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播電視法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6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41號令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至第三十四條

之三及第四十四條之二條文；刪除第五條之二、第六條、第二十九條

之一、第四十五條之二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並修正第一條至第三條、

第五條、第五條之一、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之一、第四十五條之三及第五十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

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

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指以無線電進行聲音之播送，以供公眾收

聽。 

二、電視：指以無線電進行視訊之播送，以供公眾收視、

聽。 

三、廣播、電視電臺：指依法核准設立之廣播電臺與

電視電臺（以下簡稱電臺）。 

四、廣播、電視事業：指經營廣播電臺與電視電臺之事

業。 

五、電波頻率：指無線電廣播、電視電臺發射無線電

波所使用之頻率。 

六、節目：指依排定次序及時間，由一系列影像、聲

音及其相關文字所組成之獨立單元內容。 

七、廣告：指為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行銷

或宣傳商品、觀念、服務或形象，所播送之影像、

聲音及其相關文字。 



八、贊助：指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為推廣

特定名稱、商標、形象、活動或產品，在不影響

節目編輯製作自主或內容呈現之完整情形下，而

提供金錢或非金錢之給付。 

九、置入性行銷：指為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

人行銷或宣傳，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於節目中

呈現特定觀念、商品、商標、服務或其相關資訊、

特徵等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 四 條  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交

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 

    前項電波頻率不得租賃、借貸或轉讓。 

第 五 條  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

電視事業。由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

人所設立者，為民營廣播、電視事業。 

廣播、電視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及捐助財產總額，由

主管機關定之。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為廣播、電視事業之發起人、

股東、董事及監察人。 

第五條之一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

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

播、電視事業。 

本法修正施行前，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及其受託人有不符前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投

資廣播、電視事業；其配偶、二親等血親、直系姻親投資

同一廣播、電視事業者，其持有之股份，合計不得逾該事

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本法修正施行前，廣播、電視事業有不符前項情形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 

政府、政黨、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

擔任廣播、電視事業之發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本法修正施行前，廣播、電視事業有不符前項情形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解除其職務。 

本條所稱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

員之範圍，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第五條之二  （刪除） 

第 六 條  （刪除） 

第 七 條   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

公眾福利，得由主管機關通知電臺停止播送，指定轉播特

定節目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 

 

第二章 電臺設立 

 

第 八 條   電臺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其設立數

目與地區分配，由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九 條   為闡揚國策，配合教育需求，提高文化水準，播放空

中教學與辦理國際廣播需要，應保留適當之電波頻率；其

頻率由主管機關與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廣播、電視事業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

視執照，始得營運。 

廣播、電視事業之許可，主管機關得考量設立目的、

開放目標、市場情況、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

採評審制、拍賣制、公開招標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廣播、電視事業各次開放之服務區域、執照張數、許

可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申請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檢具設立申請書、營



運計畫及其他規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經核可或

得標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許可。 

前項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總體規劃。 

二、人事結構及行政組織。 

三、經營計畫及營運時程規劃。 

四、節目規劃、內部流程控管及廣告收費原則。 

五、財務結構。 

六、如為付費收視聽者，其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七、人才培訓計畫。 

八、設備概況及建設計畫。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籌設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

主管機關得以書面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發給籌設許可前，得命申請者依規定繳交履

行保證金；申請者未依規定籌設或未依核可之營運計畫完

成籌設者，主管機關不退還其履行保證金之全部或一部，

並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廣播、電視事業許可之資格條件與程序、申請書與營

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之細項、事業之籌設及執照之取得、履

行保證金之繳交方式與核退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之一    取得廣播、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應於六個月內依電

信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臺架設許可

證，於完成架設後，申請電臺執照，並應於取得電臺執照

後六個月內，申請核發廣播或電視執照。 

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計畫有變更者，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 

廣播、電視事業於主管機關許可之原服務區域內增設



分臺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營運計畫變更。 

第十條之二  （刪除） 

第 十一 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十二 條   廣播或電視執照，有效期間為九年。 

前項執照於有效期間屆滿前，應依主管機關之公告，

申請換發執照。申請換發執照之資格、條件與程序及其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執照者，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

前一年內為之。 

申請換發廣播或電視執照所繳交之文件，經主管機關

審查認應補正時，應以書面通知廣播、電視事業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 

換發廣播或電視執照申請書格式及附件，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應就廣播或電視事業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每三年評鑑一次。 

