措施。參照國際經驗，經由對 4G 業者要求承諾提供

MVNO 服務，可提供未獲得執照之其他行動業者成為 MVNO 之機會，使

其用戶仍可享有 4G 之高速優質服務，有利於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維持市場

競爭。故仍建議主關機關採行，於未來管理規則適度納入。可特別針對具

顯著市場力量之行動網路業者(含 2G、3G 及行動寬頻業者)或取得高比例

頻譜之業者，建議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新進業者 MVNO 服務請求。 

(七) 2G 到 4G 服務移轉 

1.部分業者建議可調度 15MHz(1865~1880MHz)作為 GSM 2G 用戶移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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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於頻譜有餘度時可以評估。 

2.在保障用戶服務品質下於執照期限內進行移頻是每一個 GSM 業者應負擔

之職責，每一位業者應根據其所獲頻譜設計其用戶移轉計畫來順利移轉用

戶。 

3.業者之用戶移轉計劃應予主管機關充分協商並考慮使用者權益。並特別建

議避免與業者其用戶綁約條件衝突。 

4.如發生釘子戶待強制移轉的問題，可以設定網路關閉條件(例如用戶已低

於某種比例)，業者可以在提供資費保障條件下並協助提供終端設備完成。

本措施若要有其完備性，有必要搭配調整 2G 管理規則。 

(八) 行動寬頻業務電信編碼與號碼可攜 

本研究團隊建議基於技術中立及未來 700MHz、900MHz 及 1800MHz 三頻

段將存在多網共存之高度可能，且其網路可能與業者之既有 2G、3G 核心網路共

構，未來有必要允許此業務將 2G、3G 既有號碼及 4G 行動寬頻新增號碼混用。 

換言之，本研究建議行動寬頻業者如為既有業者，可彈性運用其既有 2G、

3G 號碼，且在同一個業者網路中，允許直接使用 INP(internal number portability)

達成 2G、3G 及 4G 內部可攜號碼；跨業者間之跨網號碼可攜因涉及 VoLTE 的技

術成熟度，建議應另行研究。 

(九) 基地台及網路之共站共構 

本研究團隊建議對網路與基地台共構予以鼓勵，並依循現有法規規範。 

根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3 條之定義，所謂「共

站」係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於同一棟建築物設置基地臺。而「共構」係

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共用天線設置基地臺，或預留天線通信埠及機櫃空

間供他業者設置基地臺。 

目前法規中對於共站與共構之規範，散見於業務管理規則、行動通信網路業



237 

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及技術規範與審驗規範當中，以下提供部份規則或辦

法之具體條文，由於技術規範與審驗規範並未著重於營運規範之要求，故暫不予

列出。 

1.「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3-1 條規定： 

獲配不同頻率之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或二以上屬關係企業之行動電話業務

經營者，為降低基地臺設置數，得共用基地臺及網路設施。 

前項所稱關係企業，依公司法有關關係企業之規定。第一項之行動電話業務

經營者共用基地臺及網路設施時，不得有電信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各款行

為。 

第一項之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於偏遠地區之基地臺，應提供強制漫遊或共站、

共構服務。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依第一項規定進行整合時，應辦理事業計畫書內容之變

更；其通訊監察相關設備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辦理。無事業計畫書之

經營者亦同。 

關係企業內經整合之行動通信網路，其客戶服務品質及網路性能等品質指標

經合併計算後，應符合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服務品質規範之各項品質指標。 

第一項之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應開放一定比例之基地臺位置供其他經營者

共構或共站，其比例由本會定之。 

2.「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1 條規定 

經營者及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應依主管機關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信建設協

商小組，協商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共用事項。 

3.「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 

經營者及取得籌設許可者應依本會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信建設協商小組，

協商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事項。 

另外如果鼓勵業者間相互提供 MVNO 服務，亦間接促成另一型態的網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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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共構，也建議主管機關積極採行。 

