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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1. 簡介

2. 我國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歷程

3. 數位電視再開放構想

4. 類比電視頻道回收工作

5. 參考資料: 我國無線電視頻道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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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數位轉換

「數位轉換」（digital switch）指的是廣播電視訊號從
類比訊號轉換到數位訊號的過程。

數位轉換可包括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但因為無線電
視的數位轉換與無線電頻率資源運用密切相關(須由政
府主導)，且無線電視有普及提供公共利益的特性，所
以各國的數位轉換多指無線電視。

透過數位轉換可以：
提供較高影音品質，頻率使用效率較佳或可互動加值服務的
數位電視服務。

藉由數位電視發展，促進相關的硬體（數位電視機、機上盒
、手機、液晶面板等家電、IC業）及軟體（數位內容、電信
服務）產業。

收回的類比電視頻道，可作更有效率的應用。

促進電視廣播、電信、網際網路的數位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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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數位轉換

因此數位轉換已成為世界趨勢，也被各國視為國家重
大發展政策之一。

數位轉換需要以下的相關條件：
數位電視內容提升。
數位電視信號的涵蓋普及。
數位電視相關硬體產品價格可接受。
有效的宣導及相關措施，引導接收端(民眾)轉換。

我國雖已於92年開始數位電視全區開播，但因數位
電視信號涵蓋提升建設困難，遲未進行數位轉換。

臺灣有線電視普及率已達64%，對數位轉換過程有利
(受影響民眾較少)亦有弊(難以提升數位無線電視內
容及收視)。

對於我國數位轉換，謹就我國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歷程
、數位電視再開放構想及類比電視頻道回收工作依序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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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各國數位轉換時間表

資料提供:DTVC



6

北美:一次到位，單一目標(由類比SD直接到數位HD)。

日本:一次建置，多重目標(數位HD及SD同步廣播再加
One-Seg行動電視)。

歐洲:多階段進行數位匯流

第一階段:數位電視基礎建設，以實現多頻道SD及移動電視。

第二階段:以內容為主的數位匯流。

第三階段:以連結式消費者為主的數位匯流。

中國:發展民族自主性知識產權技術標準為主要目標。

南韓:為補償北美數位電視標準無法移動接收的缺點，以
DMB推向國際標準。

※我國數位轉換，比較近似歐洲模式。

1. 簡介 –世界各國數位轉換之現況

資料提供:DTVC



77

2. 我國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歷程

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

2.2 數位廣播電視推動進程

2.3 行動電視試播

2.4 公視HDTV試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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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1/6)

數位無線電視主要分為數位地面電視(數位廣播電
視)及行動電視二類，以下分別說明。

數位地面電視主要標準：

日本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Terrestrial

(ISDB-T)

歐洲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Terrestrial（DVB-T）

美國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ATSC）

中國 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Terrestrial (DMB-T)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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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數位地面電視採用標準分佈圖

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2/6)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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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ISDB-T DVB-T ATSC DMB-T

通道頻寬 6 MHz 6、7、8MHz 6 MHz 8 MHz

調變技術 BST-OFDM COFDM 8-VSB TDS-OFDM

視訊編碼 MPEG2 MPEG2 MPEG2 MPEG2

音訊編碼
MPEG2

( AAC)

MPEG2

( AAC)
Dolby AC-3 Dolby AC-3

使用區域
日本及中、

南美洲
歐洲、紐澳、大
部分亞洲國家等

北美、墨西哥、
南韓

中國、香港
、澳門

開播日期
2003.12.1

日本境內開
播

1998.11

英國開播
1998.11

美國開播
2007.8.1

中國開播

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3/6)

四大數位地面電視標準比較表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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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視主要標準：
手持式數位視訊廣播(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Handheld
，DVB-H)

數位媒體廣播(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DMB)

地面式整合服務數位廣播 (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 -Terrestrial，ISDB-T)-One Seg(日本行動電視
標準)

媒體前向鏈路技術(Media Forward Link Only，MediaFLO)

全 球 互 通 微 波 存 取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WiMAX)廣播多重播放服務(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BCMCS)

多媒體廣播多重播放服務(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簡稱MBMS)

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系統 (Chinese Mobile Multimedia
Broadcasting簡稱CMMB)

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4/6)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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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B-T
日本

