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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18 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時間：101 年 12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地點：臺北市仁愛路 1 段 50 號 8 樓 805 會議室 

參、主席：石主任委員世豪                                記錄：林欣穎 

肆、出席委員：虞副主任委員孝成、彭委員心儀、劉委員崇堅、 魏委員學文 

列席人員：翁主任秘書柏宗、江技監幽芬、蔡處長炳煌、陳處長國龍、 

徐副處長國根、陳處長子聖、何處長吉森、謝處長煥乾、  

鄭處長泉泙、黃主任琮祺（陳專門委員仲山代） 

伍、確認第 517 次委員會議紀錄。 

陸、討論事項： 

第一案：本會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須提委員會議確認及其經分組委員會議

決議案件討論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說明： 

一、依據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理事項作業要點相

關規定辦理。 

二、秘書室彙整依前揭要點第 5 點、第 7 點所列案件，擬具處理結果

之案件清單計 309 件，提報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及依前揭要

點第 4 點、第 6 點所列業經本會第 364 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

件計 19 件，提報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本次所提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照案通過如附件。 

第二案：第一類電信事業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調整係數討論案。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說明： 

一、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及第一類電信資費管理辦法第 5 條規定辦

理。 

二、為促進電信資費合理化，本會持續依前揭規定辦理第一類電信事

業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之調整係數（X 值）公告事宜，

前次公告之調整係數實施日期將於 102 年 3 月 31 日屆期，依法

應重新公告，綜合規劃處爰檢討該調整係數數值並提出研析意

見。 

決議：本案經審核決議如下： 

一、固定通信業務： 

(一)適用業務：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內網路業務、長途網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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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對象：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內網路業務、長途網路業務之市

場主導者。 

(三)適用資費項目： 

1.數位用戶迴路家族(xDSL)電路月租費，除光纖到府(FTTH)及

光纖到建物(FTTB)外。 

2.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1)網際網路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介接電路(含市、長專

線電路)月租費。 

(2)網際網路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路(含市、長專線電路

)月租費。 

(3)第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

類電信事業經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E.164用戶號碼網路電

話服務者間之互連電路(含市、長專線電路)月租費。 

(4)其他市內、長途數據電路月租費。 

(5)網際網路互連頻寬雙方互連費。 

(四)調整係數（X值）：5.1749%。 

(五)本項次(三)適用資費項目1.電路月租費，資費應依第一類電信

事業資費管理辦法附件所定拉氏價格指數公式加權計算調整

之。 

(六)本項次(三)適用資費項目2.批發價業務項目，資費應依實施年

度之前1年度各項費率個別調整之。 

二、前項以外之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項目，調整

係數（X值）為實施年度之前一年度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數

年增率△CPI。 

三、適用期間：自102年4月1日起至106年3月31日止。 

四、第一項適用對象之業者應於每年（102~105年）3月11日前，陳

報資費調整方案到本會核定。 

第三案：「第一類電信事業資費管理辦法」及相關管理法規修正草案討論

案。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說明： 

一、依據電信法第 14 條、第 26 條及本會法制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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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落實不對稱管制，發揮監理效能及活絡電信市場競爭，本會綜

合規劃處參酌先進電信國家監理發展趨勢及我國市場實務情

形，就「第一類電信事業資費管理辦法」中有關主要資費項目

予以修正調整，並將非市場主導者資費方案實施程序再簡化，

同時為強化市場競爭，另對於批發價格調整涉裝機、移機、異

動等費用項目，併同納入檢討，並提出修正草案。 

三、配合前項電信資費監理機制之檢討修正，同時修正「行動通信業

務管理規則」第 69 條、「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42 條、

「1900 兆赫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管理規則」第 52 條、

「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69 條及「無線寬頻接取業

務管理規則」第 68 條等 5 項規定，以明確要求電信業者訂定相

關業務資費。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理法規預告事宜。 

第四案：為發布修正「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第 14 條、第 16 條及第

17 條」之條文案及配合公告施行「設定行動通信網路(2G、3G)