(十) 二次交易 

電信一直以來被視為具有高度管制之產業，其中又以頻譜拍賣與轉讓部分，

各國主管機關莫不自視為控管產業結構之關鍵，也因此對於拍賣的方式、手段，

以及業者的資格，均採取了相當嚴格的管控。此次在針對 4G 頻譜的釋照上，有

別於過往 2G、3G 之方式，我國政府欲引進頻譜的二次交易制度，以期望活化我

國電信產業的頻譜使用，使得該制度的內容獲得我國電信產業相關業者的注目。 

因傳輸速率之提升、頻率需求以及網路設備之演進均有其不確定性，我國政

府為了確保各項行動寬頻業務的持續創新，因此引進先進諸國所使用之二次交易，

期望能提高頻率稀有資源之使用效益及彈性，以利電信事業因應未來市場需求及

競爭，並提升我國社會福利。在轉讓對象上，因頻譜交易為我國首次實施，在為

避免複雜的情況下，暫時不宜放寬轉讓對象至非行動寬頻業務業者；以 WiMax

業者為例，在既有法規下，已制定不能出租或轉讓之規則，且管制者基於現賴保

護原則，亦不宜開放轉讓對象，以保護所有業者。 

而專家學者對於二次交易的看法，則認為應允許市場發揮機能，且依據國外

的發展經驗而言，為使頻譜使用更有效率，應要讓轉讓趨向彈性化，建議主管機

關應對轉讓資格採取放寬的做法，以提高頻譜使用效率，但前提應為業者須遵守

一定條件之下，並於主管機關監督完成二次交易。 

總歸上述，雖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皆是以提升我國之社會福利為優先考量，

但政府現階段因法規之限制，以及是首次推行「二次交易」政策，是以造成於行

動寬頻業務頻譜使用權轉讓是否僅侷限於既有業者，專家學者與政府部門對於現

階段轉讓對象尚有不同看法，但整體政策仍建議積極推動以便讓我國電信市場趨

向自由化，如此方能創造一個更好的電信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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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議題 

1.為避免小業者未能取得頻譜之風險，建議採行鼓勵或強制性 MVNO 服務

要求以吸收小電信業者之用戶需求。 

2.若發生頻譜未能售出之情事，建議進行第二次拍賣。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持

續調查是否有可擴增之頻譜搭配本次未標出之頻譜一併釋出。 

3.為避免競標者串謀勾結行為致降低拍賣效率之情事，則建議參考國際案例，

盡量提高底價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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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監理法規修正建議及配套 