ISDB-T
巴西

CMMB
中國

T-DMB
韓國、中國

T-DMB
德國

DVB-H

亞洲如台灣、
香港、中國、
新加坡、越南等

DVB-H
DVB-S/H

歐洲

DVB-H
南非

DVB-H
澳洲

DVB-H
美國

DAB-IP
英國

MediaFLO
美國

MediaFLO

香港、日本
台灣等

DVB-H

阿根廷
烏拉圭

哥倫比亞

全球行動電視發展分佈概況

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5/6)

資料提供: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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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數位無線電視相關技術標準(6/6)

標準 DVB-H T-DMB MediaFLO One Seg

通道頻寬
5、6、7、8 

MHz
1.536/25MHz

5、6、7、8 

MHz

6、7、8 

MHz

調變技術 COFDM COFDM OFDM COFDM

視訊編碼
MPEG4(H.2

64)
H.264/MPEG-4

MPEG4

(H.264)

MPEG4

(H.264)

音訊編碼 AAC+ MUSICAM AAC+ AAC+

使用區域
歐洲、
美國、
亞洲

韓國 北美
日本 、南美

洲地區

重要發展

2008年3月
歐盟公告地
面行動電視
優先使用技

術標準

2005年5月在韓
國播出

2007年
在美國播出

2006年4月
商業營運

四大行動電視標準比較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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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廣播電視推動進程(1/3)

行政院80年11月14日核定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
發展方案」，交通部於82年邀請各界代表成立「高
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傳輸規範與標準專案委
員會」。

委員會於82-93年召開21次會議完成技術訂定等相
關作業。重要歷程如下：
86年9月選定衛星傳輸標準為DVB-S(QPSK)，有線傳輸
標準為DVB-C(64QAM)，並於86年12月23日公告。

87年4月通過數位電視地面廣播採用美規ATSC標準，並
於87年5月8日公告。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於89年6月27日舉辦數位電視實驗台試
播啟用。

90年6月12日公告「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採取技
術中立原則，業者可在90年6月30日前擇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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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廣播電視推動進程(2/3)

90年6月8日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決定
「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標準」
採用歐規DVB-T傳輸標準。(行動
接收、單頻網等優點)

91年5月31日數位電視地面廣播西
部地區正式開播。

92年4月18日數位電視全區開播。
 現有DVB-T頻道節目資料如右(
採用標準畫質SD)，目前政府仍
持續建設數位電視補隙站提升涵
蓋率。

類比電視頻道未來將收回，現有
DVB-T頻道需提升節目內容以
增加收視率及營運收入，亦有必
載法規修正問題及新數位無線電
視業務競爭問題。 資料提供: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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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廣播電視推動進程(3/3)

NTSC電視廣播結束時程
原訂2010年， 現可能延至2012
年

西區
開播

(91.06)

工程
試播

(88.6 )
工程
評估

(86.12)

$$
$ $

$$

獎勵
措施
(87.
2)

選定
標準

(87.5)

全區
開播

(92.04)

行政院
核定
推動
方案

(80.11)

高畫質
視訊
計畫
成立

(80.07)

$$
$ $

$$

成立
推動
小組

(81.10)

標準
技術
中立

(90.07)

單頻網
實驗

(92.9)

多頻道
廣播

(93.7)

2012

NTSC

HDTV

開播
（97.6）

CH 30高畫質頻道

資料提供:D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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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動電視試播(1/4)

行動電視試播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95年8月4
日辦理「甄選業者辦理手持式電視實驗性試播計
畫」公告。共5家團隊參加甄選經該會甄選核定試
播團隊共有公視、中視、高通、中華聯網等團隊
。(採用技術為DVB-H及MediaFLO，採用頻道為
CH35、36、53)。

而後再於95年10月16 日公告「第二次甄選業者辦
理手持式電視實驗性試播計畫」。共計2家團隊參
加甄選，並甄選核定動視科技團隊參與試播。

試播時間為95年12月25日至97年6月20止。
試播成果可作為傳輸標準選定及技術規範訂定之
參考。

資料提供: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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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動電視試播(2/4)

IPE Manager

節目播帶

數據資訊
file-casting

電視頻道
轉載

節目接收

IPE10

發射機房及
塔台

行動電話
基地台

BSC

GGSN

SGSN

行動電話系統

頭端機房

編碼器
多工器
鎖 碼
封 包

行動電視系統架構

資料提供: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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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動電視試播(3/4)

