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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頻道名稱 經營業務 營業地址 公司電話

1 九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太有線音樂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68號3樓之3 02-8228-0678

2 人間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人間衛視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9樓之1 02-8787-2311

3 八大太陽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娛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5號10樓 02-2650-6666

4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HD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5號 02-2650-6666

5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第一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5號 02-2650-6666

6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5號 02-2650-6666

7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5號 02-2650-6666

8 十方法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方法界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47號3樓 07-222-9665

9 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大一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2段203號1樓 04-823-8778

10 三立國際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32號1樓 07-622-7371

11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台灣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59號 02-8792-8888

12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財經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59號 02-8792-8888

13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都會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59號 02-8792-8888

14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59號 02-8792-8888

15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三立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59號 02-8792-8888

16 大大寬頻股份有限公司 天天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2段209號6樓 02-8253-8866

17 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威達超舜生活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大里區愛心路55號1樓 04-2311-2178

18 大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大立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3段244號 04-2336-4567

19 大嘉義行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嘉義綜合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225號1樓 05-230-2000

20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娛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32號7樓 02-6600-7766

21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32號7樓 02-6600-7766

22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32號7樓 02-6600-7766

23 中華福報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42號4樓之5及之6 02-2752-9090

24 天然成股份有限公司 天美麗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南市安南區頂安里安中路1段372巷25號2樓 06-245-9699

25 木棉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i-Fun動漫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6段399號9樓 02-2903-9101

26 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世新綜合一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225號6樓 05-230-7339

27 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SMART知識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51-7733

28 台灣番薯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番薯衛星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街16號9樓 07-2244-099

29 台灣優視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HD兒童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60號9樓 02-6638-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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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台灣優視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HD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60號9樓 02-6638-1602

31 台灣藝術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藝術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407巷20弄7號1樓 02-5551-0566

32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民視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99號 02-8511-8888

33 生命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7樓之11 03-989-8686

34 全日通娛樂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Z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35號7樓之3 02-2762-5732

35 好萊塢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35號11樓 02-2756-2156

36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ra news年代新聞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9號2樓 02-8751-8599

37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MUCH T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9號2樓 02-8751-8599

38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消息二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11號1樓 02-8024-3911

39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11號1樓 02-8024-3911

40 佛衛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佛衛電視慈悲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2號8樓 07-535-6096

41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旅遊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2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衛視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3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美食星球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4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梅迪奇藝術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5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寰宇新聞二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6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寰宇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47 幸福空間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空間居家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06巷21弄10號 02-2716-1191

48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幼幼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49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洋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0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財經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1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2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3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4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11-8000

55 松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視1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70巷12號4樓之2 02-8662-6003

56 松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視2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70巷12號4樓之2 02-8662-6003

57 松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視3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70巷12號4樓之2 02-8662-6003

58 松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視4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70巷12號4樓之2 02-8662-6003

59 采昌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采昌影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6號6樓之3 02-2658-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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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阿里山衛星電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5段505號 05-230-1100

61 信大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信大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雲林縣林內鄉九芎村大埔15號 05-696-9678

62 信吉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吉藝文衛星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槺榔253之59號 05-370-5538

63 信吉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信吉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槺榔253之59號 0800-205858

64 信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天良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147號7樓 02-2695-7500

65 星穎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HOT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5樓之8 02-2764-9935

66 星穎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玩家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5樓之8 02-2764-9935

67 星穎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星穎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5樓之8 02-2764-9935

68 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商業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35號5樓 02-2766-2888

69 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35號5樓 02-2766-2888

70 飛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飛碟電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02號25樓 02-2363-6600

71 海豚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海豚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秀安路176號 04-761-0002

72 紘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朵啦高畫質玩美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1巷10、12號6樓 02-2516-5005

73 紘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朵啦高畫質粉紅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1巷10、12號6樓 02-2516-5005

74 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股資訊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0號8樓 02-2999-2939

75 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財經網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0號8樓 02-2999-2939

76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客家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02-2633-2000

77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播基

金會
新眼光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117號1樓 02-2831-8000

78 財團法人正德文教傳播基金會 正德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44之8號 07-370-3456

79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族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02-2788-1600

80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大愛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 02-2898-9999

81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大愛二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 02-2898-9999

82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希望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10巷5弄2號 02-2721-5711

83 高點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高點育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2段207號1樓 02-2952-3799

84 高點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2段207號1樓 02-2952-3799

85 唯心宗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唯心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106號5樓 04-2473-0572