一、 技術規範(功率及溢波)、涵蓋率及最低速率要求建議 

(一) EIRP 功率之技術規範 

我國目前對於 3G 網路採用「第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

規範」進行其功率規範，但在 LTE 技術出現後，由於 LTE 技術通道頻寬已經可

以是 10MHz, 15MHz, 甚至是 20MHz之彈性設計，且採用MIMO多天線之設計；

這些新技術與多以單天線收發的 SISO 為主且採用 5MHz 為通道頻寬之 3G 通訊

技術截然不同，相關 EIRP 之規範有必要重新檢視。此外，部分國家於特定條件

下，如郊區等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已允許較大發射功率。功率規範上是否可放寬

現行基地台之最大發射功率規範(EIRP)予以合理化與彈性化，確實是我國新世代

行動寬頻業務有必要探討之議題。 

舉例而言，EIRP 功率定義若不分通道頻寬一律限制為 57dBm，對於一個採

用 15MHz 頻寬的 LTE 基地台收發機之發射功率將反必需小於一個也是使用

15MHz 頻寬但採用三個 5MHz 收發機的 3G 基地台，因為後者可以分開計算換言

之，若不彈性話目前我國 EIRP 功率定義會限制行動寬頻技術朝 LTE 的演進跟發

展。目前產業界的普遍共識是將基地台最大發射功率(EIRP)建議用每 MHz 或以

5MHz 為單位。郊區和人口密度低的區域因為有涵蓋面、縮減數位落差、普及服

務及災難通訊等需求，所以建議可以適度提高，譬如說從 57dBm提升到 60 dBm。

在此一議題上本研究建議不應該受到媒體影響使技術議題的探討本末倒置，建議

未來對外之說明中應強調係參考國際中的嚴謹規範，以避免民眾對電磁波的疑慮。

民眾或部份團體若仍有疑慮，還需要教育及事先準備之溝通來消除。 

(二) 溢波(含 Power Mask)之技術規範 

3GPP 規範中有關無線電發射之溢波 (spurious emission)與非必要功率

(unwanted emission)之規範甚為詳細，且與頻段、頻寬有關，相關規範甚多，建

議可同時參考 3GPP 之 UMTS 與 LTE 相關技術文件 TS 36.101、36.104、2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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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5.104 等四份文件，以保持技術中立。但我國未來行動寬頻網路是否可僅直

接參考3GPP規範？是否需依行動寬頻業務公告頻段中國內各相關頻段的鄰頻配

置現況評估進一步調整？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 

首先，依行政院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

數一覽表」，我國未來行動寬頻業務與目前 2G、3G 業務將共存相當一段時間，

我們認為未來行動寬頻業務與 800MHz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間之空閒頻帶(保護

頻帶)不足，行動寬頻網路( 不論 3G 或 4G 技術) 即使完全遵循 3GPP 規範，皆仍

有可能發生相互干擾。另外我國 ETC e-tag 之運作頻帶位於 915MHz-930MHz 之

間，也與頻帶相鄰之行動寬頻業務容易發生某種程度之相互干擾，有待釐清。另

外，同樣由於未來 4G 業務與目前 2G、3G 業務將共存相當一段時間，多網共存

且基地台共構將會是必然發生之情境，在此情況下我國是否應採行更明確之溢波

特殊規範，以及要如何處理多網基地台共構的溢波干擾，也是潛在的技術相關課

題。 

我們預期若多網基地台共構出現干擾問題，行動寬頻業者首先會與其設備商

進行協調。根據業者回應，針對我國特有之多網共存跟基地台共構的情況，將會

有溢波特殊規範，目前業者間已經有一個共構小組，有 MOU 的會議可以討論跟

協調解決。如果其問題依然無法解決，特別是跨業務間之議題，方較需要主管機

關介入。 

但是未來若我國 2.5-2.69GHz之無線寬頻網路與行動寬頻業務之網路進一步

整合共構，或是 2.5-2.69GHz 頻譜中兼容 TDD 或 FDD 技術，此時溢波與 Power 

Mask 將會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因為一定會有干擾而減損臨近網路之效能。不過

此一情形發生之可能性與我國整體行動及無線業務演進相關，尚非此次行動寬頻

釋照之時效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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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寬頻服務涵蓋率 

我國過去寬頻涵蓋率相關規範在第三代行動通信為：「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

設許可之日起三年內，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 50%」；針對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則為：「取得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基地臺

