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傳播法規彙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印
(2020 年版)

【編輯說明】

一、本彙編區分為七大單元，分別為「基本類」、「通訊類」、
「傳播類」、「其他」、「行政規則」、「大法官通訊傳
播相關之解釋」與「附錄」。
二、本彙編收錄者為 109 年 4 月以前現行適用之法規，嗣後新
（修）訂或廢止之法規，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s://www.
ncc.gov.tw/）本會法令，以確認更新。
三、本法規彙編雖經多次校對，錯漏之處仍恐難免，尚祈各界
賢達惠予指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謹識
民國 1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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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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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有網底之法規，係
年年
3 3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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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類法規
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總統
93 1 7 華總一義字 總統
第09300000
301號令
總統
94 11 9 華總一義字 總統
第09400178
881號令
國家通訊傳 行政院 95 12 29 院授主孝四 行政院
播委員會組
字第095000
織法第14條
7812A號令
第4項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通訊傳播
基本法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組織法
通訊傳播
監督管理
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
用辦法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處務規
程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編制表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委員會
議議事要
點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委員會
議意見徵
詢要點

最 後 修 正
年 月日 文 號
105 11 9 華總一義字
第10500136
321號令
100 12 28 華總一義字
第10000294
211號令
103 3 6 院授主基法
字第103020
0145A號令

頁
次
3
5

10

國家通 95 6 16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9 2 24 通傳人字第
訊傳播
505054601 訊傳播
10911001960
12
委員會
號令
委員會
號令
國家通 95 6 29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9 2 24 通傳人字第
訊傳播
505067971 訊傳播
10911001960 17
委員會
號令
委員會
號令
國家通 95 4 10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3 6 20 通傳秘字第
訊傳播
505028240 訊傳播
1031001482
委員會
號函下達 委員會
0號函
20
國家通 95 6 21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8 5 20 通傳法務字
訊傳播
505065370 訊傳播
第10846006
委員會
號函下達 委員會
170號函下 23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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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修 正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108 6 26 華總一義字
第10800065
091號令
總統
47 10 23 (47)台總字 總統 102 12 11 華總一義字
第605號令
第102002251
81號令
電信法第7條 交通部 86 8 13 (86)電信公 國家通 106 6 15 通傳平臺字
第2項
電信總
字第01495 訊傳播
第106410199
局
號令
委員會
20號令

頁
次

目

貳、通訊類法規
一、電信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電信管理
法
電信法
電信事業
處理有關
機關查詢
電信通信
紀錄實施
辦法
電信事業
處理有關
機關(構)
查詢電信
使用者資
料實施辦
法
電信事業
用戶查詢
通信紀錄
作業辦法
衛星通信
業務管理
規則
固定通信
業務管理
規則
無線寬頻
接取業務
管理規則
行動寬頻
業務管理
規則

電信法第7條 交通部 88 10 22 (88)電信公 國家通 106 6 15 通傳平臺字
第2項
電信總
字第506797- 訊傳播
第106410199
局
0號令
委員會
20號令

29
64

86

89

電信法第7條 交通部 94 6 24 電信公字第 國家通 96 7 5 通傳法字第0
9605096211
第3項
電信總
0940504474 訊傳播
92
號令
局
0號令
委員會
電信法第14 交通部 87 6 11 (87)交郵發 國家通
條第6項
字第8722號 訊傳播
令
委員會
電信法第14 交通部 88 5 18 (88)交郵發 國家通
字第8817號 訊傳播
條第6項
令
委員會
電信法第14 國家通 96 3 30 通傳企字第 國家通
0960503842 訊傳播
條第6項
訊傳播
委員會
委員會
0號令
電信法第14 國家通 102 5 8 通傳法務字 國家通
條第6項
訊傳播
第10246010 訊傳播
委員會
700號令
委員會

102 10 7 通傳通訊字
第102410311
90號令
106 10 13 通傳基礎字
第106630226
20號令
104 7 16 通傳綜規字
第104400195
60號令
109 2 17 通傳綜規字
第109410034
70號令

95
111
145

171

電信事業 電信法第16 交通部 86 10 4 (86)電信綜 國家通 106 11 1 通傳平臺字
電信總
網路互連 條第9項
字第00965 訊傳播
第106410395 220
局
管理辦法
號令
委員會
43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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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第二類電 電信法第17 交通部 86 2 18 (86)交郵發 國家通 106 4
信事業管 條第2項
字第8614號 訊傳播
理規則
令
委員會
第一類電 電信法第19 交通部 89 8 8 (89)交郵發 國家通 97 11
信事業會 條第2項
字第8941號 訊傳播
委員會
計制度及
令
會計處理
準則
電信普及 電信法第20 交通部 90 6 15 (90)交郵發 國家通 108 2
服務管理 條第4項
字第00035 訊傳播
辦法
號令
委員會
特殊電信 電信法第20 國家通 99 3 18 通傳資字第 國家通 104 3
號碼使用 條之1第3項 訊傳播
0994200437 訊傳播
委員會
費收費標
0號令
委員會
準
平等接取 電信法第20 交通部 92 6 18 電信規字第 國家通 105 3
服務管理 條之1第4項 電信總
0920504616 訊傳播
委員會
辦法
局
0號令
號碼可攜 電信法第20 交通部 92 11 24 電信規字第 國家通 103 6
服務管理 條之1第4項 電信總
0920510232 訊傳播
辦法
局
0號令
委員會
電信號碼 電信法第20 交通部 92 9 29 電信規字第 國家通 106 2
管理辦法 條之1第6項 電信總
0920508582 訊傳播
0號令
委員會
局
網際網路 電信法第20 交通部 92 2 11 電信公字第
位址及網 條之1
0920500580
電信總
域名稱註
0號令
局
冊管理業
務監督及
輔導辦法
第一類電 電信法第26 交通部 89 9 8 (89)交郵發 國家通 102 2
信事業資 條第3項
字第8951號 訊傳播
費管理辦
令
委員會
法
建築物電 電信法第38 交通部 86 4 11 (86)交郵發 國家通 104 8
信設備及 條第6項
字第8627號 訊傳播
空間設置
令
委員會
使用管理
規則
建築物電 電信法第38 交通部 92 9 29 電信公字第 國家通 100 4
信設備審 條第9項
電信總
0920050868 訊傳播
查及審驗
局
00號令
委員會
機構管理
辦法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目錄
修 正
日 文 號
13 通傳平臺字
第106410109
20號令
20 通傳企字第0
9740033580
號令

3
頁
次

254

270

14 通傳平臺字
第108410024 280
50號
5 通傳資源字
第104430038
292
10號令
23 通傳平臺第1
0541008410 295
號令
4 通傳通訊字
第103410224 304
60號令
16 通傳資源字
第106430031 318
70號令

327

7 通傳綜規字
第102400040
331
70號令
5 通傳基礎字
第104630181
00號令
339
1 通傳技字第1
0043006770
號令
346

4 通訊傳播法規彙編
公（發）
機關 年 月 日
電信法第42 交通部 86 4 3
條第2項
電信總
局
電信法第43 交通部 86 2 15
條第6項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電信終端
設備審驗
辦法
高級電信
工程人員
及電信工
程人員資
格取得與
管理辦法
電信工程
業管理規
則
電信終端
設備驗證
機構管理
辦法
電信線路
遷移費用
及電信設
備損壞賠
償負擔辦
法
無線廣播
電視電臺
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計程車專
用無線電
臺設置使
用管理辦
法
廣播電視
業者設置
地球電臺
管理辦法
業餘無線
電管理辦
法

目
布
最 後
文 號
機關 年 月
(86)電信公 國家通 109 4
字第00199 訊傳播
號令
委員會
(86)交郵發 國家通 102 7
字第08613 訊傳播
委員會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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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頁
次
日 文 號
20 通傳資源字
第109430087 350
00號令
22 通傳資技字
第102430259
50號令
358

電信法第43 國家通 97 12 31 通傳技字第 國家通 102 8 2 通傳資技字
條第5項
訊傳播
0974303114 訊傳播
第102430283 362
0號令
委員會
委員會
70號令
電信法第44 交通部 92 11 17 電信工字第 國家通 106 6 7 通傳資源字
0920509875 訊傳播
第106430120
條第2項
電信總
367
0號令
委員會
50號令
局
電信法第45 交通部 91 7 17 交郵發字第 交通部 92 12 8 交郵發字第0
條第3項
091B000067
92B000112
號令
號令

372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65 6 25 (65)交郵字 國家通 106 8 18 通傳基礎字
第05539號 訊傳播
第106630190
條第3項
375
委員會
令
90號令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77 8 19 (77)交路發 國家通 109 4 1 通傳資源字
條第3項、第
字第7723號 訊傳播
第109430051
47條第3項
令
委員會
90號令
387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3 12 16 (83)交郵發 國家通 98 12 31 通傳技字第0
字第8346號 訊傳播
條第3項、第
9843032850
393
令
委員會
47條第3項
號令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5 9 20 (85)交郵發 國家通 107 1 12 通傳資源字
字第08538 訊傳播
第106430318
條第3項、第
400
號令
委員會
30號令
47條第3項及
第51條
學術試驗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6 3 6 (86)交郵發 國家通 96 7 13 通傳法字第0
無線電臺 條第3項
字第8607號 訊傳播
教育部
9605105731
管理辦法
令暨教育部( 委員會
號令
417
86)台高(四)
字第860164
36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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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學校實習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6 4 1 (86)交郵發 國家通 99 9
無線廣播 條第3項
字第8620號 訊傳播
教育部
電臺設置
令暨教育部( 委員會
使用管理
86)台高(四)
辦法
字第860262
46號令
船舶無線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6 6 12 (86)交郵發 國家通 109 2
電臺管理 條第3項、第
字第8646號 訊傳播
辦法
47條第3項
令
委員會
民用航空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6 11 3 (86)交郵發 國家通 96 7
器無線電 條第3項、第
字第8681號 訊傳播
臺管理辦 47條第3項
令
委員會
法
廣播電視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88 12 3 (88)交郵發 國家通 105 4
節目中繼 條第3項、第
字第88106 訊傳播
電臺設置 47條第3項及
號令
委員會
使用管理 第48條第1項
辦法
第一類電 電信法第46 交通部 91 5 31 交郵發字第 國家通 101 2
信事業微 條第3項
091B000038 訊傳播
波電臺設
號令
委員會
置使用管
理辦法
行動通信 電信法第46 國家通 99 12 28 通傳技字第 國家通 109 4
網路業務 條第3項
訊傳播
0994302935 訊傳播
基地臺設
委員會
0號令
委員會
置使用管
理辦法
專用電信 電信法第47 交通部 59 1 31 (59)交郵字 國家通 107 7
設置使用 條第3項
電信總
第01188號 訊傳播
及連接公
局
令
委員會
共通信系
統管理辦
法
學術教育 電信法第47 交通部 91 11 29 電信規字第 國家通 108 1
電信總
0910509538- 訊傳播
或專為網 條第5項
局
0號
委員會
路研發實
驗目的之
電信網路
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目錄

5

修 正
頁
次
日 文 號
8 通傳技字第0
9943021810
號令
423

12 通傳資源字
第109430012 430
80號令
13 通傳法字第0
9605105731
436
號令
1 通傳基礎字
第105630055
20號令
438
24 通傳技字第
10143002390
號令
444
20 通傳北字第
10950014741
號令
448
27 通傳資源字
第107430169
40號令

2 通傳資源字
第107430300
90號令

460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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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電波監理 電信法第48 國防部 59 2 1 (59)鴿飛字 國家通 107 6
業務管理 條第1項
第0274號 訊傳播
委員會
辦法
交通部 59 1 24 (59)交郵字
第0088號令
無線電頻 電信法第48 國家通 96 4 9 通傳資字第 國家通 108 4
率使用費 條第2項
訊傳播
0960504157 訊傳播
收費標準
委員會
0號令
委員會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工業科學
醫療用電
波輻射性
電機管理
辦法
低功率電
波輻射性
電機管理
辦法
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
管理辦法
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
審驗辦法
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
驗證機構
管理辦法
低功率射
頻電機規
費收費標
準
公眾電信
規費收費
標準
建築物電
信設備及
其空間規
費收費標
準
專用電信
業務規費
收費標準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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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頁
次
日 文 號
5 通傳資源字
第107430119
80號令
482
30 通傳資源字
第108430083
492
30號令