前項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且得改正者，主管機關應

通知限期改正；無法改正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註

銷廣播、電視執照。 

第十二條之一   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換發廣播或電視執照案件時，應審

酌左列事項：  

一、營運計畫執行情形、頻率運用績效評鑑結果及未

來之營運計畫。  

二、財務狀況。  

三、電臺發射機及天線地點是否與核准者相符。  

四、營運是否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眾需求。  

五、依本法受獎懲之紀錄及足以影響電臺營運之事

項。  

前項審查結果，主管機關認該事業營運不善有改善之



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

效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主管機關得發給臨時執照，其有效期

間為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之二    廣播、電視執照毀損或所載內容有變更時，應於毀損

或變更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遺失時，應登報

聲明作廢，並於十五日內申請補發。  

依前項規定補發或換發之廣播、電視執照，以原執照

之有效期間為其有效期間。 

第 十三 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組織及其負責人之資格，應符合主

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四 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稱或負

責人，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停播時間，除不可抗力外，逾三個月者，其電波

頻率，由交通部收回。 

第十四條之一   廣播、電視事業經營有盈餘時，應提撥部分盈餘充作

提高廣播、電視事業水準及發展公共電視之基金；其徵收

方式、標準、及基金之管理運用，另以法律定之。 

第 十五 條   電臺設備標準及廣播、電視事業工程人員資格，應符

合交通部之規定。 

 

第三章 節目管理 

 

第 十六 條  廣播、電視節目分為下列四類： 

一、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 

二、教育文化節目。 

三、公共服務節目。 

四、大眾娛樂節目。 

第 十七 條  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節目之播放時間所占每週總時

間，廣播電臺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電視電臺不得少於



百分之五十。 

大眾娛樂節目，應以發揚中華文化，闡揚倫理、民主、

科學及富有教育意義之內容為準。 

各類節目內容標準及時間分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八 條  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其所播放節目之分

配，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 十九 條  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

七十；其中於主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不得少於

同類型節目之百分之五十。 

外國語言節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必

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改配國語發音。 

第一項本國自製節目之認定、類別、主要時段之界定

及其他相關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 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二十二條  廣播、電視節目對於尚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

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

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 

第二十三條  對於電臺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為錯誤，於播送之日

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時，電臺應於接到要求後七日內，

在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中，加以更正；或將其

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前項錯誤報導，致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有實際損害時，

電臺及其負責人與有關人員應依法負民事或刑事責任。 

第二十四條  廣播、電視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

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等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 

第二十五條  電臺播送之節目，除新聞外，主管機關均得審查；其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指定各公、民營電臺，聯合或分別播送新

聞及政令宣導節目。 

第二十六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依電視節目內容予以分級，限制觀看之年  

齡、條件；其分級處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電視事業

應依處理辦法播送節目。 

主管機關得指定時段，播送特定節目。 

第二十七條  電臺應將其節目時間表，事前檢送主管機關核備；變

更節目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  無論任何類型之節目，凡供電臺使用者，其輸入或輸

出，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第二十九條  電臺利用國際電信轉播設備，播放國外節目，或將國

內節目轉播國外者，應先經主管機關許可。 

第二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四章 廣告管理 

 

第 三十 條  民營電臺具有商業性質者，得播送廣告。其餘電臺，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之。 

第三十一條  電臺播送廣告，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百分之十五。 

有關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播放之方式及內容，不得

由委託播送廣告之廠商提供。 

廣告應於節目前後播出，不得於節目中間插播；但節

目時間達半小時者，得插播一次或二次。 

廣告播送方式與每一時段中之數量分配，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三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廣告準

用之。 

第三十三條  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

告區隔。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之廣告內容時，應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

件，始得播送。 

第三十四條之一  廣播、電視事業不得播送有候選人參加，且由政府出

資或製作之節目、短片及廣告；政府出資或製作以候選人

為題材之節目、短片及廣告，亦同。 

第三十四條之二  電臺接受贊助時，應於該節目播送前、後揭露贊助者

訊息。在不影響收視者權益下，得於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

節目畫面中，出現贊助者訊息。 

第三十四條之三  置入性行銷及揭露贊助者之時間，不計入廣告時間。 

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類型、新聞報導、兒童、運動

賽事及藝文活動節目之認定、節目與其所插播廣告之明顯

辨認與區隔、置入性行銷置入者與贊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

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不得將電

臺設備之全部或一部，交由委託播送廣告者直接使用。 

 