之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域人口數 70%，且其營運區域應逾營業區縣市之過

半」。而根據 NCC 統計，目前我國 3G 寬頻涵蓋率估計約在 95%~98%涵蓋範圍，

顯然第三代行動通信業者由於市場競爭，且基於使用者對服務品質要求之壓力，

已經自行加速建設，使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遠超過原管理規則要求。但是無

線寬頻接取業務(WiMAX)則相當不同，許多業者由於資金不足，且營業區域人

口數 70%且其營運區域應逾營業區縣市過半之標準較高，目前仍有業者有無法達

成目標之疑慮。 

針對我國行動寬頻業務明定所有業者之寬頻服務涵蓋率要求於NCC 11月底

公布之徵詢文件中已經有初步規定，其相關規範與第三代行動通信涵蓋率相當類

似，僅因本次釋照採多頻段進行，於定義上似仍有部分待釐清。例如服務涵蓋率

是否將多頻帶網路整體計算?實際量測與計算是否仍遵循現有之「第三代行動通

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作業要點」之精神？室內涵蓋率是否需進一步規範？仍有待

探討。 

本研究所收集之國際案例，發現利用低頻段促進偏遠地區寬頻涵蓋及建設的

政策目標，在國際上十分普遍；但涵蓋率、時程要求及獎懲措施不盡相同。可參

考國家包括：瑞典、瑞士、法國、西班牙、英國、芬蘭、德國等。部分國家則提

出室內涵蓋率要求。如果主管機關要藉行動寬頻釋照來落實我國某些特定寬頻發

展目標，應該是絕佳的時機。目前台灣已經村村有寬頻，在涵蓋率的部分，可以

斟酌來考量，不要訂到非常高標準的涵蓋率。但是在基本的門檻上要做要求，可

以避免投機業者進入。若確定納入涵蓋率要求，則建議應搭配最低速率規範，且

特別小心設計測試方式。目前部份歐洲國家已經有公告最低速率要求並宣佈其相

關量測辦法，如英國瑞典等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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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從產業界觀點，有關涵蓋率他們便普遍認為依循市場機制即可，不需要

特別規範，例如 3G 發照當初的要求很低，但現在已經到 98%的覆蓋率。因此有

關寬頻服務涵蓋率，業者普遍建議參酌 3G，就是三年內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達

營業區人口數的 50%。此外由於行動寬頻業務執照是一個整合執照，應允許業者

持有多頻段( 700 MHz、900 MHz、1800MHz)，甚至是屬多個網路去做這個整合

性的服務，因此必須釐清此寬頻服務涵蓋率規範允許執照持有者利用本次釋照所

獲頻譜所建設的多個網路共同達成。換言之，如果 4G 的執照者擁有多個頻段同

時運營三個網路的時候，實在不必要每種技術都有一套涵蓋率要求。既然是技術

中立執照，業者也應該可以遵循目前網路配置資源決定優先建設的順序(無需針

對特定頻段要求較高的涵蓋率)。對於整合計算涵蓋率之主張，本研究認為如沒

有特定頻段被負予特定任務，則可同意，甚至在長程涵蓋率要求上可納入可提供

MVNO 之區域合併計算，涉及網路建設義務部分，則採取類似 3G 之基本涵蓋率

即可。但是如通傳會認為需要至少有一頻段於短期內便達到高涵蓋率以協助特定

任務(如防救災)之通訊需求，則仍然可以於該頻段或指定頻塊指定一定建設期限

內需達較高涵蓋率之要求。 

有關室內涵蓋率的部份，經濟部工業局便認為由於多數行動傳輸都在室內進

行，為提升服務品質與協助我國產業發展機會，於室內涵蓋問題 NCC 可特別加

以考慮。例如在 4G 的時候就搭配指定開放 indoor solution，例如：small cell、femto 

cell 等等；故建議可特別規範室內涵蓋率。業者則建議政府應該要立法規定，政

府機構的公共建築(如車站、 醫院等)應該要由政府主導開放給業者裝室內涵蓋。

住宅的室內涵蓋問題較複雜，需要進一步協商探討。本研究團隊認為設立室內涵

蓋率之要求將有助於我國產業界發展與消彌部份消費糾紛，可以與業者溝通後訂

定，但可參考國際案例訂定標準，無需過於嚴苛。 

此外不論是業者或學界普遍認為，若有覆蓋率或速率規範，必須特別考量

測試方式。由消費者團體或 NCC 委託特定單位進行速率測試則可刺激業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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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四) 最低速率要求 