電信法第48 交通部 59 10 3 (59)交郵字 國家通 105 7 19 通傳資源字
條第4項
第11034號 訊傳播
第105430142
令
委員會
40號令
507
電信法第48 交通部 82 3 13 (82)交郵發 國家通 96 7 19 通傳法字第0
條第4項
字第8203號 訊傳播
9605100651
511
令
委員會
號令
電信法第49 交通部 86 5 15 (86)交郵發 國家通 106 3 14 通傳資源字
條第2項
字第8638號 訊傳播
第106430044 513
委員會
令
70號令
電信法第50 交通部 86 1 12 (86)局電字 國家通 106 6 7 通傳資源字
條第2項
電信總
第86A25000 訊傳播
第106430120 523
局
委員會
90號令
50號令
電信法第50 交通部 92 11 18 電信工字第 國家通 106 6 7 通傳資源字
0920509843 訊傳播
第106430120
條第3項
電信總
534
1號令
委員會
50號令
局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3 1 27 交郵發字第 國家通 106 6 7 通傳資源字
093B000007 訊傳播
第106430120
條
539
號令
委員會
50號令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3 9 13 交郵發字第 國家通 102 11 4 通傳資技字
093B000068 訊傳播
第102430398 542
條
號令
委員會
70號令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4 5 3 交郵發字第 國家通 99 10 29 通傳技字第0
0940085019 訊傳播
條
9943026920
委員會
號令
號令
546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4 9 5 交郵字第09 國家通 96 7 13 通傳法字第0
400850381 訊傳播
條
9605105731 551
號令
委員會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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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第二類電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4 12 27 交郵字第09 國家通 98
信事業許 條
400850561 訊傳播
可費收費
號令
委員會
標準
電信終端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5 1 10 交郵字第09 國家通 96
設備規費 條
500850031 訊傳播
收費標準
號令
委員會
電信管制 電信法第70 交通部 95 1 11 交郵字第09 國家通 96
射頻器材 條
500850061 訊傳播
委員會
經營許可
號令
及進口許
可規費收
費標準
第一類電 電信法第70 國家通 96 8 20 通傳營字第 國家通 99
訊傳播
信事業特 條
0960511448 訊傳播
委員會
許費收費
0號令
委員會
標準
電信工程 電信法第70 國家通 98 1 20 通傳技字第
訊傳播
業證照費 條
0984300012
委員會
0號令
收費標準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7

後 修 正
頁
次
月日 文 號
4 28 通傳營字第
09841026230
557
號令
4 26 通傳技字第0
9605041880 560
號令
7 23 通傳法字第0
9605106271
號令
562

1 6 通傳營字第0
9841087310
564
號令
567

二、其他法律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公（發）
機關 年 月 日
國民政 19 12 4
府

布
文 號

船舶法第
24 條 ( 原
船舶法第
51條之1)
配合執行 通訊保障及 交通部 93 6 16 交郵發字第
機關至第 監察法第14
093B000021
一類電信 條第3項
號令
內政部
業者機房
台內警字第
執行個案
0930077699
臨時監察
號令
國防部
之收費標
制剴字第09
準
30000488號
令
法務部
法令字第09
30017635號
令

最 後 修 正
頁
次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107 11 28 華總一經字
第10700129
571
031號令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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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修 正
頁
次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船舶設備 船舶法第51 交通部 66 2 10 (66)交航字 交通部 108 8 14 交航字第10
規則第七 條之1
第01229號
800225591
575
編
令
號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各級機關
機構學校
網站無障
礙檢測及
認證標章
核發辦法

身心障礙者 國家通 102 8 15 通傳資技字 國家通 106 2 15 通傳資源字
第10243023 訊傳播
第10643001
權益保障法 訊傳播
第52條之2第 委員會
350號令
委員會
740號令
2項
610

參、傳播類法規
一、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廣播電視
法
廣播電視
法施行細
則
廣播事業
設立許可
辦法
公設電視
事業設立
許可辦法
電視增力
機變頻機
及社區共
同天線電
視設備設
立辦法
廣播事業
申請換發
執照辦法

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65 1 8 總統令

廣播電視法 行政院 65 12 30
第50條
新聞局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5 3
第10條第8項 訊傳播
委員會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6 6 26
第10條第8項 訊傳播
委員會
廣播電視法 交通部 62 4 3
第11條

最 後 修 正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107 6 13 華總一義字
第10700062
341號令
(65)局懋播 國家通 105 11 11 通傳內容字
一字第1295 訊傳播
第10548033
4號令
委員會
010號令
通傳綜規字 國家通 106 7 26 通傳綜規字
第105400104 訊傳播
第10640018
委員會
10號令
480號令
通傳綜規字
第106400152
30號令
(62)交郵字 國家通 101 5 31 通傳技字第
第5996號令 訊傳播
1014301673
委員會
0號令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2 7 9 通傳傳播字
第12條第2項 訊傳播
第102620189
、第5項及第 委員會
80號令
12條之1
電視事業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2 7 9 通傳傳播字
申請換發 第12條第2項 訊傳播
第102620189
執照辦法 、第5項及第 委員會
70號令
12條之1

頁
次
617
629
635
652

655

662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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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廣播電視 廣播電視法 行政院 66 8 6 (66)德波字 國家通
事業負責 第13條及第5 新聞局
第08737號令 訊傳播
人管理規 0條
委員會
則
無線電視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12 27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事業播送 第19條第3項 訊傳播
第105480382 訊傳播
本國自製
委員會
10號令
委員會
節目管理
辦法
電視節目 廣播電視法 行政院 88 12 31 (88)怡廣一 國家通
分級處理 第26條之1第 新聞局
字第21416 訊傳播
辦法
1項
號令
委員會
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8條
第3項
廣播電視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12 7 通傳內容字
廣告播送 第31條第4項 訊傳播
第105480349
方式與數
委員會
40號令
量分配辦
法
廣播節目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11 11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廣告區隔 第34條之3第 訊傳播
第105480322 訊傳播
與置入性 2項
委員會
00號令
委員會
行銷及贊
助管理辦
法
申請經營 廣播電視法 行政院 93 5 5 新廣二字第0
數位廣播 第50條之1 新聞局
930622369號
業務規費
令
收費標準
廣播電視 電信法第70 國家通 99 3 15 通傳技字第0
業者設置 條及廣播電 訊傳播
9943005080
電臺規費 視法第50條 委員會
號令
收費標準 之1
廣播電視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3 15 通傳內容字
事業業務 第50條之1 訊傳播
第105480049
規費收費
委員會
40號令
標準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目錄

9

最 後 修 正
頁
次
年 月 日 文 號
105 1 30 通傳內容字
第10548001
670
910號令
108 11 20 通傳內容字
第10848028
290號令
672
108 3 5 通傳內容字
第10748032
350號令

674

682
108 4 3 通傳內容字
第10848008
011號令

683

687

688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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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總統
82 8 11 (82)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3912
號令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82 12 20 (82)強廣一 國家通
視法第76條 新聞局
字第24753 訊傳播
號令
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22 通傳平臺字
視法第11條 訊傳播
第10541045
第6項
委員會
450號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有線廣播
電視法
有線廣播
電視法施
行細則
申請經營
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
籌設辦法
申請經營
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
審查辦法
申請經營
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
履行保證
金繳交辦
法
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
工程技術
管理辦法
有線廣播
電視終端
設備審驗
辦法
有線廣播
電視終端
設備驗證
機構管理
辦法
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
經營者營
業讓與合
併及投資
案件准駁
標準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0 21 通傳綜規字
視法第12條 訊傳播
第10540025
第3項
委員會
750號令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0 6 通傳平臺字
視法第13條 訊傳播
第10541033
第3項
委員會
390號令

最 後 修 正
年 月 日 文 號
107 6 13 華總一義字
第10700062
331號令
105 10 13 通傳平臺字
第10541034
190號令

頁
次
695
716

721

725

728

有線廣播電 交通部 82 12 30 (82)交郵發 國家通 105 1 30 通傳基礎字
視法第20條
字第8232號 訊傳播
第10563002
730
第9項
令
委員會
070號令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8 通傳基礎字
視法第22條 訊傳播
第10563025
第2項
委員會
510號令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8 通傳基礎字
視法第22條 訊傳播
第10563025
第4項
委員會
510號令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0 17 通傳綜規字
視法第23條 訊傳播
第10540024
第4項
委員會
890號令

744

751

755

12 通訊傳播法規彙編
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1 3 通傳平臺字
電視系統 視法第29條 訊傳播
第10541037
委員會
經營者營 第1項
650號令
運計畫變
更申請許
可或報請
備查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6 1 3 通傳平臺字 國家通
電視系統 視法第29條 訊傳播
第10541042 訊傳播
委員會
經營者申 第3項
940號令
委員會
請頻道規
劃及其類
型變更許
可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1 4 通傳平臺字
電視營運 視法第30條 訊傳播
第10541037
計畫評鑑 第3項
委員會
550號令
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27 通傳平臺字
電視系統 視法第31條 訊傳播
第10541046
委員會
經營者申 第6項
990號令
請換發經
營許可執
照審查辦
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6 1 6 通傳平臺字
電視系統 視法第39條 訊傳播
第10541049
委員會
經營者使 第2項
390號令
用插播式
字幕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83 5 9 (83)強廣一 國家通
電視系統 視法第40條 新聞局
字第07723 訊傳播
經營者天 第3項
號令
委員會
然災害及
緊急事故
應變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0 13 通傳平臺字
電視系統 視法第41條 訊傳播
第10541031
經營者公 第1項
委員會
760號令
用頻道之
規劃及使
用辦法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最 後 修 正
年 月 日 文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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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頁
次

758

108 1 17 通傳平臺字
第10741047
750號令

760

762

766

771
105 1 30 通傳平臺字
第10541002
590號令

773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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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89 8 16 (89)琴廣五 國家通
電視系統 視法第44條 新聞局
字第12323 訊傳播
經營者收 第1項
號令
委員會
費標準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90 7 12 (90)正廣五 國家通
電視系統 視法第44條 新聞局
字第09184 訊傳播
經營者會 第3項
號令
委員會
計制度及
其標準程
式準則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90 6 28 (90)正廣五 行政院
電視事業 視法第45條 新聞局
字第08612
發展基金 第1項
號令
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
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9 19 通傳綜規字
電視數位 視法第47條 訊傳播
第10540022
轉換實驗 第2項
委員會
130號令
區計畫實
施辦法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83 3 9 (83)強廣一 行政院
電視廣告 視法第50條 新聞局
字第03761 新聞局
製播標準 第2項
號令
有線電視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82 11 9 (82)強廣四 國家通
節目播送 視法第72條 新聞局
字第21606 訊傳播
系統管理 第3項
號令
委員會
辦法
申請經營 有線廣播電 行政院 92 5 21 新廣五字第 國家通
有線廣播 視法第75條 新聞局
0920621956 訊傳播
電視服務
A號令
委員會
規費收費
標準
有線廣播 有線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8 通傳基礎字
電視終端 視法第75條 訊傳播
第10563025
設備規費 及規費法第7 委員會
510號令
收費標準 條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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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修 正
頁
次
年 月 日 文 號
105 1 30 通傳綜規字
第10540002
777
060號令
105 1 30 通傳平臺字
第10541002
370號令

105 9 27 院授主基法
字第105020
0832A號令

782

788

792
88 9 15 (88)強廣一
字第15040 795
號令
100 12 30 通傳法字第
1004602670
797
0號令
105 1 30 通傳基礎字
第10563002
071號令
801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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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總統
88 2 3 (88)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8800
021610號令
衛星廣播電 行政院 88 6 10 (88)建廣(一) 國家通
視法第67條 新聞局
字第09241 訊傳播
號令
委員會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6 21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視法第6條第 訊傳播
第10548015 訊傳播
4項
委員會
871號令
委員會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衛星廣播
電視法
衛星廣播
電視法施
行細則
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
視事業申
設審查辦
法
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
事業播送
本國節目
管理辦法
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
負責人監
督管理辦
法
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
設置地球
電臺管理
辦法
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
視事業評
鑑審查辦
法
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
視事業換
照審查辦
法

