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NCC於今年七月提出「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為此，長期關心台灣

電訊傳播相關議題的台灣通訊學會舉辦「數位匯流時代的結構管制思維：媒體所有權

與意見多元」研討會，特別邀請韓國仁荷大學（Inha University）教授金大浩

（Daeho Kim）以「Media Ownership Policy in Korea」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分享韓

國經驗；；同時，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陳耀祥、何吉森等委員以及產學研專家，

共同探討台灣傳播產業與相關法規管制之最適策略。  

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莊春發、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劉崇堅、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兼研

發長暨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蘇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

吉森、國立台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李禮仲（由左至右）  

電話：(02)2368-8478   電子信箱： tcs.org.tw＠ gmail.com 

發行人/劉幼琍  總編輯/許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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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席、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兼研發長暨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於開幕致詞時指出，

NCC公布「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立意

良善，國人都會支持要防制媒體壟斷與維護多

元，但是此草案現在提出沒有必要性與急迫性。

因為台灣的電視生態是頻道太多，經濟規模與市

場太小，資金不足，這個草案沒有定義何謂媒體

壟斷，草案所畫的紅線根據為何？如果既有的法

規對防制媒體壟斷不足以規範，可以透過修法或

制定匯流法的機會來適度修定，而沒有必要制訂

這個專法。面對新媒體與網路媒體對既有媒體的

衝擊，國外的結構法規是在放鬆管制，我國主管

機關應該思考如何平衡媒體產業健全發展與防止

媒體壟斷。    

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暨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 

專題演講 國際數位匯流時代的結構管制：媒體集中度管制之探討 

首場專題演講由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陳耀祥委員主持，陳委員表示，

七月推出草案之後，外界有各種不同

的意見，未來會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並

在會裡討論，開放和參與是政府治理

重要的概念，希望聆聽專家學者及政

策利益關係人的意見，能夠讓該法訂

得更完善，其他如新的電信管理法、

數位通訊法，甚至是廣播電視法修正

的問題，都會與今天討論的議題息息

相關，都可作為會內重要的參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耀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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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葉志良 

 葉志良教授探討美國的相關法規，他指出目前

FCC在審議媒體併購案時，基於媒體本身的特殊性

質，除了競爭法的所有權管制之外，採用動態管制

標準加入了多項公共利益考量，建立多個指標參

數，於個案審議時評估媒體結合是否符合：公共利

益、便利與必要性三項準則。他並認為基於言論、

新聞自由，加上網路等新科技已模糊媒體界線，管

制措施須有堅實理論基礎，特別是對內容有直接關

連的傳播媒體本身更需審慎處理，管制機關應效

法 FCC依靠定期的市場調查與規範檢討，來掌握市

場的情勢脈動，作為改變政策的工具。媒體併購行

動越來越盛行，如何讓資訊來源保持多元性、內

容蘊含多樣性，是各國修訂媒體相關法規的當務

之急。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劉柏立 

 台經院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以日本為例，認為

其「媒體集中排除原則法定化」十分強調多元

性、多樣性與多域性，最大化支持傳播產業發

展。因為在網路發達的現代，與實體世界的經濟

活動早已不同。為了符合當代的生活模式，「網

路傳播的外部性，大者恆大，未必是惡」。劉柏

立所長強調，台灣傳播整體產業在面對新時代網

路潮流的衝擊時，應著重大媒體時代(閱聽人只能

被動接收)與數位規模時代(閱聽人可主動選擇)收

視行為的不同，思考傳播法規整合的議題。他認

為將來傳播法規如何整合以及由誰來整合，應當

將自由還給市場，交由電信業者迎戰與發揮。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葉志良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劉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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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電信管理所助理教授 黃郁雯 

 針對英國的所有權集中度管制分析，黃郁

雯教授指出，在出現併購申請時會先送交文

化、媒體暨體育部審查，再衡量特定產業進

行競爭管制規範，包括媒體所有權與媒體集

中度管制、媒體多元性維護等，並積極在通

訊傳播法中引入「公共利益測試」，同時定

期針對媒體市場進行多元性檢測。英國政府

在政策訂定前，會先充分對於公眾諮詢與聽

證，且納入消費者主權意識及公眾參與。主

管機關 Ofcom強調以「證據為基礎」的監理

方式，包含消費者研究、市場數據、科技研

究，並提出符合公共價值及公共服務的相關

理念，不會貿然急著推動改革。 成功大學電信管理所助理教授黃郁雯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葉志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耀祥、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成功大學電信管理所助理教授黃郁雯（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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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韓國數位匯流時代的結構管制思維 