第五章 獎勵輔導 

 

第三十六條  廣播、電視事業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獎勵： 

一、宣揚國策或闡揚中華文化，成績卓著者。 

二、維護國家或社會安全，具有績效者。 

三、辦理國際傳播，對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者。 

四、推行社會教育或公共服務，成績卓著者。 

五、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獲得優勝或榮譽者。 

六、在邊遠、貧瘠或特殊地區，經營廣播、電視事業、

成績卓著者。 

七、對廣播、電視學術有重大貢獻，或廣播、電視技

術有發明者。 

前項獎勵規定，對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

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  前條之獎勵，除合於其他法律之規定者，依其規定辦

理外，由主管機關核給獎牌、獎狀或獎金。 

第三十八條  電臺採訪新聞或徵集對業務有關之資料，有關機構應

予以便利。 

第三十九條  電臺委託或利用國營交通事業機構，傳遞新聞或電波

信號時，得視需要優先辦理。 

第 四十 條  電臺電波發射機天線周圍地區，因應國家利益需要，

得由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交通部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

核定後，函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限制建築。 

 

第六章 罰則 

 

第四十一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本法規定者，視情節輕重，由主

管機關予以左列處分： 

一、警告。 

二、罰鍰。 

三、停播。 

四、吊銷執照。 

第四十二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 

一、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

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

二十條或第三十一條規定者。 

二、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

條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 

三、違反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分級處理辦法

者。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視事業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廣播事業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 

一、經警告後不予改正，或在一年以內再有前條情形



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或第三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

三款規定者。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四條或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者。 

四、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情節重大者。 

五、違反依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節目

與其所插播廣告之明顯辨認與區隔、置入性行銷

置入者與贊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限制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 

六、未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或第三十二條準用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指定之時段播送節目、廣告

者。 

廣播、電視事業因播送節目或廣告受前項規定處分者，

得停止該一節目或廣告之播送。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視事業除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廣播事業除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一

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得予以三日以上、三個月以下

之停播處分： 

一、一年內經處罰二次，再有前二條情形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

者。 

三、播送節目或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情節重大者。 

四、違反第三十條規定，擅播廣告者。 

五、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 

違反第五條第三項或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處新臺幣

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第四十四條之一     申請設立廣播、電視事業者，於許可設立後，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一、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情節重大者。 

二、未於取得設立許可六個月內申請電臺架設許可證、

未於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  期限內取得電臺

執照或未於取得電臺執照六個月內申請廣播或

電視執照者。 

三、申請廣播或電視執照，經主管機關駁回者。 

四、發起人所認股數變動達設立許可申請書所載預定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五、捐助財產總額或實收資本額低於廣播、電視設立

申請書所載者。 

第四十四條之二  民營廣播、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所定最低實收資本

額及捐助財產總額。 

二、違反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五條之一第六項、第七項規定，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第四十五條  廣播、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銷其廣播或電

視執照： 

一、播送節目或廣告，其內容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內

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播送節目或廣告，其內容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

規定，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者。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第二十六條所為之規定

者。 

五、被處分停播期間，擅自播送節目或廣告者。 



六、一年以內已受定期停播處分二次，再有違反本法

規定情事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在判決確定前，主管機關得先予停

播。 

第四十五條之一  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沒入其設

備。 

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視增力機、變頻機或社區共同天

線電視設備者，沒入其設備。 

前二項沒入處分，得請當地該管警察機關協助執行。 

第四十五條之二  （刪除） 

第四十五條之三  取得廣播、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於取得廣播、電視

執照前營運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立即停止營運；未停止營運者，得按次處罰，或廢

止其籌設許可。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擅自增

設分臺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立即停止營運；未停止營運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

許可。 

第四十六條  依本法吊銷廣播或電視執照者，並由交通部吊銷其電

臺執照。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所處罰鍰，受處分人延不繳納者，得移送法院

強制執行。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所為停播或吊銷執照處分，受處分人抗不遵行

者，得請該管警察機關協助執行之。 

第四十九條  （刪除） 

 

第七章 附則 

 

第 五十 條  本法施行細則及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管理規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申請許可、審查、核發、換

發、補發證照，應向申請者收取許可費、審查費及證照費；

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