在 LTE 已完成發照之先進國家案例中，技術中立已是趨勢，不再訂定頻譜

效率等技術要求，由用戶需求及市場競爭自然促進技術演進。但配合寬頻服務涵

蓋率仍需要訂有最低速率要求。我國目前 3G 服務品質規範為 300kbps(指無線上

網資料下載速率，並以測 100 次之平均值為依據），但其他國家的 LTE 寬頻服務

涵蓋要求之最低速率約在 1Mbps-2Mbps 範圍。因此未來行動寬頻業務之最低速

率要求應如何訂定？應如何定義及量測？或是依然維持目前標準?顯然都是待探

討議題。 

經濟部工業局建議可參考國外指標，認為 1 Mbps 到 2 Mbps 其實是一個很蠻

合理的範圍。部份業者建議測速部分可以參考瑞典的方法，其要求傳輸速率至少

是 1 Mbps，但只針對固網沒有到的家戶，主管機關在競標前就要把這些區域明

列出來。且前述 1 Mbps 是指室內服務之最低頻寬要求，室內只要是有一個房間，

或者是在這個商辦大樓的裡面，任何一個固定的地點，你只要有瞬間的一個超過

1 Mbps per second，就是符合規範，但是其主管機關同時要求平均速率則需是

750Kbps。部份業者認為最低速率高於 300Kbps 是產業界與主管機關目前共識，

任何高於該速率之要求則牽涉技術中立與測試情境的問題。 

在室外之最低速率要求上，國際上最常見之標準為 2Mbps，但是該國通常提

出之測試方法明確而於工程技術上合理；以英國為例，Ofcom 僅要求於網路處於

低使用率，或是僅有一位使用者的特定條件下完成測試即可。 

本研究認為即使於 4G發照規則中是否將寬頻涵蓋率與最低速率要求搭配將

是與政策目標有關之決策，但最低速率服務品質係於 3G 服務以來便有之項目，

不宜廢除，且有必要與時俱進。室內 1Mbps、室外 2Mbps 的最低速率要求將是

未來數年世界各國普遍要求的指標，故本團隊建議採用此符合世界潮流之標準，

但搭配採用符合工程實務原則之量測/測試方法，並納入相關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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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寬頻漫遊、互連及 MVNO 政策建議 

(一) 行動寬頻漫遊 

現行我國電信法規對於新行動通信業務的提供，並未強制要求現有的行動通

信業者必須提供新進業者漫遊服務，例如「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4 條第一項規定「經營者同時為第二代經營者時，得將其所經營之第二代行動

通信網路提供新經營者為網路漫遊服務，其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訂定之。

經營者提供漫遊電信服務，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有鑒於新進業者在網路佈建初期，其網路規模無法與現有業者進行競爭，因

此在管制政策上應思考是否要求「同時取得行動寬頻業務及2G/3G」的現有業者，

有提供一定期間漫遊服務予新進業者的義務，以讓新進業者得以在營運初期有較

高爭取用戶的機會。此一網路漫遊的條件，原則上由現有業者與新進業者進行協

商，若協商不成則應可交由主管機關進行裁決，可以讓新進業者得以早日就網路

覆蓋較為不足之處，透過漫遊方式提供行動通信服務，有助促進市場競爭。此一

網路漫遊並不能替代新進業者在網路佈建上的覆蓋義務，新進業者仍應積極進行

網路佈建，否則仍有執照被廢止的風險。建議主管機關的介入應該有一定的時間

限制條件，並以網路建設初期有利於廣大行動寬頻使用者為限，另外關於易發生

重大天然災害而有特殊需求區域之漫遊，主管機關亦可考量適度介入。 

(二) 行動寬頻互連 

目前多數已開始營運 4G LTE 的電信事業，係將 LTE 網路以提供行動寬頻數

據服務為主，以 LTE 提供語音服務者，多數仍在測試階段 。是以在短期多數 LTE

網路將僅提供行動數據服務，語音服務仍將仰賴現行的 2G 及 3G 網路。 

在網路環境的規劃上，LTE 在技術上為純 IP 化的網路架構，但在語音部分

初期係透過 2G/3G 網路提供，因此在短期內勢必將維持現有兩種以上異質網路

並存的環境，而未能在 LTE 服務提供初期，即完全轉換至全 IP 網路架構。在網

路互連安排上，行動通信業者勢將維持現有的網路互連架構，而無法以 4G 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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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 IP 網路架構進行調整及協商。 