 第二場專題演講由韓國仁荷大學（Inha 

University）教授金大浩（Daeho Kim）分享韓

國媒體集中度的相關法規。Daeho Kim認為討論

集中度最重要的議題在於，如何在促進媒體產

業在匯流時代的競爭力，以及保護媒體產業的

多元性之間做平衡。Daeho Kim表示在制訂法規

時，必須同時思考壟斷與競爭，媒體產業必須

更有彈性的與國外競爭，必須鼓勵國內的媒體

產業走向國際，但也必須兼顧多樣性。另外與

其參照他國法律，不如更創新，更有前瞻性地

制定符合自己國內情況的媒體法規，並利用科學

的調查方法來處理媒體集中度議題。 

 Daeho Kim教授指出，韓國將媒體所有權規範採用雙重管制，今年六月更名的

創造科學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負責商業媒體與新媒體的規範，包

含有線電視、衛星電視、IPTV等；而公共媒體則由韓國廣播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負責。對於韓國來說，商業媒體就全力負責整

個媒體產業的競爭力，如韓國娛樂產業的工業及經濟價值，公共利益的部分，就由

百分之百政府、公共組織擁有的 KBS、MBC來維護。 

 過去十年，韓國並未接受跨媒體所有權，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政府必須要接受

媒體環境的巨變，對於商業媒體的集中度，韓國目前以三年期（2015-2018）的暫

時性的法規來管制，規定用戶的訂閱數不得超過 33%的上限，明年韓國就必須面臨

此法的去留問題，包含是否廢除 33％的上限，或者是提高至 50%。 

 至於網際網路部份，目前仍未有相關法令限制，但韓國政府透過修改自德國的

測量收視率（Audience Share Index）和意見市場集中指標（Public Opinion 

Concentration Index），來觀察媒體在閱聽人市場的影響程度。 

韓國仁荷大學（Inha University）

金大浩（Daeho Kim）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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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媒體所有權與意見多元 
 

 下午第一場座談，由世新大學陳淸河副校長主持，

邀請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簡維克、銘傳大學傳播

學院院長倪炎元、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賴祥

蔚、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硯與談。 

世新大學副校長 陳淸河 

 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淸河於總結時指出，公部門應該

秉持服務的態度，因為政策、法律工具是用來為民造

福，籲請政府機關應讓這些相關工具能為人民帶來更

多自由的空間，而非使用它們讓社會窒礙難行。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簡維克 

首先由簡維克律師以台灣歷年來的傳播個案判決舉

例說明媒體所有權的多元化並不保證內容的多元。簡維

克進一步批評「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對促

進傳播媒體多元文化政策僅淪於宣示效果，且未說明何

謂「多元」、「媒體內部之多元又應如何確保」。另一

方面，簡維克認為草案中對傳播業者的行政要求相當繁

瑣且不公平，長此以往，將使得傳播產業過勞、徒增人

力，根本不符合政府原本「捉大放小」的美意。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倪炎元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倪炎元院長認為，草案立法完全

沒有必要性，且將媒體專業規範具體加以變成法定製播

規範，不但不符合時代需求，更枉顧媒體專業。倪院長

呼籲，現階段台灣媒體生存不易，該如何幫台灣快關門

的媒體開創一線生機比用專法掐死它來得更緊急、也更

重要！同時更該留意資源公平性不能管到言論自由，應

留給全體民眾一個更加開放、真正多元的空間。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簡維克 

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清河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倪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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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 賴祥蔚 

 賴祥蔚教授則指出西方重視的是市場問題，只

有在市場出問題的時候政府才會出手干預。賴祥

蔚並指出草案內容從未涉及到底何謂多元？這樣

的做法不但枉顧閱聽眾本身的閱聽習慣，更讓人

迷惑不清草案想管的究竟是什麼？因此，賴祥蔚

同樣呼籲應當先讓媒體活下去，才能在內容上落

實多元價值！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  

賴祥蔚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硯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簡維克、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淸

