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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536次分組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    點：臺北市仁愛路 1段 50號 805會議室 

參、主    席：彭委員心儀                                    記錄：林欣穎 

肆、出席委員：江委員幽芬、陳委員憶寧 

伍、列席人員：陳簡任技正玟良、徐副處長國根、梁副處長溫馨、梁簡任技正伯州、 

吳簡任視察娟（代理副處長）、李專門委員文秀、溫副處長俊瑜、 

張簡任視察桂芳 

陸、討論事項： 

案由：本會公告、許可及處分案依規定應先經分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案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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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依上開要點第 4 點所列公告案及許可案，以及第 6 點所列處分

案，應先經分組委員會議審查後，提報委員會議審議。 

三、彙整前項所列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分案計 19件。 

決議：本次所提公告、許可及處分案共計 19案審查通過（如附件），請依規

定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柒、散會：上午 10時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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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536次分組委員會議審查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當事人 案     由 法令依據 審查結果 

1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行動寬頻業務系統建設

計畫變更 

電信法第 14條第 6項授權訂定

之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43

條第 5項 

予以核准 

2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核發桃園市市內網路業

務網路建設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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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條第 1項 

予以核發 

3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網路建設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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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條之 1第 2項 

予以許可 

4 不特定之第三人 

補充公告指定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及台灣固網股份有

限公司於特定村里提供 106

年度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電信法第 20條第 1項、及同條

第 4項授權訂定之電信普及服務

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項 

予以公告 

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補充指定於屏東縣等 6個縣

市計 13個寬頻需求預定建

設點提供 106年度不經濟地

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電信法第 20條第 1項、及同條

第 4項授權訂定之電信普及服務

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項 

予以指定 

6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補充指定於嘉義縣計 1個寬

頻需求預定建設點提供 106

年度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

取普及服務 

電信法第 20條第 1項、及同條

第 4項授權訂定之電信普及服務

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項 

予以指定 

7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陳報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台灣好省購機」資費促銷

方案 

電信法第 26條第 3項授權訂定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

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 

予以核定 

8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於宜蘭縣宜蘭市 UI105 等 3

個光節點範圍辦理有線廣播電視

數位化實驗區計畫轉換為全數位

化方式播送，至少保留類比頻道

保留組合服務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9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9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臺中市梧棲區辦理有線廣播電

視數位化實驗區計畫轉換為全數

位化服務，申請不再播送類比頻

道保留組合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9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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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536次分組委員會議審查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案件結果清單 

項次 當事人 案     由 法令依據 審查結果 

10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聯播主播臺）、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花蓮希望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及嘉義之音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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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  ：中功率、1.19％、21.43％； 

希望之聲：小功率、2.38％、29.51％； 

嘉義之音：小功率、2.38％、28.32％） 

廣播電視法第 10條之 1第 2項 予以核准 

11 

台北之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聯播

主播臺）及東台灣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 

申請節目聯播 

（聯播臺功率別、本案聯播比

率、總聯播比率： 

東台灣：中功率、42.87％、42.87％） 

廣播電視法第 10條之 1第 2項 予以核准 

12 

宜蘭中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聯播

主播臺）及東台灣廣播股份有限公

司 

申請節目聯播 

（聯播臺功率別、本案聯播比

率、總聯播比率： 

宜蘭中山：中功率、5.55％、48.42％） 

廣播電視法第 10條之 1第 2項 予以核准 

13 不特定之第三人 

公告 106年度 3月份廣播事

業執照屆期應申請換發之廣

播事業名單 

廣播電視法第 12條第 2項 予以公告 

14 
金馬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申請公司章程變更 廣播電視法第 10條之 1第 2項 予以核准 

15 
下港之聲放送頭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申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及公司章程變更 

廣播電視法第 10條之 1第 2項、

第 13條及第 14 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及核准 

16 高屏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董事長及董事變更 
廣播電視法第 13條及第 14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17 
中台灣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

司 
申請董事長及董事變更 

廣播電視法第 13條及第 14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18 大大寬頻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及公司章程變更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5條第 1項 予以許可 

19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申請 Channel M 頻道營運計

畫中頻道名稱及識別標識變

更，並換發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許可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5條第 1

項、第 16條第 1項前段 

予以許可

並換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