最 後 修 正
年 月 日 文 號
107 6 13 華總一義字
第10700062
391號令
105 10 19 通傳內容字
第10548029
470號令
107 2 8 通傳內容字
第10748002
001號令

頁
次
807
826

830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2 27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108 11 20 通傳內容字
視法第8條第 訊傳播
第10548038 訊傳播
第10848028
4項
委員會
210號令
委員會
290號令
836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1 21 通傳內容字
視法第10條 訊傳播
第10548033
委員會
第3項
810號令

839

衛星廣播電 交通部 88 8 24 (88)交郵發 國家通 105 1 30 通傳基礎字
視法第13條
字第8881號 訊傳播
第10563002
第2項
令
委員會
210號令
840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7 28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107 5 17 通傳內容字
視法第17條 訊傳播
第10548021 訊傳播
第10748012
第3項
委員會
500號令
委員會
161號令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7 6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107 5 17 通傳內容字
視法第18條 訊傳播
第10548018 訊傳播
第10748012
第3項
委員會
400號令
委員會
161號令

846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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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衛星廣播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6 24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電視事業 視法第20條 訊傳播
第10548016 訊傳播
境外衛星 第4項
委員會
020號令
委員會
廣播電視
事業及他
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
業申設評
鑑換照諮
詢會議審
議規則
電視節目 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 105 11 11 通傳內容字 國家通
廣告區隔 第34條之3第 訊傳播
第10548032 訊傳播
與置入性 2項及衛星廣 委員會
800號令
委員會
行銷及贊 播電視法第3
助管理辦 3條第2項
法
衛星廣播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1 3 通傳內容字
電視節目 視法第36條 訊傳播
第10548031
起迄時間 第4項
委員會
480號令
認定與廣
告播送方
式及數量
分配辦法
衛星廣播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105 10 4 通傳內容字
電視購物 視法第37條 訊傳播
第10548027
頻道插播 第2項
委員會
660號令
式字幕管
理辦法
衛星廣播 衛星廣播電 國家通 98 2 5 通傳營字第 國家通
電視事業 視法第66條 訊傳播
0984100023 訊傳播
及境外衛
委員會
0號令
委員會
星廣播電
視事業業
務規費收
費標準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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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修 正
頁
次
年 月 日 文 號
107 2 8 通傳內容字
第10748002
001號令
857

108 3 8 通傳內容字
第10848004
590號令

860

865

866
105 1 30 通傳內容字
第10548001
770號令

867

16 通訊傳播法規彙編

目錄

15

四、其他法律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公共電視
法
中央廣播
電臺設置
條例
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37條
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
第23條
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
法第14條
大陸地區
出版品電
影片錄影
節目廣播
電視節目
進入臺灣
地區或在
臺灣地區
發行銷售
製作播映
展覽觀摩
許可辦法
香港澳門
出版品電
影片錄影
節目廣播
電視節目
進入臺灣
地區或在
臺灣地區
發行銷售
製作播映
展覽觀摩
許可辦法

公（發）
布
最 後 修 正
頁次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86 6 18 (86)華總(一) 總統
98 12 30 華總一義字
義字第8600
第098003232 871
139050號令
41號令
總統
85 2 5 (85)華總字第
880
8500027170
號令
總統
81 7 31 (81)華總(一) 總統
108 7 24 華總一義字
義字第3736
第108000746
號令
01號令
883

86 4 2 (86)華總(一) 總統
106 12 13 華總一義字
義字第8600
第106001495 883
080010號令
31號令
總統
90 11 14 (90)華總一 總統
108 6 19 華總一義字
義字第9000
第108000622 884
223460號令
11號令
臺灣地區與大 行政院 82 3 3 (82)強綜三 行政院 99 3 24 新綜三字第0
陸地區人民關 新聞局
字第03650 新聞局
990004026Z
係條例第37條
號令
號令
第2項
總統

885

香港澳門關係 行政院 86 6 30 (86)維綜二 行政院 97 2 27 新綜三字第0
條例第23條 新聞局
字第09176 新聞局
970006243Z
號令
號令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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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動員實施 全民防衛動員 行政院 91 6 28 新綜一字第 行政院 101
階段大眾 準備法第14條 新聞局
0911020679
傳播事業 第3項
號令
及從業人
員管制辦
法
線路與電 電業法第37條 經濟部 90 10 3 (90)經能字第 經濟部 106
信線交叉 第2項
09004617560
並行規則
號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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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修 正
頁次
月 日 文 號
5 15 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令
899

8 21 經能字第106
04603000號
令

(90)交郵發字 國家通
第00060號令 訊傳播
委員會
會銜訂定

通傳基礎字
第
10663016771
號令

902

肆、其他相關法規
公（發）
布
最 後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總統 59 8 31 (59)台統(一) 總統
93 5
義字第788
號令
總統 83 1 11 (83)華總(一) 總統
104 6
義字第0165
號令
106 6
總統 80 2 4 (80)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0704
號令
總統 84 8 11 (84)華總(一) 總統
104 12
義字第5960
號令
個人資料保 法務部 85 5 1 (85)法令字 法務部 105 3
護法第55條
第10259號
令
個人資料保 國家通 105 11 9 通傳平臺字
護法第27條 訊傳播
第10541037
第3項
委員會
790號令

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中央法規
標準法
消費者保
護法
公平交易
法
個人資料
保護法
個人資料
保護法施
行細則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指定非
公務機關
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
維護辦法

修 正
頁次
日 文 號
19 華總一義字
第093000941 909
81號令
17 華總一義字
第104000706 913
91號令
14 華總一義字
第106000732 928
11號令
30 華總一義字
第104001528 940
61號令
2 法令字第105
03502120號 954
令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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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修 正
頁次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88 7 14 (88)華總一 總統
107 5 23 華總一義字
義字第8800
第107000555
963
159870號令
11號令

通訊保障 通訊保障及 行政院 89 3 15 行政院令、 行政院 103 6 26 院臺法字第1
及監察法 監察法第33 司法院
(89)院台廳
030038198號
施行細則 條
刑一字第04
令
471號令
974
司法院
院台廳刑一
字第1030017
851號令
資通安全
總統 107 6 6 華總一義字
管理法
第10700060
984
021號令
資通安全
行政院 107 11 21 院臺護字第
事件通報
1070213547
990
及應變辦
號令
法
國家通訊 資通安全管 國家通 108 4 1 通傳基礎字
傳播委員 理法第16條 訊傳播
第10863004
會所管特 第6項、第17 委員會
030號令
定非公務 條第4項
997
機關資通
安全管理
作業辦法
政府資訊
總統 94 12 28 華總一義字
公開法
第09400212
1001
561號令
國家通訊 政府資訊公 國家通 96 7 13 通傳祕字第 國家通 108 12 25 通傳秘字第
傳播委員 開法第條22 訊傳播
0960507354 訊傳播
1081002655
會提供政 條第2項
委員會
0號令
委員會
0號令
1007
府資訊收
費標準
規費法
總統 91 12 11 華總一義字 總統
106 6 14 華總一義字
第09100239
第106000732 1011
000號令
31號令
財團法人
總統 107 8 1 華總一義字
法
第10700080
1016
881號令
國家通 108 1 30 通傳綜規字
通訊傳播
訊傳播
類財團法
第10840000
委員會
人設立許
820號令
1039
可及監督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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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授權依據
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
法(節錄)
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
(節錄)
家庭暴力
防治法
(節錄)
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
(節錄)
行政程序
法
行政罰法
行政執行
法
訴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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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
布
最 後 修 正
頁次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總統 92 5 28 華總一義字 總統
109 1 15 華總一義字
第09200096
第10900003
1045
700號令
681號令
總統

84 8 11 (84)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5957
號令

107 1 3 華總一義字
第10600158
1052
841號令

87 6 24 (87)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8700
122820號令
總統 86 1 22 (86)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8600
016230號令
總統 88 2 3 (88)華總一 總統
義字第8800
027120號令
總統 94 2 5 華總一義字 總統
第09400016
841號令
國民政 21 12 28
總統
府

104 2 4 華總一義字
第10400014 1055
251號令
104 12 23 華總一義字
第10400149 1057
621號令
104 12 30 華總一義字
第10400151 1060
551號令
100 11 23 華總一義字
第10000259 1091
791號令
99 2 3 華總一義字
第09900022 1101
491號令
國民政 19 3 24
總統
101 6 27 華總一義字
府
第10100146 1111
371號令
訴願法第52 行政院 61 7 25 (61)台規字 行政院 108 10 30 院臺訴字第
條第3項
第7361號令
1080193307
號令
1127
總統

行政院及
各級行政
機關訴願
審議委員
會組織規
程
行政院及 訴願法第52 行政院 69 5 7 (69)台規字 行政院 103 7 1 院臺規字第
各級行政 條第3項
第5116號令
1030139105
機關訴願
號令
1129
審議委員
會審議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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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行政規則
下 達（發
機關 年 月 日
國家通訊 國家通訊傳 國家通 101 11 2
傳播委員 播委員會組 訊傳播
會委員會 織法第9條 委員會
議審議事
項及授權
內部單位
辦理事項
作業要點
國家通訊
國家通 95 6 22
傳播委員
訊傳播
會召開聽
委員會
證會作業
要點
國家通訊
國家通 95 10 4
傳播委員
訊傳播
會法制作
委員會
業要點
國家通訊
國家通 95 4 26
傳播委員
訊傳播
會國家賠
委員會
償事件處
理要點
國家通訊
國家通 97 7 4
傳播委員
訊傳播
會裁處違
委員會
反電信法
罰鍰案件
處理要點
國家通 96 1 15
國家通訊
訊傳播
傳播委員
委員會
會裁處違
反廣播電
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
視法案件
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
國家通 96 1 15
傳播委員
訊傳播
會裁處違
委員會
反有線廣
播電視法
案件裁量
基準
規則名稱 相關法條

布）
最 後 修 正
頁次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通傳法務字 國家通 106 12 7 通傳法務字
第10146025 訊傳播
第10646019
110號函下 委員會
400號函下
達
達
1137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8 5 20 通傳法務字
505068930 訊傳播
第10846006
號函下達 委員會
170號函下 1145
達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3 10 1 通傳法務字
505111760 訊傳播
第10346023
1149
號函下達 委員會
160號函下
達
通傳字第09 國家通 108 6 25 通傳法務字
5005041320 訊傳播
第10846007
號函下達 委員會
190號函下 1153
達
通傳法字第 國家通 101 6 26 通傳技字第
0974602026 訊傳播
1014301969
0號
委員會
0號令

1156

通傳法字第 國家通 105 12 16 通傳內容字
0960500024 訊傳播
第10548036
0號令
委員會
540號令
1169

通傳法字第 國家通 106 6 13 通傳平臺字
0960500024 訊傳播
第10641020
0號令
委員會
610號令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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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名稱 相關法條
有線廣播
電視營運
計畫評鑑
須知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處理有
線電視頻
道規劃變
更參考指
標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處理系
統經營者
與頻道供
應事業爭
議調處原
則
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
經營者訂
定上下架
規章參考
原則

下 達（發
機關 年 月 日
國家通 106 1 13
訊傳播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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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最 後 修 正
頁次
文 號
機關 年 月 日 文 號
通傳平臺字 國家通 107 9 10 通傳平臺字
第10641000 訊傳播
第10741033
1224
510號令
委員會
201號令

國家通 95 12 28 通傳營字第 國家通 99 5 24 通傳營字第
訊傳播
0950514836 訊傳播
0994102844
委員會
0號函下達 委員會
0號函下達

1226

國家通 106 2 17 通傳平臺字 國家通 107 3 9 通傳平臺字
訊傳播
第10641005 訊傳播
第10741006
委員會
180號令
委員會
140號令
1228

國家通 107 8 16 通傳平臺字
訊傳播
第10741028
委員會
990號令

1230

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 .................................................................................................. 1235
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 .................................................................................................. 1236
釋字第五○九號解釋 .................................................................................................. 1238
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 .................................................................................................. 1239
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 .................................................................................................. 1246
釋字第六二三號解釋 .................................................................................................. 1250
釋字第六七八號解釋 .................................................................................................. 1252
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 ................................................................................... ....1254
釋字第七四四號解釋 .....................................................................................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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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開放家數一覽表
（電信法第12條第6項） ............................................................................ 1265
附錄二：電臺免設置許可之項目（電信法第46條第1項） ..................................... 1277
附錄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電信法第49條第4項） .................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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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規定之限制 .......................................................................................... 1305

