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顯著地位者認定及解除認定實施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市場界定原則
第二條
為界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主管機
關得檢視相關市場資料，並綜合考量下列
因素，公告特定電信服務市場：
一、技術及服務之發展程度。
二、於整體電信服務市場之重要性：用戶
或交易相對人對該服務之需求程度。
三、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相關電信事
業之網路架構、網路或服務涵蓋範
圍。
四、電信服務市場之結構及競爭情形：上
下游批發及零售市場之垂直整合及競
爭情形，並考量服務之需求及供給替
代性。

章名
明示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章名
一、本條係參考「歐盟電子通訊網路及服
務管制架構下顯著市場力量之市場分
析及衡量準則」及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
之處理原則」，明定市場界定所應遵
循之方式及其公告。
二、 關於第一款，鑑於電信技術持續發
展，進而帶動產生新的電信服務，
因此必須考量不同技術、服務及用
途，確認是否具有替代性，以及用
戶對於使用新技術或新服務的難易
程度及其成本，以為判斷。
三、關於第二款，對於整體電信服務市場
重要性之判斷，應考量用戶或交易相
對人對於該服務是否具有高度需求。
四、 關於第三款，對於「競爭區域或範
圍」的考量，性質上為相關地理市
場的界定，以網路或服務所能提供
的區域或範圍，是否具有重疊或替
代關係加以考量。
五、 關於第四款，電信服務性質上可區
分為電信事業之間交易的「批發服
務」，以 及電信事 業 與服務用 戶的
「零售服務」，兩者在市場結構及競
爭情形的考量上應有所不同。若認
定零售市場不具有效競爭時，通常
即表徵上游批發服務有市場失靈情
形，主管機關即須進行批發服務的
市場界定；同時也須評估批發服務
事業在下游零售市場上所提供之服
務及其用途，以確認批發服務市場
界定是否適合。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一、本條明定主管機關為辦理特定電信服
界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時，得以書面通知
務之市場界定時，得要求相關電信事
相關電信事業依指定之格式，提供下列資
業提供之資料。
料：
二、鑑於主管機關在界定特定電信服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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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資本額及服務項目。
場時，應綜合考量相關之因素，必須
二、電信事業之員工人數。
依據相關資料以為評估，為有助於主
三、電 信 事 業 及 其 關 係 企 業 上 一 會 計 年
管機關得以掌握相關市場資訊，因此
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與
第一項明定相關電信事業應有提供資
會計分離財務報告。
料之義務，由主管機關指定時提供
四、所 經 營 特 定 電 信 服 務 市 場 之 營 運 概
之。
況，包括服務區域範圍、用戶總數、 三、關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主管機
各項資費及服務方案之用戶數、銷售
關在辦理市場界定所需之資料包括相
收入及相關成本分析。
關電信事業之基本資料（資本額、員
五、擁有或控制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樞紐設
工數、關係企業）、所經營特定電信
施項目、數量及所在位置。
服務市場之營運概況（包括服務區域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範圍、用戶總數、各項資費及服務方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界
案之用戶數、銷售收入及相關成本分
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後，提供該特定電信
析），若有涉及樞紐設施者，包括樞
服務之電信事業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
紐設施的項目、數量及所在位置。
及所定之格式提供相關資料。
四、另主管機關得視需求，請電信業者提
供特定電信服務市場新技術及新服務
之發展概況與競爭評估、特定電信服
務上下游市場概況等資訊，爰規範第
一項第六款。
五、為讓電信事業得有效提供主管機關所
需資料，主管機關得提供相關格式表
單供相關電信事業填寫回覆，以利整
理。
六、關於第二項，主管機關完成界定特定
電信服務市場後，仍須持續觀察特定
電信服務市場變化，爰明定相關電信
事業仍應提供相關資料。
第三章 市場顯著地位者認定基準