由於 LTE 網路初期僅限於提供行動數據服務，有關網路互連的政策及規範

即與「網際網路互連」（internet interconnection）具有密切關係。我國現行「第一

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雖已針對固網市場主導者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

務課予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然而仍應採取若干改善市場競爭結構及行為的措施，

以讓其他業者得以合理價格及條件，接取固網市場主導者的批發服務。主管機關

目前已開始進行現行網際網路互連機制及費率管制之檢討，故本研究建議未來主

管機關在訂定符合我國需要的網際網路對等互連條件時，應一併適用於行動寬頻

網路之數據服務互連，以確保整體行動寬頻服務之健康環境。 

然在法律規範上，長期而言應有必要在電信法納入有關批發服務的接取

（access）規定，要求市場主導者必須就電信服務所需之中間投入要素提供批發

服務，以強化現行規範。 

此外，全 IP 網路架構未來勢將到來，本研究認為應密切觀察先進國家電信

監理機關對於全 IP 網路環境的監理政策及法規調整討論，以供未來規劃之參

考。 

(三) 行動寬頻 MVNO 

依據我國現行「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對於「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的規

定，係由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先行與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達成合作協議，並

以該合作協議作為申請執照的事業計畫書（第 4 條第 3 項第 4 款）。是以現行法

要求 MVNO 業者必須先行取得 MNO 的合作協議，方能申請執照提供服務。 

在此一規範方式上，MNO 未有法律上的義務必須與有意提供 MVNO 的業

者合作提供服務，縱使其身為市場主導者亦然。有鑒於 MVNO 與 MNO 所提供

的通信服務，均需使用有限的無線電頻率，倘若 MNO 已因為用戶或需求增加而

未有閒置的頻寬可供出租 MVNO 使用，此時似乎難以強制 MNO 必須開放其行

動網路供 MVNO 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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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參照國際經驗，若電信主管機關經由對 4G 業者要求承諾提供 MVNO 服

務，可提供未獲得執照之其他行動業者成為 MVNO 之機會，使其用戶仍可享有

4G 之高速優質服務，有利於保障整體消費者權益並維持市場競爭。故本研究仍

建議主關機關採行，於未來管理規則適度納入。可特別針對具市場顯著力量之行

動網路業者(含 2G、3G 及行動寬頻業者)或取得高比例頻譜之業者，建議無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 MVNO 服務請求。 

本研究認為，為長期促進行動通信服務市場的有效競爭，若經定期市場檢視

程序確認我國行動通信服務批發市場具有市場主導者，則原則上即可要求具有提

供行動通信批發服務的法律義務，此為歐盟網路接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及

所屬會員國電信法的一致要求。倘若市場主導者主張其無剩餘的頻寬及網路容量

可租用予 MVNO，則主管機關應依職權調查確認所述是否屬實，以確認於個案

上是否豁免市場主導者提供 MVNO 的批發義務，就此而言市場主導者應負有舉

證責任。 

我國現行電信法並未明文規定電信批發服務的管制，僅於「第一類電信事業

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明訂批發服務的價格管制。就法律規範體系之完整性

而言，本研究認為應先行於電信法將批發服務納入規範，由主管機關確認批發服

務市場有無市場主導者，再行考慮是否課予其提供 MVNO 接取服務的義務。就

現行電信法的規範體系而言，也可考慮將網路互連（interconnection）及批發服

務接取（access）兩者合併為一專章，以強化現行網路互連及接取規範。 

三、 行動寬頻政策相關配套 

網際網路之普偏使用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之常態，無論係創新之科技應用、日

常生活之消費，甚至於政府公部門服務之提供，都已有藉由網際網路而進行。易

言之，網際網路已然成為各類型社會活動，包括：電子商務、資訊訊息及公共服

務的提供平台。惟不同之服務，自然會使用一定的網路使用量，尤其在影音及視

訊服務的普及之下，該等使用類型常佔用大量的頻寬資源，隨之而來的便是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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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擠塞」問題。以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部署常常面對的是行動寬頻網路的