壹、基本類法規

通訊傳播基本法
通訊傳播基本法

3

通訊傳播基本法
1.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0030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7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363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 條條文

第一條
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
益，提升多元文化，平衡城鄉差距，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通訊傳播：指以有線、無線、衛星或其他電子傳輸設施傳送聲音、影
像、文字或數據者。
二、通訊傳播事業：指經營通訊傳播業務者。
第三條
①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之管理事項，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
使職權。
②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
法辦理之。
第四條
政府應設置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以支應通訊傳播監理業務所需各項支
出。
第五條
通訊傳播應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第六條
①政府應鼓勵通訊傳播新技術及服務之發展；無正當理由，不得限制之。
②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解釋及適用，應以不妨礙新技術及服務之提供為原
則。
第七條
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理。但稀有資源之分配，不在此
限。
第八條

4 壹、基本類法規
通訊傳播技術規範之訂定及相關審驗工作，應以促進互通應用為原則。
第九條
通訊傳播事業對於消費之必要資訊應予公開並提供公平合理之服務，以保
障消費者權益。
第十條
通訊傳播稀有資源之分配及管理，應以公平、效率、便利、和諧及技術中
立為原則。
第十一條
①政府應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基礎網路互連。
②前項網路互連，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及無差別待遇之原則。
第十二條
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規畫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之接近使用
及服務之普及。
第十三條
①通訊傳播委員會每年應就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
利益、提升多元文化、弱勢權益保護及服務之普及等事項，提出績效報告
及改進建議。
②改進建議涉及現行法律之修正者，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說明修正方針及其理
由。
③前項績效報告、改進建議，應以適當方法主動公告之並送立法院備查。
第十四條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或有發生之虞時，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得要求通
訊傳播事業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第十五條
為提升通訊傳播之發展，政府應積極促進、參與國際合作，必要時，得依
法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第十六條
①政府應於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後二年內，依本法所揭示原則，修正通訊傳
播相關法規。
②前項法規修正施行前，其與本法規定牴觸者，通訊傳播委員會得依本法原
則為法律之解釋及適用；其有競合者，亦同。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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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1.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17888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7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023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421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6 條；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20 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1012260074 號令發布第 4、7、9 條，定
自 101 年 3 月 1 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 101 年 8 月 1 日施行

第一條
行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
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辦理通訊傳播管理事項，確保
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
均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特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自本會成立之日起，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
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涉及本會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
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本會。其他法規涉及本
會職掌者，亦同。
第三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之訂定、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廢止及執行。
二、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管理及證照核發。
三、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驗。
四、通訊傳播工程技術規範之訂定。
五、通訊傳播傳輸內容分級制度及其他法律規定事項之規範。
六、通訊傳播資源之管理。
七、通訊傳播競爭秩序之維護。
八、資通安全之技術規範及管制。
九、通訊傳播事業間重大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理。
十、通訊傳播境外事務及國際交流合作之處理。
十一、通訊傳播事業相關基金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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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通訊傳播業務之監督、調查及裁決。
十三、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件之取締及處分。
十四、其他通訊傳播事項之監理。
第四條
①本會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但本法第一次修正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三人
之任期為二年。
②本會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
職等；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③本會委員應具電信、資訊、傳播、法律或財經等專業學識或實務經驗。委
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④本會委員自本法第一次修正後不分屆次，委員任滿三個月前，應依第一項
程序提名任命新任委員。如因立法院不同意或出缺致委員人數未達足額
時，亦同。
⑤本會委員任期屆滿未能依前項規定提任時，原任委員之任期得延至新任委
員就職前一日止，不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
⑥第一項規定之行使同意權程序，自立法院第七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行。
第五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主任委員。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第七條
本會委員於擔任職務前三年，須未曾出任政黨專任職務、參與公職人員選
舉或未曾出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亦須未曾出任由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所派任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但依本法任命之委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其他法律任用之公務人員，不在此限。
第八條
①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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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
則，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並不得
擔任通訊傳播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
③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
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④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
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
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第九條
①本會所掌理事務，除經委員會議決議授權內部單位分層負責者外，應由委
員會議決議行之。
②下列事項應提委員會議決議，不得為前項之授權：
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制度之訂定及審議。
二、通訊傳播重要計畫及方案之審議、考核。
三、通訊傳播資源分配之審議。
四、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五、通訊傳播業務之公告案、許可案與涉及通訊傳播事業經營權取得、變
更或消滅之處分案之審議。
六、編制表、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之審議。
七、內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審議。
八、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九、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③人事室、主計室及政風室以外單位主管任免之遴報，由主任委員行之。
第十條
①本會每週舉行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②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
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
③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各委員對該決議得提出協
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併同會議決議一併公布之。
④本會得經委員會議決議，召開分組委員會議。
⑤本會委員應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職掌，專業分工督導本會相
關會務。
⑥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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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⑦委員會議審議第三條或第九條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之行政命令、行政計
畫或行政處分，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聽
證會。
第十一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十二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十三條
本會得商請警政主管機關置專責警察，協助取締違反通訊傳播法令事項。
第十四條
①本會所需之人事費用，應依法定預算程序編定；本會委員得支領經行政院
核定之調查研究費。
②本會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四條規定設置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基金來源
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本會辦理通訊傳播監理業務，依法向受本會監督之事業收取之特許
費、許可費、頻率使用費、電信號碼使用費、審查費、認證費、審
驗費、證照費、登記費及其他規費之百分之五至十五。但不包括政
府依公開拍賣或招標方式授與配額、頻率及其他限量或定額特許執
照所得之收入。
三、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③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通訊傳播監理業務所需之支出。
二、通訊傳播產業相關制度之研究及發展。
三、委託辦理事務所需支出。
四、通訊傳播監理人員訓練。
五、推動國際交流合作。
六、其他支出。
④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⑤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基金額度無法支應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之用途
時，應由政府循公務預算程序撥款支應。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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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法施行前，交通部郵電司、交通部電信總局及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事
業處之現職人員隨業務移撥至本會時，其官等、職等、服務年資、待遇、
退休、資遣、撫卹、其他福利及工作條件等，應予保障。
②前項人員原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轉任者，仍適用原
轉任規定。但再改任其他非交通行政機關職務時，仍應依交通事業人員任
用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③第一項人員所任新職之待遇低於原任職務，其本（年功）俸依公務人員俸
給法第十一條規定核敘之俸級支給，所支技術或專業加給較原支數額為低
者，准予補足差額，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銷。主管人員經調整為非
主管人員者，不再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④第一項人員，原為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電信總局改制之留任人員，
及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由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商調至電信總局之視同留任人員，已擇領補足改制
前後待遇差額且尚未併銷人員，仍得依補足改制前後待遇差額方式辦理。
⑤本法施行前，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電信總局改制之留任人員，其
自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至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如未自
行負擔補繳該段年資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仍應准視同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
月一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予以採計。
⑥第四項人員，曾具電信總局改制前依交通部核備之相關管理法規僱用之業
務服務員、建技教員佐（實習員佐）
、差工之勞工年資，其補償方式，仍
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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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院授主孝四字第 0950007812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 96 年 1 月 1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6 日行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 1030200145A 號令修正發布第 1、6、
9、11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管理事項，支應通訊傳播監理業務所需各項支出，特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四條規定設置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
，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十四條第四項及預算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管理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本會辦理通訊傳播監理業務，依法向受本會監督之事業收取之特許
費、許可費、頻率使用費、電信號碼使用費、審查費、認證費、審
驗費、證照費、登記費及其他規費之百分之五至十五。但不包括政
府依公開拍賣或招標方式授與配額、頻率及其他限量或定額特許執
照所得之收入。
三、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通訊傳播監理業務所需之支出。
二、通訊傳播產業相關制度之研究及發展支出。
三、委託辦理事務所需支出。
四、通訊傳播監理人員訓練支出。
五、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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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及總務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金所需工作人員，由本會現職人員調兼之。
第六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九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辦理分配。
第十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十一條
①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②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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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務規程
1.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50505460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並自 95 年 2 月 22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11100312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9 條；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生效
3.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31101961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71101628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8、10、17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91100196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6、7、8 條條文

第一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訂定
本規程。
第二條
主任委員綜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
理會務；委員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職掌專業分工，協力督導
本會跨處、室相關會務。
第三條
主任秘書權責如下：
一、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二、機密及重要文件之處理。
三、各單位之協調及權責問題之核議。
四、重要會議之督辦。
五、分層負責制度訂定或修正之研擬。
六、國會聯絡、新聞聯繫及輿情反映。
七、其他交辦事項。
第四條
參事權責如下：
一、通訊傳播重要工作計畫之建議。
二、通訊傳播法規、制度之研究改進及重要政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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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各種法規研商及跨處、室協調會議。
四、其他交辦事項。
第五條
技監權責如下：
一、通訊傳播工程、技術規範之建議。
二、通訊傳播技術發展、監理業務之研究改進及重要政務之建議。
三、出席各種法規研商及跨處、室協調會議。
四、其他交辦事項。
第六條
本會設下列處、室：
一、綜合規劃處，分六科辦事。
二、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分五科辦事。
三、平臺事業管理處，分六科辦事。
四、射頻與資源管理處，分五科辦事。
五、電臺與內容事務處，分六科辦事。
六、法律事務處，分三科辦事。
七、秘書室，分四科辦事。
八、人事室，分二科辦事。
九、政風室。
十、主計室，分二科辦事。
十一、北、中、南三區監理處（以下簡稱地區監理處），各分五科、四
科、四科辦事。
第七條
綜合規劃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本會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擬訂、管制及考核。
二、通訊傳播監督管理政策與計畫之規劃、訂定及修正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產業之現況調查與發展趨勢等資料之蒐集及分析。
四、通訊傳播發照及競爭之政策規劃。
五、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服務業之交流，及通訊傳播國際事務之處理。
六、通訊傳播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
七、通訊傳播之接近使用、服務普及等必要措施及相關消費者權益促進之
規劃。
八、通訊傳播之健全發展、國民權利之維護、消費者利益之保障、多元文
化之提升、弱勢權益之保護及服務之普及等相關績效報告、改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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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涉及現行法律修正之擬報。
九、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項。
第八條
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基礎設施設立及網路建設之監督管理；通訊傳播基礎設施網
路性能及品質之審驗。
二、通訊傳播系統、網路與設備相關法規及其技術規範訂定、修正之研
擬。
三、通訊傳播系統、網路與設備、資通設備之審驗受理及監督管理。
四、資通安全管理、檢驗相關事項之授權法規研訂；通訊傳播資通安全技
術規範訂定、修正之研擬、資通安全檢測實驗室、驗證機構之認可
及監督管理。
五、國際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技術之合作交流。
六、通訊傳播事業網路間互通爭議之處理。
七、通訊傳播事業基礎設施防護、通信動員準備與災害防救等業務之規
劃、執行、監督管理及評鑑。
八、資通安全管理法所定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就通訊傳播事業相
關事項之授權法規研訂及監督管理。
九、本會資訊應用服務與資訊安全之策略規劃及管理。
十、其他有關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監督管理事項。
第九條
平臺事業管理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平臺事業設立及網路營運之監督管理。
二、通訊傳播費率、品質及商業條件等之審議。
三、通訊傳播平臺事業服務之評鑑。
四、通訊傳播平臺事業相關基金之監督管理。
五、通訊傳播平臺事業營運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
六、通訊傳播普及服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督管理。
七、通訊傳播平臺事業競爭秩序之維護。
八、通訊傳播平臺業務消費者爭議之研議協處。
九、通訊傳播平臺事業間重大爭議之處理。
十、其他有關平臺事業營運監督管理事項。
第十條
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掌理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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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訊傳播資源之管理、規劃及國際交流合作。
二、通訊傳播資源管理法規訂定及修正之研擬。
三、網域名稱與位址之監督輔導、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國際交流合
作。
四、專用電信與業餘無線電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監督管理。
五、通訊傳播管制射頻器材與終端設備審驗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
審驗作業管理。
六、通訊傳播管制射頻器材及終端設備審驗之國際交流合作。
七、通訊傳播管制射頻器材與終端設備之檢測實驗室、驗證機構之認可及
監督管理。
八、其他有關射頻與資源監督管理事項。
第十一條
電臺與內容事務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頻道、電臺事業設立及服務評鑑之管理。
二、頻道、電臺事業費率、品質及商業條件等之審議。
三、頻道、電臺事業營運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競爭秩序之維護。
四、媒體識讀、公民自主管理媒體環境之培力策進。
五、傳播內容問責、自律之推動。
六、傳播內容涉及弱勢權益增進、多元文化提升相關措施之規劃協調。
七、傳播內容分級及防護機構之監督管理。
八、傳播內容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
九、國際及境外傳播內容之合作交流。
十、其他有關頻道、電臺事業及內容監督管理事項。
第十二條
法律事務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法規、行政規則與技術規範訂定、修正之研議及諮詢。
二、通訊傳播法規適用疑義之研釋。
三、國內外通訊傳播管制規範與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營運治理規範之蒐集、
分析及研究報告之處理。
四、通訊傳播業務訴願審議委員會經常性事務之處理。
五、通訊傳播業務訴願案件之協處。
六、通訊傳播業務行政訴訟案件之處理。
七、通訊傳播業務國家賠償案件之處理。
八、通訊傳播業務行政罰鍰及規費等之移送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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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度立法計畫與法規整理計畫之研處，及法規動態之登記、統計及管
制。
十、其他有關法制事務事項。
第十三條
秘書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二、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三、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之追蹤。
四、不屬其他各處、室事項。
第十四條
人事室掌理本會人事事項。
第十五條
政風室掌理本會政風事項。
第十六條
主計室掌理本會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七條
地區監理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證照之核換發及監督管理。
二、通訊傳播系統、設備之審驗執行及監督管理。
三、無線電波監測系統建置、維運、監測作業執行及無線電波干擾之查
處。
四、通訊傳播管制射頻器材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監督管理。
五、傳播內容監測作業之執行。
六、違法與違規通訊傳播設備或器材之查扣、保管及監毀。
七、通訊傳播規費之收取。
八、協辦通訊傳播服務之普及事項。
九、行動通訊網路基地臺管理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及監督管理。
十、其他有關地區監理業務之執行事項。
第十八條
本會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逐級授權決定。
第十九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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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制表
1.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505067971 號令訂定發布；並
自 95 年 2 月 22 日生效
2.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09811001310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111003120 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生效
4.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100417021 號令修正發
布；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611013550 號令修正發
布；並自 106 年 11 月 11 日生效
6.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人字第 10911001960 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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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為組織法律所定