86 國世德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全大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1段2號3樓 03-426-8830

87 國興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國興衛視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6號7樓之2 02-8793-5800

88 惟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tch Play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1-1號7樓 02-897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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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曼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曼迪日本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37號25樓之2 02-5591-8687

90 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亞精緻農業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65號12樓 03-301-9333

91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高球一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2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高球二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3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無限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4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運動一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5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運動二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6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電玩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7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網球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8 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博斯魅力網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8662-6259

99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壹電視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號2樓 02-7745-9888

100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壹電視資訊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號2樓 02-7745-9888

101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壹電視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號2樓 02-7745-9888

102 富立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富立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南市北區北成路128巷72號 06-251-7890

103 智林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智林體育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富錦街359巷2弄10號1樓 02-2767-0212

104 朝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OOK T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段46號10樓 02-2523-0900

105 朝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E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段46號10樓 02-2523-0900

106 朝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Movie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段46號10樓 02-2523-0900

107 華人全球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V生活英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45號2樓 02-2718-6669

108 華人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10樓 02-2772-8988

109 華藏世界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衛星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43號10樓之2 02-6600-8968

110 華藏世界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華藏衛星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43號10樓之2 02-6600-8968

111 視納華仁紀實股份有限公司 視納華仁紀實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1段223號6樓 02-2796-5820

112 超級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超視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號12樓 02-2388-5918

113 奧視股份有限公司 香蕉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13號9樓之23 02-2563-0777

114 奧視股份有限公司 驚豔成人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13號9樓之23 02-2563-0777

115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A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1號4樓 02-2341-1100

116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A影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1號4樓 02-2341-1100

117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A體育1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1號4樓 02-2341-1100

118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A體育2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1號4樓 02-2341-1100

119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LTA體育3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1號4樓 02-234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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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新唐人亞太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新唐人亞太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02號3樓之1 02-5571-3838

121
新海克拉斯電視台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天地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90巷35號1樓 02-2515-2198

122 群英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MY 101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89號11樓之3 02-2278-9388

123 群英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MY-KIDS T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89號11樓之3 02-2278-9388

124 萬達超媒體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YE TV旅遊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4號地下一樓 02-7721-8289

125 萬達超媒體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YE TV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4號地下一樓 02-7721-8289

126 誠心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誠心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三路56號 05-551-4427

127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Nice T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28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育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29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映畫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0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1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2 靖天傳播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洋卡通台Nice Bingo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3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日本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4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卡通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5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資訊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6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天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7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洋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8 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活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號11樓 02-2655-2111

139 鼎豐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Ttoday財經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6號14樓 02-5588-8888

140 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滾動力娛樂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337號12樓 02-2706-1333

141 遠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遠富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6號14樓 02-2361-4567

142 影迷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影迷數位紀實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77巷65號3樓 02-2658-8868

143 影迷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影迷數位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77巷65號3樓 02-2658-8868

144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日本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45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育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46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47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精釆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48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49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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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緯來體育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號10樓 02-8797-2879

151 衛星娛樂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JET 綜合台 (JET T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9號2樓 02-5559-9933

152 龍祥育樂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LS TIME電影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萬華區漢口街2段113號3樓之1 022361-6022

153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洋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4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偶像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5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動畫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6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經典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7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電影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8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影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59 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華戲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32號7樓 02-2731-3899

160 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優視親子台〈MOMO

親子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98號11樓 02-6601-2345

161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udn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369號 0800-558-520

162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TVBS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 02-2162-8168

163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TVBS新聞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 02-2162-8168

164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TVBS歡樂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 02-2162-8168

165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精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 02-2162-8168

166 聯鑫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MTV綜合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181號 02-8792-8888

167 鴻基國際視訊股份有限公司 鴻基MBC綜合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501號2樓 02-2792-7833

168 鴻基國際視訊股份有限公司 鴻基台灣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501號2樓 02-2792-7833

169 鴻基國際視訊股份有限公司 鴻基影劇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501號2樓 02-2792-7833

170 豐禎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APPY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5樓之9 02-2764-9935

171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台灣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209號A棟6樓 02-8978-0555

172 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A-One體育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梧棲區文明街326巷43號 04-3705-0000

173 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中台灣生活網頻道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梧棲區文明街326巷43號 04-3705-0000

174 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梧棲區文明街326巷43號 04-3705-0000

175 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冠軍夢想台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臺中市梧棲區文明街326巷43號 04-37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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