行動電視營收來源：
服務接取費(基本費) 。
節目費(付費頻道、計次節目等) 。
廣播資料下載(遊戲、圖鈴、訂閱連結等) 。
異業加值服務拆帳(簡訊投票、隨選影音轉接、電視購物
等) 。

廣告銷售。
由以上行動電視系統架構(具有基地臺)及營收來源
(互動及加值服務)，可了解行動電視與傳統單方向
之廣播電視頗有差異。

試播業者綜合結論及建議：
低度管制的態度，法規詮釋宜傾向不適用廣電法，以免
造成市場進入障礙，不利產業發展。

跨業提供服務問題有賴修法解決。
遵守技術中立原則，避免因不同傳輸技術而在管制上有
差別待遇 。 資料提供: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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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播業者綜合結論及建議(續)
釋照時間：建議儘早開放執照。
建議未來釋照方式，應以廣播或廣播與電信合作的組
織為對象。
期望法規上能針對新媒體制定新的管理辦法。
未來進行釋放高畫質數位電視服務執照時，建議在技
術需求上加入階層式調變之架構，使高畫質數位電視網
路具有與行動電視共構之彈性。

試播結束後，對於行動電視開放議題，因同時亦
有數位廣播電視(HDTV等)開放問題，須待現有
DTV業者另一頻道收回始有足夠頻道，並考量業
務特性與數位無線電視有所不同，適用法規可能
不同，應有不同規劃。

2.3 行動電視試播(4/4)

資料提供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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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畫質數位電視 ( HDTV)由公視使用CH30(566-
572MHz)試播，97年5月15日開始試播，期限至99
年5月15日。

所使用的電臺由新聞局「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位
電視發展計畫」中「HDTV建置計畫」項下建設。

電臺共區分為3階段建置：北部與南部、中部、本
島及外島改善站。

 目前僅建設第一階段。

未來公視將在行政院新聞局「公共廣電數位化發展
及高畫質電視頻道建置計畫」下，持續建置HD傳
輸網路及數位影音資料庫，以提昇電波涵蓋率及節
目內容。

2.4 公視HDTV試播(1/2)



22

2.4 公視HDTV試播(2/2)

竹子山站 5  kW（98年5月發射）

南港山站 450 W （近期發射）

新竹五指山站 3.5 kW （已獲新聞局籌
建督導小組會議同意，並將設備暫時移至桃
園店子湖站架設，近期可開始發射）

枕頭山站 3.5 kW （已發射）

中寮站 5 kW （已發射）

壽山站 800 W （站臺建置中）

HDTV試播電波涵蓋圖

資料提供:D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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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電視再開放構想

3.1 背景說明

3.2 交通部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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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說明(1/2)

我國為辦理數位無線電視之播送，於民國87年5月8日

公告，選取美規ATSC傳輸標準並規劃國內中視、公

視、民視、台視與華視五家電視業者各兩頻道使用。

政府後因技術中立考量，由電視業者申請將前述傳輸

標準改採歐規DVB-T傳輸標準，依照中視與台視之播

送建置經驗，一頻道已足供每一業者以單頻全區播送

三套SDTV節目使用，故現今前述五家業者均可再騰

出一頻道(98年5月4日後可收回)供政府規劃使用。

因數位電視新技術及產品趨於成熟，業界亦有意願投

入新數位電視業務，政府遂展開規劃開放新電視業務

釋出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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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說明(2/2)

為辦理本項執照釋出作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曾於96年5月9日舉辦數位電視頻道開放之聽證會，對

外界說明該會就本項業務開放之規劃。

行政院隨後指示交通部儘速會商有關機關研訂政策開

放規劃方案。交通部多次邀集相關機關、公協會與業

者召開討論會議，亦於98年間辦理委託研究及徵詢各

界意見，修正規劃方案內容，並考量業務特性(數位廣

播電視及手持式行動電視)差異而有不同規劃，再將規

劃方案報陳行政院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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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部規劃構想(1/4)

交通部規劃議題包括釋出執照張數、釋照時程、

適用法源依據、經營區域、執照頻寬與使用技術、

執照年限、執照發放方式、其他等八項議題。

以下就上述議題簡要說明。

釋出執照張數：

考量可使用之頻段(五家現有無線電視臺各繳回一個頻

道及CH35、36)，釋出數位無線電視執照及行動電視執照。

須維持多元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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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部規劃構想(2/4)