計 五二五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甲、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一」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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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505028240 號函下達訂定全文
17 條
2.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746000740 號函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205 次委員會議通過
3.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秘字第 10310014820 號函修正下達全
文 17 點及名稱（原名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議規則）

!

ġ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舉行委員會議，行使法定職權，
特訂定本要點。ġ
二、本會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委員會議）由全體委員組成之。ġ
未依法就任委員或就任後出缺者，不計入委員總額。ġ
三、委員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
員代理。ġ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ġ
四、委員會議每週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ġ
五、下列事項，應提出委員會議議決行之：ġ
（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制度之訂定及審議。
（二）通訊傳播重要計畫及方案之審議、考核。
（三）通訊傳播資源分配之審議。
（四）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五）通訊傳播業務之公告案、許可案與涉及通訊傳播事業經營權取得
、變更或消滅之處分案之審議。
（六）編制表、議事要點及處務規程之審議。
（七）內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審議。
（八）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九）委員提案之審議事項。
（十）分組委員會議之召開及其議事之規範。
（十一）專業諮詢委員會之設置及其諮詢項目與審議程序之規範。
（十二）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六、委員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會議議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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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於確認通過後立即公布；委員對委員會議之決議，得
具名提出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ġ
委員贊同委員會議決議之結論，而對其理由有補充或不同之意見者，
得提出協同意見書。ġ
委員對委員會議決議曾表示不同之意見者，得提出一部或全部之不同
意見書。ġ
委員之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應於委員會議決議確認通過後二週
內提出並一併公布之；逾期提出者，得載明備忘錄，不予公布。ġ
公布之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應僅就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結論及
理由，表示其意見。ġ
八、委員對於審議事件知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五條規定情形者，應
行迴避。ġ
除前項所規定之情形外，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亦應迴避。ġ
九、本會主任秘書、上次及本次委員會議議案相關處室之主管及經主任委員指
定列席之人員應列席委員會議。ġ
十、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下列人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ġ
（一）學者、專家。
（二）與決議事項有關之其他機關人員。
（三）與決議事項有關之事業或團體代表。
（四）與決議事項有關之當事人。
前項各款之列席人員或到場說明人員，於會議表決前，應行退席。ġ
十一、委員會議議程，依下列次序編列之：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二）報告事項：
1. 上次委員會議議決事件執行情形報告。
2. 本會重要措施。
3. 重大案件處理情形報告。
4. 委員報告。
5. 其他報告事項。
（三）討論事項：
1. 提案討論：
(1) 案由及說明。
(2) 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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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動議。
十二、委員會議審議之議案，由下列方式提出：
（一）相關處室研擬提案內容經陳奉核定者。
（二）經由委員提案者。
前項議案之排入議程，由主任委員決之。ġ
第五點第四款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審議案件，應由相關業務處會商
法律事務處研擬條文草案並附具理由及法令影響評估，經主任委員
核可後，始得提案。ġ
十三、委員會議之議程及議案資料至遲應於開會前一日分送各出、列席人員。
但議案具時效性，不及編入議程者，經主任委員核定後得於議程中增
列，並於開會時分送之。
十四、委員會議討論各項議題，主任委員得視需要指定委員一人或數人先行審
查，提出審查意見，供委員會議審議參考。
十五、委員會議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會議次別。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主席之姓名。
（五）出列席人員及請假人員之姓名。
（六）紀錄人員之姓名。
（七）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八）審議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九）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錄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人員，如有遺漏、錯誤，得
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ġ
十六、委員會議議程之編訂、開會時之紀錄、決議事項之錄案通知及其他有關
事項，由本會秘書室辦理之。
十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依法令規定或經委員會議決議對外公開者，
不在此限。
委員會議出、列席及紀錄人員，對會議決議之過程及經委員會議決議
應嚴守秘密之事項，不得洩漏。ġ
委員會議之決議、決定事項須發布新聞者，由本會發言人統一對外為
之。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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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會議意見徵詢要點
ড়ଉ༈ኬۏষོۏষོដཎَၚौᘈ
1.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505065370 號函下達訂定發布
9 點 95 年 6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字第 09505065370 號函下達訂定發布
1. 全文
中華民國
2. 全文
中華民國
9 點 108 年 5 月 20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846006170 號函下達修正第 1 點、第 7 點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會組織法第九條第六項及本會
會議規則第十條規定，邀請學者、專家、機關、事業或團體之代表人（以
下簡稱受邀請者），列席本會委員會議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以下
簡稱意見徵詢），特訂定本要點。
簡稱意見徵詢），特訂定本要點。ġ
二、提交委員會議之報告案、討論案或其他案件（以下簡稱議案），主管業
務單位認有辦理意見徵詢之必要，於議案簽請主任委員核定排定議程
時，應將受邀請者之姓名或名稱，以及辦理意見徵詢之事項一併提報。
時，應將受邀請者之姓名或名稱，以及辦理意見徵詢之事項一併提報。ġ
前項議案如係由本會委員提案者，由相關主管業務單位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
理。ġ
三、議案經核定排入委員會議議程後，主管業務單位應於委員會議召開一星期
前，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通知受邀請者。但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
前，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通知受邀請者。但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ġ
（一）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二）受邀請者之姓名或名稱；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
團體，其負責人之姓名、事務所、營業所。
（三）擬辦理意見徵詢之事項。
（四）受邀請者應提出之說明或資料，及提出期限。
（五）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六）事業或團體委任代理人出席者，應提出委任書或其他代理資格證
明文件。
四、受邀請者如有書面之說明或資料，應於委員會議召開二日前以書面、傳
真、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交由主管業務單位併入會議資料分送各出、列
席人員。
席人員。ġ
受邀請者如未能列席委員會議，得於委員會議召開二日前以書面、傳
真、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將應提出之說明或資料交由主管業務單位提
報。
報。ġ
五、受邀請者應於議案排定時間十分鐘前到達，並憑開會通知及身分證明文件
辦理簽到；其有委任代理人者，應提示委任書或其他代理資格證明文件。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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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員會議有關意見徵詢之議事程序，依下列順序進行：ġ
（一）主管業務單位介紹受邀請者。
（二）主管業務單位說明報告或討論事項。
（三）由與會機關、事業、團體依序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四）主管業務單位報告未列席委員會議之受邀請者之書面意見。
（五）由學者、專家提供諮詢意見。
（六）本會委員自由提問，並由受邀請者答覆。
（七）受邀請者退席。
前項議事程序之進行，得視個案情形調整。ġ
七、受邀請者列席委員會議之發言，應遵守下列規定：ġ
（一）應先取得主席同意始得發言。
（二）發言應簡明扼要；時間以十分鐘為原則，必要時，得酌予延長。
（三）發言應以通俗語言為之，如使用其他語言，應自備翻譯人員。
八、受邀請者非經主席同意不得錄音或錄影，並應遵守會場秩序。ġ
受邀請者應就意見徵詢事項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不得謾
罵、人身攻擊或涉及與議案無關之事項。ġ
受邀請者如有妨害會議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得制止或中止其續
為陳述，並命其退場。ġ
九、本會得將受邀請者之發言錄音或錄影，作為委員會議紀錄之輔助，並將
該錄音或錄影編為委員會議紀錄之附件。ġ
前項錄音或錄影，必要時得提供受邀請者參考。ġ

貳、通訊類法規

一、電信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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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理法
1.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6509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95 條；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①為健全電信產業發展，鼓勵創新服務，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與電信基礎建
設，建構安全、可信賴公眾電信網路，確保資源合理使用與效率，增進技
術發展與互通應用，保障消費者權益，特制定本法。
②依廣播電視法經營之廣播電視事業，其電臺之設置及管理，適用本法之規
定。
③電信事業之經營，不適用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本法施行前經主管機關
特許或許可之電信事業，亦同。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三條
①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電信事業：指依本法登記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
二、 電信服務：指利用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公眾通信之服務。
三、 電信設備：指用以操作或控制光、電傳送、接收通訊傳播訊息，並
具備傳輸、交換、接取功能之設備。
四、 電信基礎設施：指電信設備與其所需之架空、地下或水底管線、電
信引進管線、建築物內之管線，與其各項電信線路所需之管道、人
孔、手孔、塔臺、電桿、交接箱、配線架、機房及其他附屬或相關
設施。
五、 電信網路：指由電信基礎設施組成，用以傳送、接收通訊傳播訊息
之網路，包括衛星、固定、行動及其組合之網路。
六、 公眾電信網路：指為提供公眾通信所設置之電信網路。
七、 電臺：指電信網路內用以傳送、接收無線電波訊號之電信設備。包
括微波電臺、基地臺、衛星地球電臺、無線廣播電臺、無線電視電
臺、專用無線電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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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互連：指電信事業為使其用戶與他電信事業之用戶通信或接取其他
電信事業所提供之服務，所為之網路連結。
九、 用戶：指因電信服務之使用，與電信事業發生服務契約關係之相對
人。
②前項第六款所稱設置，指以自己名義建置、組合自建及他人自建之電信網
路。
第四條
①電信之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均由使用電信人負其責任。
②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使用電信服務之行為，對於電信事業，視
為有行為能力人。但因使用電信服務發生之其他行為，不在此限。

第二章 電信事業之經營
第一節 登

記

第五條
提供電信服務，且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電信事業之登
記：
一、與他電信事業進行互連協商或申請裁決。
二、申請核配第五十六條規定以外之無線電頻率。
三、申請核配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識別碼或信號點碼。
四、申請核配用戶號碼。
第六條
①申請電信事業登記者，應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辦理；其登記事項變更
時，亦同。
②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與連絡人之名稱及住居所。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文件字號。
三、服務內容及營業概況說明。
四、電信網路架構或公眾電信網路使用證明文件影本。
③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事項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④第一項申請書表格式、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⑤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電信事業，其最低實收資本額與股東人數達一定之金
額及人數者，應辦理股票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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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前項之一定金額及人數，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七條
電信事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記：
一、終止營業或暫停營業達六個月。但因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
提供電信服務者，不在此限。
二、未履行第三十七條之營運計畫，且情節重大。