河、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賴祥蔚、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硯（由左至右）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胡博硯 

胡博硯副教授則批評「管制法條」是卸責的

行為，解決不了問題，卻創造了新的問題，原本

法律「不管」，意見是自由的，如今一但列法管

制，反而讓人失去意見自由；意見自由相對應的

是媒體編輯自由與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權及媒體經

營者的財產權皆需自由。故面對草案時我們應當

思考的是法案為何可以限制？比例原則是否適

用？同時，更不該創造出世界上獨有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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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媒金分離與回溯條款 

 

第二場座談由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蘇蘅主持，邀請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

授莊春發、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劉崇堅、國立台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與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李禮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與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蘇蘅 

 蘇蘅教授指出，過去媒金分離的概念較少被

提及，一直到旺中案、中嘉案才明顯被提出，是

NCC在考量併購案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

目前新草案的目的不該是反壟斷促進多元，而是

反壟斷促進產業發展，才是真正的精神，回歸市

場競爭的部分。蘇教授表示，對於草案可以從三

個面向進行公共政策判斷，首先是事實判斷：市

場目前是否有壟斷的問題，市場規模應該容納幾

家業者，這部分應交由主管機關處理；其次是價

值判斷：該法案的基本前提希望反壟斷，處理的

方式應該是細緻且有系統、原則的讓業者遵循；

最後是後果判斷：此一作法對產業的影響是正面

或負面；一部好的法律應該是這三者都要考量。 
 

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莊春發 

莊春發教授認為草案中並無明確定義壟斷、

多元的定義，而法案中媒金分離的條文，在現行

的金融控股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的部分法令

已有嚴格的產金分離規定，所以並無另外立法的

必要。此外，法案中關於金融事業負責人的限制

也有違反平等原則的疑慮。建議 NCC在立法的時

候必須更加務實，適時讓市場自行決定。 

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莊春發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蘇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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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劉崇堅 

劉崇堅教授則以經濟學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指出資訊源多元性並無法以市場的競爭機能或

公平法的適用來達成，而需以公平法以外之「媒體

壟斷防制」規範來對應。因此 NCC擬定草案絕對有

其必要性。不過他也提出了幾點疑慮：首先，關於

媒金分離的回溯條款為何是以 NCC成立做切割點？

在此之前的人觸法屆時又該如何辦理？同時，劉崇

堅雖然支持制定「媒金分離」原則，以規範金融、

銀行及保險業跨足媒體產業，但是到底該管到什麼

層級他認為 NCC也應對全民交待清楚。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與

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 李禮仲 

 李禮仲教授認為 NCC可以參照澳洲的做法，以

人口數為基礎，來考量是否有言論壟斷的現象發

生，並直接從媒體擁有人來管制，不應以個人身

份限制其投資事業。且法律有不溯及既往原則與

信賴保護原則，法案中的回溯條款制訂三年的改

正期間是否合憲？針對媒體經營模式與獲利空間

面臨嚴峻挑戰，在政策制訂上應優先提供更具彈     

性的發展空間，讓媒體事業有轉型發展機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何吉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指出，草案在

這屆委員提出以來，內部經過十個多月的討論，兩

個多月前提出開始聽外界意見。針對跨媒體與多重

媒體所有權之規範，目前尚無，是交由主管機關依

產業現況及立法宗旨做管制裁量，然而問題在是否

符合管制比例原則與必要性。何委員並強調法律過

渡回溯會傷及穩定性，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因此

以 NCC成立的日子，亦即對媒體管制有嶄新規劃的

開始定為切割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與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李禮仲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劉崇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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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場座談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主持，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傳

播所教授李秀珠、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周韻采、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

事長彭淑芬、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副總經理李南玫、國立政治大學廣電

系兼任副教授張崇仁與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何吉森 

 何委員表示，NCC在兩個月之前，提出草案並開始聽

取外界相關的意見，很高興有三場由 NGO組織包括台灣

通訊學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以及媒體觀察基金會所舉

辦的研討會，NCC會將意見蒐集之後，內部會再密集的

討論，如果有必要性，會再對外諮詢意見。 

專題座談 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之探討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彭淑芬、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教授李秀珠、元智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教授周韻采、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兼研發長暨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副總經理李南玫、國立政治大學廣電