擁塞問題，近期常見之討論，多包括網路營運業者和網路服務提供商如何利用網

路的管理技術，讓網路的使用更有效率。相關議題則涉及「網路中立性」、「網路

應用平台中立性」及「網路公平使用」，茲分別探討如下。 

(一) 網路中立性 

觀察世界各先進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挪威和法國亦曾研議採取一定的

「網路監管措施」。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亦曾公開徵求文件進行諮詢，包括確保消費者對他們的寬頻網路接入服務

品質的確保，及如何維護一開放的網際網路營運模式。確實網路的管理與開放往

往是一個兩難的互斥議題，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有其自由與無限制的背景存在，

如何在兩者兼取平衡便成為未來寬頻應用必須要重視的一個關鍵。一個管理上的

重要為了管理網路流量管制的行為影響網路的競爭與創新發展，美國聯耶通訊傳

播委員會自 2009 年即開始探討網路開放與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的管理

議題。其也為所謂的 Open Internet 建立一定的管理原則，包括：透明管理、不阻

擋合法內容、不差別對待。 

1.透明度（Transparency）：ISP 業者應公開揭露包含網路接取服務之管理措

施、商業條款等涉及網路流量管理之資訊，以提供消費者及其上下游業者

做出適當的選擇。 

2.禁止封鎖（No Blocking）：不得任意封鎖使用者及其他網路服務或內容提

供者合法使用、接取網路的權利，凡是合法的內容、服務、應用等，皆不

得被阻止。 

3.禁止不合理差別待遇（No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ion）：不得無故對於消

費者接取網路之內容與用量進行差別待遇。 

FCC 在相關的報告中指出，對於寬頻網路必須建立合理的網路管理行為，

一方面確保網路的安全與完整，另方面也希望在解決網路壅塞的前提下，能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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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種讓消費者接受的自願控制與過濾機制。 