釋照時程

行政院核定開放政策規劃方案後，由釋照主管機關決定釋

照時機。

適用法規依據：

依開放業務(數位廣播電視或行動電視)性質，由主管機關

決定適用廣播電視法或其他法規。

經營區域：

考量過去開放電視經驗、我國經濟規模及土地幅員，仍以

全區經營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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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部規劃構想(3/4)

執照頻寬與使用技術：

頻寬考量頻道劃分及現有技術標準，應以6MHz為執照頻寬。

使用技術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10條規定，以技術中立為原

則。

執照年限：

依業務適用法規(廣電法或其他法規)所定年限。

執照發放方式：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其他：

因開放頻段與現有SDTV頻段有交錯配置問題，建議得標業

者間可互換其使用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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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開放規劃之重點為：維持競爭性、技術中立、適用法規
以及現有業者參與等問題。

因廣播電視法等法規限制嚴格，以及有線電視之高普及
率，造成無線電視經營困難，若開放新數位無線電視業
務，應修正廣播電視法及其他法規，放寬釋照及營運限
制，使開放新數位無線電視業務能創造政府、業者、民
眾三贏。

除了開放規劃方案儘可能完善外，新數位電視業務
成功的要件為：
數位電視機或手機合適的售價。

數位電視機操作簡易、節目容易接取。

節目內容吸引、令觀眾著迷。

合宜的收費機制。

3.2 交通部規劃構想(4/4)

資料提供:D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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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類比電視頻道回收工作

4.1  背景說明

4.2  數位電視建設及類比電視回收情形

4.3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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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背景說明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於數位電視發展期間(87年)即有規劃(95年收

回)，但因數位電視全區開播延後亦推遲。

行政院NICI小組94年6月30日會議指示，行政院新聞局應會同交
通部於2010年12月31日前，分階段、分區域收回類比電視頻道。

交通部於94年7月29日向行政院NICI小組陳報「類比無線電視頻
道收回時程規劃方案」會議結論，自2008-2010年，每年年底分別
收回離島地區(澎、金、馬)、東部地區(宜、花、東)及西部地區。

因現有DTV-T數位電視電臺及補隙站建設遭受困難，因此無法依
原訂進度收回類比電視頻道。

 98年間行政院小組召開多次會議討論，目前對於類比電視頻道收
回以延後兩年(2012年)為目標。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CH5-CH12之VHF頻道及CH37-48, 51, 52之UHF

改善收視不良地區頻道(共22頻道，132MHz頻寬)，可作為其他數
位無線電視開放及電信業務使用。



3232

4.2 數位電視建設及類比電視回收情形(1/3)

數位電視電臺建設資料：
數位電視轉播站共10座(未來不再建設)。數位電視信號
改善站(補隙站)已完成21站，98年將完成3站。

※轉播站：功率較高(>3kW)，補隙站：功率較低。

各地區數位電視轉播站設置情形：
離島地區：

• 金門太武山數位電視補隙站已經建設完成。

• 馬祖地區數位電視補隙站亦已完成，但須待東引微波站建設完
成方能傳送數位電視信號。

• 澎湖地區已經完成本島補隙站，週邊島嶼將持續建設。

東部地區：已經完成臺東、花蓮及宜蘭轉播站，並增
設宜蘭南澳、花蓮富里及臺東綠島3座補隙站。數位電
視信號已可涵蓋屏東以北至宜蘭以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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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數位電視建設及類比電視回收情形(2/3)

西部地區：
• 已完成設置7座轉播站，並增設基隆紅淡山等11座數位電視補隙
站。

• 目前尚有臺北縣雙溪鄉、平溪鄉、坪林鄉、貢寮鄉、新竹縣五指
山、臺南市及高雄市等7處信號不良地區將持續增設補隙站以改
善。

「數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臺」原由新聞局負責建
設，99年以後將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

類比電視回收情形：

全國既有類比電視轉播站共7座(VHF)，類比電視信號改
善站(補隙站)(UHF)原為135站，97-98年間註銷故障補隙
站後，目前仍有81站。

因數位電視電臺建設進度較慢，目前僅完成97年11月底
前將馬祖地區類比電視頻道減半功率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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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山站 5 kW