系兼任副教授張崇仁、國立政治大學助理教授暨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許文宜（由左至右）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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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教授 李秀珠 

 台灣傳播產業本身經濟規模不夠龐大，也沒有大市

場可供業者發揮。但是媒體需要規模經濟，發展強大

才做得起來。因此李秀珠教授建議，NCC應當讓市場、

技術決定一切，在反壟斷及培植本土媒體產業上求取

平衡，讓台灣傳播產業也能在國際發光。而非直接限

制其言論，甚至讓它的生存變得更加困難。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周韻采 

周韻采教授提出幾點意見，草案應進行合憲性

的鑑定與評估，針對特定人立法已經是違憲。對於

四等親的限制太高，是否含括親戚在內，容易造成

故意或無意之間違反。金管會已經在公司法規定產

金分離，草案規範更為嚴苛，並出現 NCC與金管會

權限競合問題。現階段應該先談市場界定，再談壟

斷，草案中對於市場的界定是混淆不清的，是言論

市場或經濟市場，把所有權的有無當作言論多元的

依據，實際上這兩者並不是直接相關。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彭淑芬 

台灣有線寬頻協會理事長彭淑芬認為，台灣網

際網路的滲透率、廣告量都早已超過傳統電視媒

體，影視產業當前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該如何存

活，應該關注的是過度競爭、微小化、經濟規模不

足，而不是壟斷的問題。反觀他國對媒體跨領域投

資相關法規都逐漸鬆綁，台灣立法卻對媒體越管越

嚴格，此反壟斷法案要針對的應是言論市場，而不

是經濟市場。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教授李秀珠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彭淑芬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周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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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副總

經理 李南玫 

 台灣大哥大李南玫副總則指出，草案絕

對禁止整合之紅線多以「市占率」作為標

準，以此計算媒體整合時，往往難以真實反

映「言論影響力」，恐無法防止「言論市

場」的壟斷。此外，在跨媒體整合時，因每

種媒體與消費者的接觸密集度並不相同，且

不同產業亦分屬不同市場，難以具體量化影

響力。因此建議採用「推定具有言論壟斷力

量」，來調整「絕對禁止整合」紅線，給予

被規管的產業能夠答辯及反映產業現況的權

利。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副教授 張崇仁 

張崇仁教授以面積幅員與人口和我國

相似的國家，如盧森堡、愛爾蘭等為例，

表示這些國家並沒有〈媒體壟斷防制與多

元維護法草案〉，台灣為何與國際不同。

他質疑草案明顯違反立法旨意，在憲法中

已明文規定輔導跟獎勵不宜由 NCC處理。

網路世代來臨，如今國人自由表達已不餘

匱乏，此法的推出讓台灣傳播產業被框

限。且台灣目前已邁向全新的現代化經

營，內容也相當分散，將如何計算頻道市

佔率？對於傳播產業不同面向的管制，行

政機關執掌不同，又該如何畫紅線？台灣

不應在推動文化傳播產業內容時卻自我設

限，限制播出管道。 

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 

副總經理李南玫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副教授張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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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第 2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日期： 10月 13日（五）12:00~13:30 

會議地點：彭園湘菜館羅斯店（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27號）  

◆ 2018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會議日期： 12月 28日（四）09:00~17:00 

會議地點：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近期會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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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通訊學會目前共有 12個團體會員，分別為中華電信、台灣大哥

大、遠傳電信、台灣之星、亞太電信、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台灣寬

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台灣電信

產業發展協會、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台灣基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竭誠邀請關心通訊傳播的團體及個人加入本會的行列。請填妥入會

申請書後，以郵寄方式寄至學會（10643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0號 6樓之 1 ），經理事會議審定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後，

即可入會。 

◆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五萬元，於會員

入會時繳納。學生會員免入會費。  

◆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五百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十萬元，

學生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詳情請洽學會網站： www.tcs-org.tw  

  台灣通訊學會入會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