此外，英國 OFCOM 亦於 2010 年提出一份諮詢文件，就網路中立與用量管

理所涉之問題進行討論。其中特別指出，固然流量管理有造成競爭障礙之風險，

但於此同時，過去網際網路所使用之「最佳努力」（best effort）流量管理架構，

隨著流量的持續增加，基礎建設高額的投資成本，此一機制受到嚴峻的挑戰。若

無新的流量管理機制，將因一定的擁塞情況而降低所有消費者所需要的基本服務

品質。 

但目前檢視各國主管機關針對頻譜資源有限的行動寬頻網路部份，本研究發

現相關討論並尚未有定論，因此仍值得我國進一步觀察。 

(二) 網路應用平台中立性 

在近年來智慧型手持裝置伴隨者 3G 及 4G 網路全球普及的同時，少數幾家

智慧型手持裝置的主導大廠如 Apple、Google 也同時大力投入 App Store, Android 

Market 等行動應用平台之經營以取得市場之主導權。目前前述之網路應用平台

不僅已經廣泛為全球智慧型手持裝置使用者及行動應用開發者所接納，因其應用

甚至包括大量訊息傳遞、VoIP 及社群應用，已開始減少使用者在簡訊與語音服

務之需求。這些發展使得全球行動業者紛紛產生危機感，害怕未來只能成為 dump 

pipe 般的網路經營者，長期發展下去將毫無利潤可言。我國行動業者則於 3G 發

展初其便已努力進行網路應用平台之經營，如中華電信 Hami 平台與遠傳 S 市集

等，應該也是基於類似思考。而面對部分應用經常造成網路的大流量，如 P2P，

電信業者則視為 Free Rider，更是非常不希望該類應用被大量流傳。 

在國外之部分電信業者為強力取得應用平台之經營主導權，在其銷售手機上

開始限制可使用之應用平台；我國部分電信業者則曾對行動應用開發者創造於其

他業者上架之壁壘( 如電子書)。這些現象非常值得我國主管機關注意；如何維

持網路應用平台中立性以保障使用者權益又讓電信業者有其經營空間，顯然將是

政策上需要長期小心平衡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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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公平使用之建議 

網路開放的原則旨在建立一對於提供網路應用服務不歧視的環境，網路服務

提供者固然必須應符合前述所稱之開放網路原則，但近來亦有一定的討論係針對

網路使用者進行一定的流量管理（Traffic Management）。流量的管理固然對於大

多數網路的使用者而言，有一定的好處，但亦有一定之質疑，尤其係網路服務提

供者是否可能利用「流量管制」之方式，阻絕其它與其提供相同之應用服務提供

者，進而造成競爭上的不利益，容或有爭議討論之空間。對於「網路中立」論述

的支持者而言，流量管量足以成為網路運營商的一種歧視行為，進而傷害網際網

路開放與自由流通的精神。 

網路流量的管理確實可能可以發揮兩個主要的積極作用。首先，它可以在網

路壅塞時，避免所有的用戶都遭受到服務品質降低的痛苦。其次，透過管理的方

式，可能依照消費者的重視程度而優先排序服務的優先次序，即對於網路延遲較

為敏感的程式或服務，如線上遊戲、遠程醫療服務，或 VoIP 的質量。寬頻網路

服務提供者可在這樣的基礎上，設置優先服務等級的差異收費模式。但因流量管

理造成之歧視，確實可能成為一個競爭管理上的議題，並亦需強化消費者對流量

管理下其服務品質之透明化揭露。然而主管機關應該建立一定的管理程序，以確

保競爭及消費者權益不至受損。 

近年來由於第三代行動通信服務的出現，行動上網服務客戶數快速成長，而

隨著智慧型手機、行動網卡等終端的普及，與設備傳輸速率提升，用戶對於行動

數據服務的利用，不再局限於資料傳輸流量較小的簡訊、電子郵件等內容，進而

得以使用電子書、影音、遊戲等應用或內容，使行動通信網路的數據流量呈級數

成長。但由於網路資源（尤其是無線資源）是有限的，當部分用戶長時間大量收

送影音資訊，佔用大量網路資源，將對其他正常用戶造成嚴重影響。這樣的情形

不但影響網路服務品質，更影響了絕大多數正常用戶使用權益。 

參照上述所提供的幾個國家，其彼此間都已意識到建立網路公平使用原則刻

不容緩，對於行動數據服務乃至網際網路服務，採行「公平使用原則（Fai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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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對有不當使用行為（包括超過下載數量限制）之用戶，實施必要之措

施（限制速率或加計費用）以限制其濫用。此部份，亦係於大多數人網路使用之

權益，對於有濫用網路資源之用戶，容許採取適度之限制措施，以維護絕大多數

用戶正常使用之權益。尤其以台灣的網路環境觀之，在大環境無法擴大網路建設

問題下，更應積極採取類似措施，顧及資源之有效率與合理的利用。 

考量到行動寬頻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網路之公平使用原則，建議主管機關

必須加速研擬合理流量管理之機制，以「透明、合理、無歧視」之基本準則，建

立流量管理機制，同時給予產業透過技術及價格機制作為管理流量之手段的彈性，

以建立消費者、產業及政府三贏之局面。為配合檢視網路中立性及網路流量管制

透明度，建議主管機關委託公正的技術單位進行業者評鑑或網路流量管制技術檢

視。另外，相關之業者自評則可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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