第二節 一般義務
第八條
①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明顯公開且易於取得之方式，揭露服務條件、電信網路品質與數
據流量管理方式及條件等消費資訊。
二、電信服務及非電信服務費用之帳目應明顯分立，且不得以非電信服
務費用未繳交為由，停止提供電信服務。
三、對於逾期未繳交電信服務費用之用戶，應定相當期間催告，逾期仍
繳交者，始得停止提供電信服務。
四、採取適當及必要之措施，保障通信秘密。
五、確保其從業人員嚴守通信秘密。
六、提供用戶消費爭議申訴處理管道。
②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電信服務之請求及通信傳遞。
③電信事業因電信網路障礙、阻斷，致電信服務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
能傳遞而造成用戶損害時，其所生損害，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電信事業不
負賠償責任；其所收之服務費用應予扣減。
④電信事業對下列通信應予優先處理：
一、於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發生之虞時，為預防災害、進
行救助或維持秩序之通信。
二、對於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
急通信。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其他通信。
第九條
①電信事業對於用戶或使用電信人使用電信服務所生通信紀錄及帳務紀錄，
應確保紀錄正確，保存一定期間及應予保密；用戶查詢其通信紀錄及帳務
紀錄時，應予提供。
②前項所稱通信紀錄，指用戶或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公眾電信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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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
態、信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並以公眾電信網路性能可予提供者為限。
③前二項通信紀錄與帳務紀錄保存期間、用戶查詢之作業程序、收費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④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協助執行通訊監
察、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義務。
第十條
電信事業暫停或終止其全部或一部之營業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三個
月前送主管機關備查，並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一個月前對外公告及通知用
戶。
第十一條
①電信事業因災害、違反法律受各該主管機關處分或其他重大事故致無法提
供電信服務時，應即公告暫停其全部或一部之服務，並依主管機關指定方
式據實通報。
②前項通報之範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①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電信事業應分攤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
之管理費用。但其電信服務年營業額在主管機關公告一定金額以下者，不
在此限。
②前項所稱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可負擔之價格，使用不可或
缺之基本品質之電信服務。
③第一項應分攤之電信事業，應按主管機關之通知，將分攤金額繳交至電信
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④前項基金，非屬預算法所稱之基金。
⑤電信普及服務類型、品質、普及服務地區與提供者之指定、虧損之計算與
分攤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①電信事業於技術可行及公平合理原則下，經他電信事業請求互連時，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互連協商。於雙方同意互連時，應簽訂互連協議書；其
協議書應包括爭端解決機制。
②為促進互連協議，前項電信事業於他電信事業合理請求下，應適當提供他
電信事業有助於互連協商之資訊。
③第一項電信事業因互連協商或履行互連協議所得之資料，僅得用於互連相
關服務，並應採適當之保密措施，防止其關係企業或第三人知悉或使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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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內容。但電信事業間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④第一項電信事業間之互連網路於變更網路介面，應於變更前通知與其互連
之電信事業，並提供必要之技術協助或設備調整，以確保原有互連條件之
維持。
⑤電信事業接續或轉接他人提供之語音服務時，該他人以辦理電信事業登記
者為限。但與他國電信事業簽訂互連協議提供之語音服務，不在此限。

第三節 特別義務
第十四條
使用用戶號碼提供語音服務之電信事業，應提供免費緊急通信服務。
第十五條
①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事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電
信事業，應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並依該計畫實施。
②前項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管理範圍及分級處理方式。
二、符合資通安全管理驗證措施。
三、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執行方式。
四、資通安全事件聯防應變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有助於資通安全之管理措施。
③第一項主管機關公告電信事業之考量因素、前項資通安全管理範圍、分
級、驗證基準、程序、聯防應變通報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①為保障用戶之權益及促進市場競爭，使用用戶號碼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
業，應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或平等接取服務。
②前項電信事業未能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或平等接取服務者，應檢具相關資
料，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③第一項所稱號碼可攜服務，指用戶由原電信事業轉換至其他電信事業之相
同服務時，得保留其用戶號碼之服務所稱平等接取服務，指電信事業提供
其用戶選接其他電信事業之長途網路及國際網路之服務。
④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之電信事業應共同成立或加入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機構，
共同監督集中式資料庫之建置、維運及管理。
⑤第一項及前項號碼可攜服務、平等接取服務範圍、提供方式、實施時程、
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機構設置、管理與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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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①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應訂定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載明與用戶之權
利義務關係，並於實施前送主管機關核准；變更時，亦同。
②前項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營業區域及服務內容。
二、服務資費及條件。
三、提供預付型服務之履約保證責任。
四、因電信網路障礙、阻斷，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
成損害時之處理及資費扣減方式。
五、電信事業經受撤銷或廢止登記，或暫停或終止其營業對用戶權益產生
損害時，對用戶之資費扣減方式。
六、消費爭議處理申訴相關資訊及管轄法院。
七、用戶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八、試用或贈送電信服務之確認或取消機制。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有關消費者保護權益之事項。
第十八條
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應就其電信服務品質，按主管機關公告所定
項目及格式定期自我評鑑，並公布評鑑結果。主管機關得定期檢查並公布
檢查結果。
第十九條
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擬暫停或終止其營業之全部或一部時，應於預
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個月將消費者保護處置方式，送主管機關核准，並於
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
第二十條
①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應共同設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向主管
機關提報其組織章程，經核准後實施。
②前項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機構之名稱及業務所在地。
二、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三、各項服務收費條件、費用運用及管理事項。
四、入會與退會之程序。
五、會員違反章程之處置。
六、章程之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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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與電信消費爭議處理相關事項。
③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組織章程變更時，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應提報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
④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電信事業應與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簽訂委託管理契
約，委託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辦理電信消費爭議事項。主管機關於重大
消費爭議或有緊急必要時，得逕行介入處理該消費爭議案件。
⑤主管機關得於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後，認定特定電信事業加入。
⑥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應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格式，每月製作爭議案件處理
報告書，並公告之。
⑦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之組織與設立、業務執行之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①主管機關於認定前四條電信事業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並敘明理由：
一、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營業總額。
二、電信服務之類型。
三、電信消費爭議案件項目及數量。
②前項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③經認定之電信事業，不服前項主管機關之認定時，得檢具相關佐證資料，
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認定。
④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於二個月內為決定；期間屆滿後仍未作成決
定者，經認定之電信事業得逕行提起訴願。

第四節 指定義務
第二十二條
①為預防或因應災害防救或動員準備，各相關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律規定，
得指定電信事業採取確保通信之必要措施或設置應變相關設施。
②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經通訊監察之建置機關指定者，其電信網路應依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功能，並負有協助建置與維持通訊監察
系統之義務。
③除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取得頻率所負之義務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受指
定之電信事業或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配合第一項各相關主管機關致生之費
用，由各相關主管機關負擔。
第二十三條
①主管機關得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律輔導或指定電信事業提供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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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接取所需必要之電信服務。
②受指定之電信事業配合前項提供之電信服務或接取所需之必要電信終端設
備，其致生之必要費用，由政府補助。
第二十四條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訊權益，主管機關得依地區或服務類型指定電信事業提
供第十二條第二項之電信普及服務。

第五節 投資、讓與及合併
第二十五條
①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事業，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視為電信事業者，應依主管機關公告所定之格式及方式，申報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達一定比率之變動情形。
②前項之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十六條
①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或相互間合併，或相互間直接或間接投資他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達主管機關公告一定比率以上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除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外，經主管機關
核配無線電頻率。
二、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
②電信事業間營業之讓與、受讓或合併，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占有率達四
分之一以上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③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取得符合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電信事業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④前項同一關係人之認定，準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五項之規定。
⑤第一項及第二項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界定，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⑥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至第三項申請之准駁時，應考量下列因素，並得依職權
附加附款：
一、資源合理分配。
二、有助於產業發展。
三、維護用戶權益。
四、維繫市場競爭。
五、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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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促進市場競爭
第一節 市場顯著地位者之認定
第二十七條
①為確保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主管機關於必要範圍內，得對特定電信服
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採取特別管制措施。
②主管機關界定前項特定電信服務市場，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技術及服務之發展程度。
二、於整體電信服務市場之重要性。
三、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及該服務之需求或供給替代性。
四、電信服務市場之結構及競爭情形。
③主管機關每三年應就特定電信服務市場認定範圍進行檢討，並舉行公聽
會，聽取電信事業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第二十八條
①電信事業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認定其為
市場顯著地位者：
一、具有影響市場價格或服務條件之顯著能力。
二、所經營該特定電信服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主管機關公告比率以
上。
三、擁有或控制樞紐設施。
②提供電信服務者具有前項情形，而未辦理電信事業登記者，就本章之規
定，視為電信事業，依本章之規定辦理。
③電信事業間不為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第一項情形者，其全體視
為市場顯著地位者。
④主管機關認定市場顯著地位者時，除依第一項及前項規定外，並應合併各
該電信事業及其關係企業考量計算之。
⑤經主管機關認定為市場顯著地位者，得檢具其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佐證
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第一項之認定。
⑥市場顯著地位者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解除認定、實施日期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⑦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樞紐設施，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經主管機關公告
者：
一、該設施無法另行建置或取代，或因建置、取代該設施之時間過長，且
成本過高，而不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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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拒絕提供其他電信事業利用，將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電信事業參與
競爭。

第二節 特別管制措施
第二十九條
①主管機關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公開互連、接取網路
元件或利用相關電信基礎設施所需之必要資訊、條件、程序及費用。
②前項必要資訊之種類、範圍及公開方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①主管機關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其互連、接取網路元
件或利用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協議應符合公平及合理之原則，不得為差別
待遇。
②前項所稱不得為差別待遇，指市場顯著地位者提供予他電信事業有關品
質、價格、條件及資訊之協議，不低於其自己之子公司、關係企業或具營
業夥伴關係之企業。
第三十一條
①主管機關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提供互連、接取網路元
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利用。
②主管機關為前項決定時，應考量以下事項：
一、提供該等網路元件或電信基礎設施之技術可行及經濟合理性。
二、維持市場長期競爭之必要性。
三、鼓勵建置電信基礎設施。
③市場顯著地位者應於其他電信事業提出或修改互連、接取網路元件或相關
電信基礎設施利用要求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達成協
議時，任一方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市場顯著地位者應依裁決結果辦
理。
④市場顯著地位者提供互連、接取網路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利用範
圍、費用歸屬原則、細分化網路元件、網路介接點設置、共置、進用、費
率計算、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①主管機關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於指定期間內，訂定與
前條有關之參考協議範本，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有變更者，亦同。
②前項參考協議範本內容，應包含有關價格及條件、技術、程序及時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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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①主管機關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資費之訂定，不得有妨
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價格擠壓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
②主管機關經調查有前項情事，得對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採
行資費管制措施。
③主管機關對於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採取提供互連、接取網
路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利用，得採取資費管制措施。
④主管機關採取前項資費管制措施時，應考量市場顯著地位者之新技術資本
投入之合理報酬及投資風險。
⑤市場顯著地位者對於成本之計算及投資報酬之合理回收，負有舉證義務，
並應提供相關之數據、資訊、成本及其他必要資料。
⑥對於市場顯著地位者採取之資費管制措施、項目、實施方式、資費審核程
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①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別管制措施，得命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之市場顯著地位者
建立會計分離制度。
②前項會計分離制度，應制定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送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其修正時，亦同。
③前二項之會計分離之方法與原則、成本分離原則、會計作業程序之制定及
審核、行政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依國際條約及協定，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得將電信事業提供之個
別國際漫遊服務界定為特定電信服務市場，並命提供國際漫遊服務之電信
事業採取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措施。