接續費有關之方法及步驟」行政計畫討論案。 
提案單位：通訊營管處 

說明： 

一、依據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規定辦理。 

二、鑒於行動電話業務（2G）經營者及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3G）

經營者之接續費費率影響電信產業結構及投資水準，且為電信

事業訂定資費之重要考量因素，對於促進電信產業競爭、保護

消費者權益有重大影響。 

三、本會通訊營管處為落實行動通信網路業者接續費之監管，爰提

出有關設定行動通信網路接續費計算方法及步驟之行政計畫草

案，及進行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之修法作業，

相關行政計畫及法規修正草案並經本會第 513 次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 

四、通訊營管處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理法規預告及辦理公開說

明會，於彙整各界意見並研析後提出建議方案。 

決議： 

一、 本案經參考國際間行動網路接續費調降經驗及訂價水準，決議

行動通信網路接續費自 102 年起由現行每分鐘 2.15 元分 4 年

逐步調降至 105 年每分鐘 1.15 元。 

二、 審議通過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修正草案，請依本會法制

作業程序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第 518 次-4 

第五案：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市、嘉義縣市內網路業務籌設同

意書逾期，未能於籌設期間依法取得特許執照，應廢止其籌設

同意及沒入履行保證金討論案。 
提案單位：通訊營管處 

說明： 

一、依據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0 條及第 21
條等規定辦理。 

二、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 96 年 12 日 2 日取得嘉義市及嘉義

縣市內網路業務之籌設同意，效期為 4 年，其後並辦理籌設展

期 1 年至 101 年 10 月 1 日，惟該公司仍未於籌設期間內依法取

得市內網路業務特許執照，依規定應廢止其籌設同意並沒入履

行保證金。 

三、通訊營管處爰彙整本案相關資料及法律事務處意見，並研析提出

擬處建議。 

決議：本案依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廢止世新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市、嘉義縣市內網路業務籌設同意，並

沒入其履行保證金。 

第六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廣播電視事業罰鍰案件處理要點」修

正草案討論案。 
提案單位：內容事務處 

說明： 
一、 依據本會法制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二、 為使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規範一致、鼓勵業者自律與

落實問責機制，內容事務處爰檢討本會裁處廣播電視事業罰鍰案

件處理要點；另為配合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之修正、及

令本會依其他機關主管法律規定裁處時有明確罰鍰額度參考，同

時研修相關附表，並提出修正草案。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第七案：「無線電頻率使用費收費標準」第 2 條附件一修正草案討論案。 
提案單位：資源技術處 

說明： 
一、 依據電信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費法第 11 條及本會法制作業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理。 
二、 行政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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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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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新業務及其他相關業務所需，資源技術處爰修正無線電頻率

使用費收費標準第 2 條附件 1，並提出修正草案。 

決議：本案依委員會議意見修正後通過，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理法

規預告事宜。 

第八案：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申請

原住民族電視台頻道換照討論案。 
提案單位：傳播營管處 

說明： 
一、 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二、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經營之原住民族電視台頻道，

其執照將於 101 年 12 月 31 日屆期，該基金會依規定向本會申請

屆期換發執照。 
三、 案經業管單位查核後，依規定提報至由專家學者、公民團體代表

組成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換照

審查委員會」閱卷審查，作成初審建議。 

決議：同意「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換照審

查委員會」初審意見，許可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之

原住民族電視台頻道換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 

柒、散會：下午 6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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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18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受文者  案    由 處理意見

1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衛星固定地球電臺指配頻率及核發架設許可證（台亞

林口 13 號） 
應予核准並

予核發 

2 神通電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屆期換發第二類電信事業許可執照(一般業務：批發轉

售服務) 
應予換發

3 遠振資訊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第二類電信事業許可執照(一般業務：網際網路接