店子湖站 3.4 kW

三義站 3.4 kW

南投站 5 kW

枕頭山站 3.4 kW

中寮站 5 kW

宜蘭站 3.4 kW

花蓮站 3.4 kW

台東站 3.4 kW

南港山站 400W

丹鳳山站 100W

紅淡山站 100W

集集大山站 400W

赤牛嶺站 100W

富里站 100W

八里站 100W

澎湖站 100W

野柳站 100W

金門站 200W

馬祖站 200W

清水站 100W

吊神山站 100W

石碇站 100W

大湖站 100W

美瓏山站 100W

綠島站 800W

南澳站 50W

金門站

馬祖站

高雄八五大樓
公視轉播站５kW

2009/09/18

DVB-T數位電視電波涵蓋圖

4.2 數位電視建設及類比電視回收情形(3/3)

資料提供:D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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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之配套措施(1/3)
以下為本部依據行政院NICI小組會議結論，研擬之配套
措施(尚須陳報該小組核定)。

因數位電視補隙站建設進度較慢(常有用地取得等問題)
，收回類比電視頻道之時程修正如下：
99年完成數位電視機上盒補助經費之估計及預算編列，並調查
可配合於100年完成類比電視頻道收回（或試辦）之縣市。

100年起發放數位電視機上盒折價券，並調查可配合於本年完
成類比電視頻道收回（或試辦收回）之縣市，該縣市之類比電
視改善站於該年12月31日前關閉。

101年初逐漸降低其他地區類比電視信號轉播站、改善站之電
功率，並於101年12月31日關閉。

※說明：

以上研擬之收回時間較原先預定時間延後兩年。

各國收回類比頻道時間多在2010年以後。

以上收回頻段包含類比電視之VHF、UHF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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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之配套措施(2/3)
工作項目(1/2)：

繼續建設數位電視補隙站，以提高電波涵蓋率。

原住民地區之「共星共碟」計畫已接近完成，未來原住民
地區持續建設數位補隙站或小型補隙站以提升數位電視信
號電波涵蓋率。

勸導電視相關機構及業者提昇數位電視收視率調查規模。

因應類比頻道收回後，有關於必載頻道及其他相關法規問
題，應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及有線電視廣播法。

為促使現有無線電視臺業者積極繳回類比電視頻道，可修
正「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逐年調高類比無線電
視頻道之頻率使用費。



3737

4.3 類比電視頻道收回之配套措施(3/3)
工作項目(2/2)：

補助數位電視機上盒問題，可先研究調查估計及補助方式，
亦可仿效美國模式，提供收視戶數位電視機上盒折價券。

對於數位電視電臺以建設完成之縣市，可徵詢地方政府是否
先收回類比電視頻道（或試辦收回）之意願，有意願之縣市
則先收回。

研訂宣導措施（印製宣導手冊、製作宣導短片等），協調無
線電視臺業者或協會訂定宣導時程。

結論：

本案之困難處為：數位電視補隙站建設、補助數位機上盒、
宣導及地方政府溝通。

本案需中央政府機關、地方政府、電視業者通力合作，並向
民眾普及宣導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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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資料: 我國無線電視頻道使用現況

        
頻道 頻率 分類 使用者 頻道 頻率 分類 使用者 頻道 頻率 分類 使用者 

5 76-82 民視 28 554-560 DTV 民視 41 632-638 

6 82-88 民視 29 560-566   42 638-644 

7 174-180 台視 30 566-572 HDTV 五家共用 43 644-650 

8 180-186 台視 31 572-578   44 650-656 

9 186-192 中視 32 578-584 DTV 台視 45 656-662 

10 192-198 中視 33 584-590   46 662-668 

11 198-204 華視 34 590-596 DTV 華視 47 668-674 

12 204-210 

 
 

VHF 

類比 

電視 

頻道 

華視 35 596-602   48 674-680 

 

改善 

收視 

不良 

地區 

類比 

電視 

頻道 

 

 

 

 
變頻機 

    36 602-608   49 680-686   

24 530-536 DTV 中視 37 608-614 50 686-692 類比 公視 

25 536-542   38 614-620 51 692-698   

26 542-548 DTV 公視 

 

39 620-626 

 

52 698-704 類比 公視 

27 548-554    40 626-632 

改善 

收視 

不良 

頻道 

 
變頻機 

 53 704-710   

備註：1 Ch 30（頻率 566-572MHz）為公視 HDTV 試播頻道。 

      2.Ch 49（頻率 680-686MHz）為新增騰空頻道。  

      3.手持電視試播使用 Ch 35, Ch 36, Ch 53，期限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截止。 

      4.公視原使用 Ch 51,Ch 53，已於 96 年 4 月 15 日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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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