第四章 電信網路之管理
第一節 公眾電信網路之設置申請
第三十六條
①公眾電信網路按使用或未使用電信資源分類。
②前項所稱電信資源，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除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外，經主管機關
核配之無線電頻率。
二、主管機關核配之識別碼、信號點碼或其他供電信網路間連接之電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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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設置公眾電信網路應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限，其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⑤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其外國人直接
持有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直接及間接持有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百
分之六十。
⑥前項外國人間接持有股份之計算，依本國法人占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
電信網路者之持股比率乘以外國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資額比率計算
之。
⑦本法施行前，使用第二項第二款資源設置之公眾電信網路，經主管機關公
告者，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⑧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程序、應檢附之文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①申請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應檢具申請書、營運計畫及網路
設置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營運及設置；其
電信網路增設或變更者，亦同。
②前項營運計畫，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總體規劃。
二、財務結構。
三、人事組織及持股狀況。
四、維持服務品質所需之網路規劃。
五、經核配無線電頻率或電信號碼而負有應履行義務者，其履行之方法。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運相關事項。
③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內容有變更者，應送主管機關核准；其餘應送備
查。
④第一項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設置區域及設置時程規劃。
二、符合營運計畫之通訊型態、網路架構及性能。
三、主要電信設備之廠牌、型號、功能及數量。
四、與其他公眾電信網路互連或與用戶終端設備銜接之技術介面及網路介
接點。
五、使用符合有關機關國家安全考量之電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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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路之資通安全偵測及防護規劃。
七、使用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資通安全標準設備。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與網路設置相關項目。
⑤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得提供國內網路漫遊。但不得違反其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提出之無線電頻率規劃書之應履行事項。
⑥前項網路漫遊之協議，應於實施前二個月內送請主管機關核准。
⑦第一項公眾電信網路須設置電臺者，其網路設置計畫 應附電臺設置規劃
書。
⑧前項電臺設置規劃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臺設置時程規劃。
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廠牌、型號、技術規格及數量。
三、頻率使用規劃。
四、預估電波涵蓋區域。
五、頻率干擾評估及處理。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⑨電臺之設置、審驗、使用管理、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①申請設置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應檢具申請書及網路設置計
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設置；其有增設或變更
者，亦同。
②前項公眾電信網路由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者，主管機關得委託監督其業務
之中央二級機關管理。
③第一項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設置區域及設置時程規劃。
二、通訊型態、網路架構及性能。
三、主要電信設備之廠牌、型號、功能及數量。
四、與其他公眾電信網路互連或與用戶終端設備銜接之技術介面及網路介
接點。
五、使用符合有關機關國家安全考量之電信設備。
六、網路之資通安全防護規劃。
七、使用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資通安全標準設備。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與網路設置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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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眾電信網路之安全及維護
第三十九條
①公眾電信網路之設置，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技術規範；電臺之設置，亦
同。
②公眾電信網路設置完成後，設置者應檢具自評報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
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發給審驗合格證明文件後，始得使用；其設置之電
信基礎設施有異動時，亦同。
③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由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者，主管機關得委
託監督其業務之中央二級機關辦理前項審驗。
④公眾電信網路之類型、測試項目、測試方法、合格基準及其他應檢附文件
之技術規範應參考國際技術標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⑤公眾電信網路之類型、審驗方式、程序、使用管理、限制、審驗合格證明
之核（換）發、補發、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
①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提供電信服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足以保障其用戶秘密通信之機制。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並以國際標準組織訂定之標準為原則。
三、其電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電信網路，或用戶終端設備間具有明確之責任
分界點。
四、使用之電信設備應符合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
五、具有足以確保資通安全之偵測及防護功能。
六、具有提供公眾緊急通訊服務及通信優先處理之功能。
七、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具有提供通信紀錄等資料之功能。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事項。
②設置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提供電信服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足以保障其用戶秘密通信之機制。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並以國際標準組織訂定之標準為原則。
三、其電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電信網路，或用戶終端設備間具有明確之責任
分界點。
四、使用之電信設備應符合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
五、具有足以確保資通安全之防護功能。
六、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具有提供通信紀錄等資料之功能。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事項。
③網路架構及性能應符合前二項規定或其網路設置計畫。不符合者，設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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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電信網路者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限期改正或限制使用。
第四十一條
①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事業應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
信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用；電信工程人員之資格取得及管理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②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
人員施工及維護。除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電信設備者外，建築物責任分
界點內之電信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施作。
③前二項電信工程人員之遴用、電信工程業之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及管理
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④電信工程業應依工業團體法加入相關同業公會，始得營業。
第四十二條
①為確保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主管機關得指定公眾電信網路之全部或一部
為關鍵電信基礎設施；其指定基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②前項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設置者，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訂定關鍵電信
基礎設施防護計畫，經主管機關評定後實施。
③主管機關為前項評定，認有改善之必要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④主管機關就第二項防護計畫之實施情形，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查核；其實
施情形未達第二項防護計畫者，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善。
⑤第二項防護計畫之格式、項目、評定程序與基準、查核程序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⑥關鍵電信基礎設施有被侵害之虞時，地方政府、警察機關應依設置者請
求，迅為防止或排除之措施。
⑦關鍵電信基礎設施應符合資通安全檢測技術規範；其有不符合者，應於主
管機關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
⑧前項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十三條
①為確保公眾電信網路資通安全及網路性能，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檢驗
公眾電信網路。如涉及國家安全事項 時，主管機關得限制特定電信相關
設備之採購及使用。
②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由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者，主管機關得委
託監督其業務之中央二級機關辦理前項檢驗。
③前二項檢驗程序、基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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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①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範，並經審驗合格，始得
製造或輸入；其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②前項技術規範，應確保下列事項：
一、電氣安全之容許。
二、電磁相容及與其他頻率之和諧有效共用。
三、與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介面相容。
③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方式、程序、審驗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廢止、
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監督管理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
電信事業、無線廣播事業、無線電視事業，經主管機關撤銷、廢止其登
記、營運許可或其營運許可屆期失效者主管機關得同時撤銷、廢止其公眾
電信網路之網路設置核准及審驗合格證明之全部或一部。

第三節 促進電信基礎設施建設
第四十六條
①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得使用或通行公有之土地、建築物設置電信基礎設
施，公有土地或建築物之管理機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因使用
土地或建築物致發生實際損失者，應付予相當之補償。
②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使用或通行河川、溝渠、橋樑、堤
防、道路、公有林地或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及公有建築物設置電臺時，應
事先徵求其管理機關（構）同意，其管理機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不同意設置。如有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業經管理機關（構）同意設置，主管機關應協助其他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得以設置。
③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設置其管線基礎設施時，中央及地方機關應予協助。
④行政院應考核中央及地方機關、國營事業管理或所有之土地、建築物提供
設置電信基礎設施之績效，並每年公布之。
⑤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之電信基礎設施非通過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不能設置，
或雖能設置需費過鉅者，得通過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失
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其因通過土地或建築物致發生實際損失者，並應
付予相當之補償。
⑥前項電信基礎設施之設置，應於施工三十日前通知土地、建築物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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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人或管理人。
⑦對於第五項及前項情形有異議者，得申請轄區內調解委員會調解或逕行提
起民事訴訟。
⑧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之電信基礎設施通過私有土地或建築物非屬第五項之
情形者，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⑨電信基礎設施設置後，因情事變更或有其他必須遷移之事由時，土地、建
築物所有人、占有人或管理人得要求 變更或遷移。
⑩因修建房屋、道路、溝渠、埋設管線等工程或其他事故損壞電信基礎設施
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九項請求遷移線路之條件與作業程序、遷移費用之計算與分擔，及前
項之損壞責任及賠償計算基準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所定之損壞責任及賠償計算基準，不影響被害人以訴訟請求之
權利。
公眾電信網路，非依法律不得檢查、徵用或扣押。
第四十七條
①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為建置交換機房或電臺所需用地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
商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位於
非都市土地涉及土地使用變更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②地方政府於規劃變更既設交換機房之公共設施用地種類或強制其拆遷前，
應先與主管機關協商其可行性。
③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於公寓大廈設置電臺時，應取得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其未設管理委員會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同意。
第四十八條
①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於實施電信基礎設施之勘測、施工或
維護時，對造成線路障礙或有造成障礙之虞之植物，得通知所有人後採取
必要措施。但因天災重大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急迫情形時，不在此限。
②前項之必要措施，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或方法為之，並應以協議方式補
償之。
第四十九條
①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應依規定建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信設備
之電信室及其他空間。
②前項適用之建築物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③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不足或供裝置電信設備之空間不足，致不敷該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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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信服務需求時，由所有人與提供所需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協商增設。
④依前二項規定建置專供該建築物使用之電信設備及空間，應按該建築物用
戶之電信服務需求，由服務提供者無償連接及使用。
⑤電信事業利用建置於電信室之電信設備，提供該建築物以外之用戶電信服
務者，應事先徵求該建築物所有人同意；其補償，由電信事業與該建築物
所有人協議之。
⑥第二項建築物應建置之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其建置、使用管理、責
任分界點之界定、社區型建築物之限定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⑦第二項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之設置，應符合技術規範；其技術規範，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⑧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建置空間，其設計圖說於申報開工前，應先經主管
機關審查，並於完工後報主管機關審驗。經審驗合格，電信事業始得使
用。