取服務） 
應予核發

4 禦騰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第二類電信事業許可執照(一般業務：網際網路接

取服務) 
應予核發

5 捷威興業有限公司 
申請第二類電信事業經營許可（一般業務：付費語音資訊

服務） 
應予核准

6 宸翔實業有限公司 
申請第二類電信事業經營許可(一般業務網際網路接取服

務) 
應予核准

7 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二類電信事業經營許可(一般業務網際網路接取服

務) 
應予核准

8 銓嘉聯通科技有限公司 
廢止第二類電信事業許可並予註銷執照(一般業務：批發轉

售服務)(未依規定繳納 101 年度第二類電信事業許可費及

滯納金) 

廢止許可並予

註銷執照 

9 高○岳 申請核發固定式業餘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應予核發

10 順發汽艇行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永華) 應予核發

11 泓源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協大) 應予核發

12 薛○凱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昇來金) 應予核發

13 金正鵬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金正鵬) 應予核發

14 高○聰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皇家騎兵) 應予核發

15 建隆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重榮) 應予核發

16 陳○松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絆人) 應予核發

17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161 號） 應予核發

18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241 號） 應予核發

19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242 號） 應予核發

20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401 號） 應予核發

21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402 號） 應予核發

22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403 號） 應予核發

23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404 號） 應予核發

24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501 號）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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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受文者  案    由 處理意見

25 
麥寮工業區專用港管理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麥寮 1502 號） 應予核發

26 陳○順 申請核發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富安 16 號) 應予核發

27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80412R1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28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807022R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29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A43466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0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A52007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A640G2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2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T71109 等 4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3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太電 T91231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台大 0231G8 等 5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5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東信 A420A8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6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華信 2D4242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華信 DS8675 等 4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8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華信 GS3578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3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華信 GS4848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致 FNT0025 等 8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1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致 ND70724 等 16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傳 A33201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3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傳 A36467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4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傳 BY3644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5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傳 BZ2794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6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遠傳 SD73090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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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

展期（遠傳 A00108 等 20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8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展期（太電 A35062 等 3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49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威寶 C71644
等 3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5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華信 UC3671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5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0830F2） 
應予核准

52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大

A36419) 
應予核准

53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411C9） 
應予核准

5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41237） 
應予核准

55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42763） 
應予核准

56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43739） 
應予核准

57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50083） 
應予核准

58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50893） 
應予核准

59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542B8） 
應予核准

60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台

大 A64092） 
應予核准

61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亞

太 720008） 
應予核准

62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亞

太 74008Z） 
應予核准

63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亞

太 804003） 
應予核准

64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威

寶 25418） 
應予核准

65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威

寶 37171） 
應予核准

66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威

寶 C25569） 
應予核准

67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威

寶 C26346） 
應予核准



 
附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18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受文者  案    由 處理意見

68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威

寶 C26996） 
應予核准

6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信

2U5922) 
應予核准

7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C3246） 
應予核准

7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C3261） 
應予核准

7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S1627） 
應予核准

73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S4956） 
應予核准

7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S4989） 
應予核准

7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S64795） 
應予核准

76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華

信 US8756） 
應予核准

77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遠

致 CY0375B） 
應予核准

78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電臺編號：遠

致 SA3724） 
應予核准

79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展期（電臺編號:
亞太 220R18) 

應予核准

80 大同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大同 JYC001 等

8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81 大同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大同 PDX403 等

2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82 全球一動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全動 104047 等 5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83 全球一動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基地臺架設許可（全動 239009 等 5
站基地臺） 

應予核准

84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申請小型行動無線電機架設許可證延展 25 紙 應予核准

85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申請小型行動無線電機架設許可證延展 74 紙 應予核准

86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申請核發小型行動無線電機架設許可證 14 紙 應予核發

87 財政部高雄關稅局 
申請核發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1 紙、小型行動無線電

機架設許可證 2 紙 
應予核發

88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申請核發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2 紙 應予核發

89 寶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3 紙、小型行動無線電

機架設許可證 40 紙 
應予核發

90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4 紙 應予核發

91 法務部調查局 申請核發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 5 紙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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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神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屆期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製造及輸

入業） 
應予換發

93 普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屆期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製造及輸

入業） 
應予換發

94 春雨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屆期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換發