章名

第四條 為認定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一、本條係參考「歐盟電子通訊網路及服
款，具有影響市場價格或服務條件之顯著
務管制架構下顯著市場力量之市場分
能力者，主管機關得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析及衡量準則」第五十八點至第六十
一、 事業之相對規模。
二點、第六十四點，明定市場顯著地
二、 市場進入障礙。
位者具有影響市場價格或服務條件之
三、 技術及商業優勢。
顯著能力者認定因素。
四、 資本市場或資金取得能力具優勢地 二、對於影響市場價格或服務條件能力之
位。
判斷，包括相當多影響因素，如市場
特性及市場結構、競爭優勢、資金優
勢、買方抗衡力量、銷售通路等；本
條規定選擇較為重要者明列為綜合考
量因素。
三、有關第一款事業相對規模的判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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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 二 款 所為比率之公 告，得考量以下基
準：
一、 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以下簡稱該市
場）具有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市場占有
率者，主管機關應綜合考量其市場結
構認定有無市場顯著地位。
二、 於該市場上持續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市場占有率，推定具有市場顯著地
位。
前項市場占有率，以該特定電信服務
之用戶數或營業額計算之。
電信事業上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未達
新臺幣二十億元者，得不列入本辦法市場
顯著地位者之認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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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於考量市場上不同事業彼此之間營業
規模的大小，瞭解其他競爭事業的反
擊能力，以判斷其是否可能具有市場
顯著力量。
四、關於第二款，市場進入障礙的判斷，
應依實際資訊判斷，難以一概而論，
舉例而言，在電信市場通常具有高度
技術障礙，例如，因頻譜的稀有性而
可能限制可用頻譜的數量，進而形成
市場進入的障礙、可能因技術進步，
造成新技術得以讓新進業者提供不同
品質的服務，可能對市場顯著地位者
造成威脅，使得市場進入障礙降低、
亦有可能因技術進步，使得既有業者
得以提供更高品質服務，致使市場進
入障礙可能提高。因此第三款技術及
商業優勢在判斷上可與第二款併同考
量。
五、又電信市場具有高度資本密集的特
性，因此電信事業在資金取得上是否
具有相當優勢亦可加以考量，故於第
四款加以明定。
一、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所經營該特定電信服務項目之用戶
數或營業額達主管機關公告比率以
上」，得認定其為市場顯著地位者。
本條明定主管機關所為比率之公告得
考量之基準，據以認定一事業是否具
市場顯著地位。
二、對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顯著地位者的
認定，雖得以市場占有率作為認定標
準，但因不同產品的市場條件、競爭
狀態有所不同，因此難以一概而論。
參考歐盟競爭法及電信管制實務，一
般以百分之四十作為考量是否具有市
場顯著地位的起點，在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情形下，若無例外會認定具有市
場顯著地位；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情
形下，主管機關應考量其他主要的市
場結構特徵。此一市場占有率的認
定，應持續觀察一段時間，檢視各家
事業市場占有率的變動情形，以為妥
適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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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政程序
第六條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所
認 定 特 定電信服務市 場之市場顯著地位
者 ， 主 管機關得採取 必要之特別管制措
施。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應於採取特別管
制措施前提出公開諮詢文件，就市場顯著
地位者之認定及擬採取特別管制措施之規
劃提出說明，並舉行公聽會以聽取當事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諮詢結果以公開為原則，但有涉及營
業秘密或公務機密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為辦理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特定
電信服務市場界定範圍之檢討，主管機關
應於每三年屆期後，進行檢討程序。
前項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之相關電
信事業，應於指定期間內提出相關資料。
主管機關應依據前項資料檢視特定電
信服務市場之界定，舉行公聽會聽取相關
電信事業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第八條 市場顯著地位者得檢具相關佐證資
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認定。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認應提供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者，得限期命申請人補
正。未補正者主管機關得逕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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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三、關於第三項，係考量具市場顯著地位
者之電信事業，應具有相當之事業規
模及營業收入，經參考公平交易法有
關獨占事業認定所需總銷售金額之規
定，以上一會計年度總營業額是否達
新臺幣二十億元作為門檻，未達者因
其營業規模有限，故不列入市場顯著
地位者認定範圍，以避免課以不必要
的事前管制。
章名
一、本條係參考「歐盟電子通訊規範指令
EECC」第二十三條規定，明定特定電
信服務市場界定、市場顯著地位者之
認定及特別管制措施之採取應辦理公
開諮詢程序。
二、 主管機關對於市場顯著地位者特別管
制措施之採取，應符合比例原則及不
當聯結禁止原則，僅能針對市場顯著
地位者對於市場競爭可能造成的危害
課以適當且必要的改正措施。鑑於市
場顯著地位者在本法可能須負擔特別
管制措施之義務，且為有效促進市場
競爭，因此應有舉行公開諮詢之必
要，以求完備，明定於第二項。
三、 諮詢結果原則上應對外公開，但有涉
及營業秘密或公務機密者，不在此
限，明定於第三項。
一、本條明定特定電信服務市場界定之定
期檢討程序。
二、鑑於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明定主管
機關應每三年定期檢討特定電信服務
市場之認定範圍，因此明定主管機關
定期檢討的程序，且有權要求相關電
信事業提出相關資料，以供主管機關
檢視，並舉行公聽會聽取電信事業及
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一、 本條明定解除認定程序。
二、市場顯著地位者得依據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五項規定申請解除認定，但應檢
具與認定基準有關之佐證資料，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如經主管機關審查
後認有補正資料之必要，申請人應依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補正，未依期限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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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正者，主管機關得將其申請解除市場
顯著地位者認定之案件逕予駁回。

第五章 附則

章名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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