95 井中月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函（輸入業） 應予核准

96 旺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製造及輸入業）應予核發

97 金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製造及輸入業）應予核發

98 詠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製造及輸入業）應予核發

99 三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0 必揚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1 辰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2 東方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3 東明數位實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4 采科聯運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5 金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6 強越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7 捷你爾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8 晨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09 釱鴻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0 創界聯合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1 博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2 景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3 華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4 匯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5 瑞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6 駿桓國際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7 駿橙數碼國際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應予核發

118 瑋忠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異動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變更地址) 
應予換發

119 互動寬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異動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變更負責人) 
應予換發

120 日立亞細亞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異動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變更負責人) 
應予換發

121 鎧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異動換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輸入業）

(變更負責人) 
應予換發

122 相宇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進口供販賣用之雷達詢答機設備 SAMYUNG 
SAR-9 30 部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3 新雄風電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進口供販賣用之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設備

JOTRON Tron 60S 1 部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4 航碁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進口供販賣用之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設備 ENTEL 
HT644 10 部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附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18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受文者  案    由 處理意見

125 航碁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進口供販賣用之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設備 ENTEL 
HT649 10 部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6 國立交通大學 
申請核發進口為行動寬頻測試技術研發計畫測試及研究用

之第四代行動通信(LTE)基地臺共 4 臺(廠牌:HUAWEI、型

號:DBS3900 等 2 款)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7 國立陽明大學 
申請核發進口為學術研究腦瘤治療實驗用之射頻功率放大

器 1 臺(廠牌:ar、型號:150A100B)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8 安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進口衛星電話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專案核准函 應予核准

129 雋冠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工科醫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0 李○福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1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2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3 台北美國學校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4 台北美國學校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5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6 台灣索尼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7 永碩聯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8 永碩聯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39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0 宇智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1 和碩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2 旺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3 林○玲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4 肯友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5 
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6 
英屬開曼群島商香奈兒精品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7 神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8 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49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0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1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2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3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4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5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6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7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8 智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59 智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0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附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18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受文者  案    由 處理意見

161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2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4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5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6 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7 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8 零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69 榮鉅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0 精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1 精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2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3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4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5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6 樹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7 
鴻海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園區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8 
鴻海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園區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79 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80 蘇○惠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低功率射頻電機) 應予核發

181 台灣卡普施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2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3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4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5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6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7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8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89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0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1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2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3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4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5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6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7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8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199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0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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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2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3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4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5 台灣愛立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6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7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8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09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0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1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2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3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4 
台灣諾基亞西門子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基地臺設備) 應予核發

215 力源通訊器材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16 力源通訊器材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17 力源通訊器材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18 太通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19 太通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0 
日商丸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專案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1 全球電波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2 全球電波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3 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4 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5 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6 利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7 利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8 俊易科技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29 相宇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0 泰特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1 航碁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2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3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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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5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6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7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8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39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0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1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2 健訊企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3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4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5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6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7 
新加坡商新加坡科技電子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8 新雄風電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49 新豐電業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50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51 翰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52 翰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專用無線電機) 應予核發

253 王○文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4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5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6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7 台灣諾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8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59 
石川島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0 宇智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1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2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4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5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6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7 尚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8 林○能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69 洪○輝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0 
美商美高森美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辦事處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1 
美商迪爾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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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美商博通國際研發服務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3 
美商博通國際研發服務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4 
美商博通國際研發服務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5 
英屬維京群島商輝達維京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6 
香港商立德國際商品試驗有

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7 
香港商立德國際商品試驗有

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8 
香港商立德國際商品試驗有

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79 莊○璋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0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1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2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3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4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5 富士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6 華冠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7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8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89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0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1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2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3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4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5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6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7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8 
瑞典商索尼行動通訊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299 
瑞典商索尼行動通訊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300 
瑞典商索尼行動通訊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301 
瑞典商索尼行動通訊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302 
瑞典商索尼行動通訊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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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盟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304 嘉藤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電信終端設備) 應予核發

305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股權轉讓 應予許可

306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股權轉讓 應予許可

307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股權轉讓 應予許可

308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股權轉讓 應予許可

30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綜合網路微波電臺頻率指配(華信 4901S01等 2站微波

電臺) 
應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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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申請行動電話及第三代行動通信系

統建設計畫增設防救災區域簡訊傳

送服務平台 

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授權訂定之行

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57 條及第三

代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41 條第

2 項 

應予核准

2 
台灣基礎開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報市內網路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

契約範本 

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授權訂定之固

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50 條第 1
項、第 4 項 

應予核准

及核定 

3 

府城之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聯播主

播臺）、桃園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青山

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

司、紫色姊妹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領

袖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高屏溪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東

民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台東之聲廣播

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花蓮之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及蘭友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比

率： 
桃園  ：中功率、14.3  ％、32.14％;  
青山  ：中功率、14.3  ％、28.57％;  
紫色姊妹：小功率、14.3  ％、32.14％;  
領袖  ：中功率、14.81％、30.86％; 
高屏溪 ：中功率、14.29％、37.5％;  
東民  ：中功率、14.29％、26.57％;  
台東之聲：小功率、14.3  ％、21.4 ％; 
花蓮之聲：小功率、14.3  ％、44.64％; 
蘭友  ：小功率、14.81％、34.57％)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4 

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

限公司（聯播主播

臺）、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及主

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比

率： 
寶島新聲：中功率、2.92%、13.6%； 

主人  ：中功率、2.92%、13.6%)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5 

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

限公司（聯播主播

臺）、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及主

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比

率： 
寶島新聲：中功率、7.14%、13.6%； 

主人  ：中功率、7.14%、13.6%)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6 

歡樂廣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聯播主播

臺)、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嘉樂廣播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樂廣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澎湖風聲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及澎湖廣播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比

率： 

望春風 ：小功率、1.19％、38.1％;  
嘉樂  ：中功率、1.19％、32.7％; 
快樂  ：中功率、1.19％、29.2％; 
澎湖風聲：小功率、1.19％、41.7％; 
澎湖  ：中功率、1.19％、17.9％）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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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嘉樂廣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聯播主播

臺)、全景社區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望

春風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快樂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歡樂廣

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澎湖風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及澎

湖廣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異動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

比率： 

全景  ：小功率、10.71％、33   ％; 
望春風 ：小功率、10.71％、38.1％; 
快樂  ：中功率、10.71％、29.2％; 
歡樂  ：中功率、10.71％、36.9％; 
澎湖風聲：小功率、10.71％、41.7％; 
澎湖  ：中功率、 0.6   ％、17.9％）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8 

全景社區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聯播主播

臺)、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嘉樂廣播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

快樂廣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申請節目聯播異動 
（聯播臺功率別、本案聯播比率、總聯播

比率： 

 
望春風：小功率、11.31％、38.1％; 
 
嘉樂 ：中功率、10.12％、32.7％） 

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 應予核准

9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申請股權轉讓 廣播電視法第 14 條第 1 項 應予許可

10 
家和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申請營運計畫中「工程技術及設備

說明」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第 1 項 應予許可

11 
家和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申請經理人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 應予許可

12 
群健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申請董事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 應予許可

13 
北視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申請董事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 應予許可

14 
吉隆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申請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 應予許可

15 
雙子星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申請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更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 應予許可

16 
杰德創意影音管

理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終止經營阿里郎頻道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6 條第 1 項 

應予備查，廢

止並註銷許

可 

17 

英屬蓋曼群島商

艾比斯傳播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申請終止經營 Food Network Asia 
HD 頻道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6 條第 1 項 
應予備查，廢

止並註銷許

可 

18 內政部消防署 申請指配專用電信頻率 4 筆 
電信法第 47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專

用電信設置使用及連接公共通信系

統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 
應予核准

19 
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 
未經許可設置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

基地臺 

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行

動通信網路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

理辦法第 4 條第 1 項、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 

處罰鍰新臺

幣 5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