第四節 專用電信與業餘無線電之管理
第五十條
①專用電信網路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設置；其有增設或變更者，亦同。
②前項所稱專用電信網路，指以主管機關核配之無線電頻率設置供自己使用
之電信網路。
③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者為政府機關（構）
，主管機關得委託監督其業務之
中央機關管理之；其他專用電信網路有委託管理之必要者，亦同。
④外國人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得設置專用電信網路。
⑤專用電信網路不得連接公眾電信網路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急通
信。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通信之必要。
三、為因應天災、事變或緊急危難等救援作業之通信。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⑥為促進技術研發及服務創新，供實驗研發用途之專用電信網路經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得提供他人使用及收取費用。
⑦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審驗、使用管理與限制、委託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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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①從事業餘無線電作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測試及格，發給業餘無線電人員執
照後，始得申請設置及操作業餘無線電臺。但業餘無線電之短期作業，不
在此限。
②業餘無線電人員之資格條件、等級、資格測試、呼號管理、電臺之設置與
審驗、人員與電臺執照之核發、換發補發、廢止、使用管理與限制、業餘
無線電短期作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無線電頻率及射頻器材之管理
第一節 無線電頻率之管理
第五十二條
①無線電頻率為全體國民共享之資源，行政院指定機關對於無線電頻率之規
劃與管理，應確保無線電頻率之和諧有效使用，符合公眾便利性、公共利
益及必要性。
②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無線電頻率應經主管機關核配，並發給無線電頻率使
用證明後，始得使用。
③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以下簡稱頻率分配表）及無線電頻率供應計
畫（以下簡稱頻率供應計畫）
，由行政院指定機關擬訂，邀集相關機關協
商訂定，並定期檢討修正。
④前項頻率分配表及頻率供應計畫，於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但軍用
無線電頻率應不予公告。
⑤前項頻率分配表應載明各類無線電用途之分配；頻率供應計畫應載明中長
程頻率釋出、頻率重整、頻率共享及其他頻率供應之規劃。
⑥無線電頻率之核配、使用，應依行政院公告之頻率分配表辦理。
⑦行政院指定機關為促進無線電頻率有效使用、鼓勵技術發展，得依據國際
電信公約或國際無線電規則有關規定指定特定頻段，供國民和諧有效共
用。
⑧第一項無線電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電臺識別之申請方式、核配原
則、使用管理與限制、干擾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五十三條
①電信事業申請使用無線電頻率，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檢具申請書、無線
電頻率使用規劃書及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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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項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信設備概況之構想：
（一）採用技術之種類及特性。
（二）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內容。
二、網路設置計畫構想。
三、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構想。
四、無線電頻率使用應履行之事項及責任擔保。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③電信事業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之資格、條件、程序、使用期限、無線電頻
率數量、限制、履行擔保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四條
①電信事業申請使用無線電頻率，其核配方式除第五十六條規定外，主管機
關得考量電信產業政策目標、電信市場情況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採評
審制、公開招標制、拍賣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②主管機關於釋出前項特定無線電頻率時，應公告該頻率之用途、使用者之
資格限制及所負之義務或其他使用條件、限制。
③主管機關以評審制或其他審查方式核配第一項無線電頻率時，得考量下列
因素附加附款：
一、無線電頻率使用效益。
二、涵蓋義務及服務品質要求。
三、無線電頻率共享使用。
四、相對人提出之承諾。
第五十五條
①主管機關為促進無線電頻率使用效益，滿足整體通信與資訊發展之需要，
得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特定無線電頻率，由原獲配頻率使用者申請繳回，
經主管機關以拍賣方式核配予他電信事業使用，不受原頻率使用用途之限
制。
②主管機關應於前項公告訂定拍賣所得價金之一定比率或金額，給付申請繳
回之頻率使用者，其給付金額由拍賣所得價金扣除之。
③對於第一項原獲配頻率使用者之申請，主管機關應考量無線電頻率之使用
效益為准駁之決定。主管機關得逕行或與其他無線電頻率併同規劃後，進
行拍賣程序。
④前項准予繳回之無線電頻率，原獲配頻率使用者於該頻率經拍賣另行核配
前，應於原許可期限內，依原許可之營運計畫繼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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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主管機關於進行拍賣程序前，應公告參與拍賣之電信事業資格、條件及應
負擔之義務。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始得參與拍賣程序。
⑥原獲配頻率使用者經審查合格，亦得參與拍賣程序。但得標時不得受領第
二項之給付。
第五十六條
①申請使用下列用途之無線電頻率，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核配，不適用預算法
第九十四條規定：
一、供急難救助、實驗研發、專用電信網路、公共使用或其他公益用途。
二、供無線廣播事業或無線電視事業使用。
三、供無線區域用戶迴路、衛星鏈路或微波鏈路，在不同時間或不同地點
重覆使用。
四、供電信網路架設電臺測試使用。
②軍用無線電頻率之核配及調整，由主管機關會商國防部處理之，且不適用
預算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
③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配無線電頻率者，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經主管
機關核准，發給頻率使用證明，始得使用。
第五十七條
①主管機關得考量無線電頻率使用特性、國家安全、實驗研發及市場競爭等
情形，依職權或依申請核配二以上使用者使用同一無線電頻率；其涉及軍
用無線電頻率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為之。
②主管機關為鼓勵技術研發及互通運用，得公告特定頻率供實驗研發之申請
使用。
③前二項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管理及限制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④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管理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頻率使用。
⑤前項專業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終止委託及其相
關委託監督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八條
①電信事業依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九條規定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使用無線電頻
率者，得檢具申請書及協議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將其獲配頻率之
一部提供予他電信事業使用。
②前項協議雙方之電信事業，應於主管機關核准後，檢具自評報告，向主管
機關申請重新審驗其設置之公眾電信網路；營運計畫有變更時，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③原獲配無線電頻率之電信事業擬與他電信事業共用該無線電頻率者，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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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合作協議書、變更後之營運計畫及網路設置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④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及消費者權益。
⑤第一項及第三項得提供予他電信事業使用或共用之頻率、其使用方式與對
象、限制與管理、干擾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九條
①電信事業以拍賣或公開招標方式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使用無線電頻率者，得
檢具下列文件，將其獲配無線電頻率之全部或一部，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改配他電信事業使用：
一、頻率使用權移轉申請書。
二、轉讓協議書。
三、受讓人之使用計畫。
四、協議雙方變更後之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五、干擾處理。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②主管機關為前條及前項之准駁時，應考量下列事項，並得附加附款：
一、使用者之資格。
二、無線電頻率使用效率之確保。
三、無線電頻率用途及履行義務。
四、市場公平競爭。
五、無線電頻率使用效期。
六、無線電頻率干擾情形。
七、國家安全。
③第一項協議雙方之電信事業所設置之公眾電信網路應重新檢具自評報告向
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始得使用。
④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使用無線電頻率者，申請將其獲配無線電
頻率之全部或一部，改配他電信事業使用時，適用前三項規定。
第六十條
電信事業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及前條規定經主
管機關核准使用無線電頻率者，應檢具經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頻率使用證明。
第六十一條
①為執行第五十二條第三項之頻率供應計畫，主管機關考量整體資通訊發展
之需要，必要時得廢止原無線電頻率使用者之核配、重新改配或通知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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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備。
②無線電頻率使用者因前項之廢止、改配或更新設備致受有直接損失時，主
管機關應予相當之補償。
③前項補償金額，得由主管機關與原無線電頻率使用者協議之；協議不成，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①無線電頻率使用者擬停止無線電頻率之使用時，應於預定停止使用之日起
三十日前送主管機關備查。
②經核配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其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核配之全部或一部：
一、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六個月未使用或持續六個月以上未
使用。
二、未依規定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
三、未履行其營運計畫或網路設置計畫之無線電頻率使用應履行事項情節
重大，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而不改善或無法改善。
四、經主管機關廢止其電信事業之登記、或無線廣播事業、無線電視事業
之許可。
五、未經核准擅自供他人使用無線電頻率。
第六十三條
①經核配之無線電頻率，其使用發生干擾時，使用者應自行協議改善，不能
協議者，由主管機關協調處理。軍用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與其他無線電頻
率之使用發生干擾時由主管機關會商國防部協調處理。
②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協調處理仍未能改善者，得命有關使用者調整使用時
間，變更使用地點，調整天線發射方向、功率或其他適當之方式；必要
時，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配其他無線電頻率供其使用。
③干擾源為境外者，主管機關得依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規則處理之。
④主管機關為維持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調查無線電頻率之使用情形及維
護通訊傳播之品質，應建置無線電頻率監測系統。
第六十四條
①主管機關為有效運用電波資源，應向無線電頻率使用者收取使用費。但基
於國家安全或依法定之公共義務而使用，並報經行政院核定者，得免收使
用費。
②前項使用費之收取，應考量核配方式、用途、使用效益及其他公共利益等
因素；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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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射頻器材之管理
第六十五條
①射頻器材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自由流通及使用。
②為維持電波秩序，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核准，始得
製造、輸入。
③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之核准方式、條件與廢止、申請程序、文
件、製造、輸入之管理、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④製造、輸入或持有供設置電臺或主管機關公告一定功率以上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者，應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其流向、用途及狀態。
⑤前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申報作業程序及文件、管理與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六條
①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除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外，應符合技術規範，經審驗合
格，始得販賣。
②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③取得行動電信終端設備審驗合格證明者，於有事實足認該行動電信終端設
備有重大危害消費者安全之虞時，應即向主管機關通報，並採取必要之改
正措施或召回。
④主管機關認為經審驗合格之行動電信終端設備有重大危害消費者安全之虞
時，經調查確認後，應令取得該行動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合格者將已出售
之行動電信終端設備限期召回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⑤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方式、程序、審驗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與廢
止、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監督管理，通報及處置
作業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屬電信終端設備用途者，其審驗及技術規範，適用第四
十四條規定。
第六十七條
①射頻器材之使用，不得干擾合法通信或影響飛航安全。
②經發現有前項干擾情形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限制或禁止該器材之使用者之
使用。
③前項使用者得提出改善方案，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回復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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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電信號碼及網址域名之管理
第六十八條
①電信號碼包含公眾電信網路之編碼、識別碼及用戶號碼。
②為確保電信網路之互通與識別，維護電信服務之正常運作，行政院指定機
關應參酌國際電信聯合會規約、國際標準化組織規約、國際電信號碼發展
趨勢及國內通訊產業需求，編訂公眾電信網路號碼計畫。
③電信事業使用信號點碼或前項公眾電信網路號碼計畫所定之電信號碼，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應經主管機關之核配，始得使用；變更時，亦同。
④電信事業使用前項以外之電信號碼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方式送備查，始
得使用；變更時，亦同。
⑤政府機關（構）
、公益社團、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用事業為提供緊急
救難服務、公共事務諮詢服務、公眾救助服務或慈善服務，經其上級機
關、監督機關或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酌核准後，主管機關得核配
其使用特殊電信號碼。
⑥提供前項服務所需建置及通信費用，由獲核配特殊電信號碼者與電信事業
協議之。
第六十九條
①申請使用前條第三項規定之電信號碼者，應檢具申請書、使用規劃書及相
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
②電信號碼之分類與編訂、申請者資格、條件、程序、文件、規劃書之記載
事項、使用管理、限制、調整、收回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③主管機關得對電信號碼使用者收取電信號碼使用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七十條
電信號碼之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一部或全部電信
號碼之核配：
一、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一年未使用。
二、未依規定繳納電信號碼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
三、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電信事業之登記。
四、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眾電信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第七十一條
①網際網路位址或網際網路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服務應由法人組織辦理。
②提供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服務之國家級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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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構或國碼網際網路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應訂定業務規章，並
送主管機關備查。
③網際網路頂級網域名稱足以表徵我國者，該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應訂定
業務規章，供主管機關查核。
④從事第一項業務者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方式、業務規章應記載事
項、委託辦理註冊業務、行政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其相關輔導措施之辦法，由行政院指定機關定之。
⑤主管機關為辦理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事項，得與國際組織進
行協商及交流合作。

第七章 罰

則

第七十二條
①損壞海纜登陸站、國際交換機房或衛星通信中心，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②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③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七十三條
①市場顯著地位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登記：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對他電信事業為差
別待遇。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未提供互連、接
取網路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利用。
三、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未依裁決結果辦理。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實施之資費有妨
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價格擠壓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情事。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有關資費管制措施、實施
方式或管理之規定。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未建立會計分離
制度。
②市場顯著地位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登記：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未公開互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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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網路元件或利用相關電信基礎設施所需之必要資訊、條件或費
用。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提供互連、接取網路
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之細分化網路元件、網路介接點設置、共
置、進用、費率計算或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命令，未於期限內訂定
參考協議範本或未經核准。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所定準則有關會計分離之方法
與原則、成本分離原則、會計作業程序之制定及審核或行政管理之
規定。
第七十四條
①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擅自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
網路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停止使用。
②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擅自設置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
信網路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其停止使用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仍繼續使
用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停止使用。
③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配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停止使用。
④有前項情形，致干擾合法無線電頻率使用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停止使用；經通知停止使用仍繼續使用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⑤犯前項之罪，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十五條
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分攤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
理費用。
二、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營
業或財產，或未經核准合併，或未經核准投資他電信事業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達一定比率以上。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讓與、受讓營業，或與他電信
事業合併。
四、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未經核准取得股份。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規定所為之命令，未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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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營運，或未依核准之營運計畫
實施。
七、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未送核准變更營運計畫。
②前項第一款未共同分攤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理費用者，每逾
二日按應繳納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但以其應繳納金額一倍為限。
③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審驗合格
證明：
一、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經審驗合格之公眾電信網路，或
設置之電信基礎設施有異動未重新申請審驗。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九條第五項規定所定辦法有關公眾電信網路使
用管理或限制之規定。
三、未依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三項之通知，於期限內改正或繼續使用。
四、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訂定關鍵電信
基礎設施防護計畫送主管機關評定，或未依評定之計畫實施。
五、未依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二條第三項之通知，於期限內改善其關鍵電信
基礎設施防護計畫。
六、未依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二條第四項之通知，於期限內改善或改善不完
備。
第七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網路設置核准：
一、電信事業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電信服務之請求及
通信傳遞。
二、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董
事長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三、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五項規定之外
國人持有股份比率限制。
第七十七條
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核准：
一、設置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
經核准擅自增設或變更公眾電信網路。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九項所定辦法有關電臺設置、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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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之規定。
三、設置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者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核准擅自增設或變更公眾電信網路。
四、違反第五十條第五項規定，擅自連接公眾電信網路或供設置目的以外
之用。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條第七項所定辦法有關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
使用管理或限制之規定。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八項所定辦法有關發射方式、使用管理
與限制或干擾處理之規定。
②前項第二款規定之設備或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沒入全部或一
部。
第七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使用之核配：
一、 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將其獲配頻率之一部提供予
他電信事業使用。
二、 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未經核配擅自使用或變更使用電信號
碼、信號點碼。
三、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電信號碼使用管
理、限制或調整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
①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 違反第六條第五項規定，未辦理股票公開發行。
二、 違反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未優先處理緊急或必要通信。
三、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未保存通信紀錄及帳務紀錄一定期間
或未予保密。
四、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未依用戶查詢提供通信紀錄或帳務紀
錄。
五、 違反第十條規定，暫停或終止營業前未依限送備查、對外公告或通
知用戶。
六、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即公告或據實通報。
七、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通報之範圍或方式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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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互連協商。
九、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未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
十、違反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變更前未通知與其互連之電信事業。
十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接續或轉接未辦理電信事業登記者提供
之語音服務。
十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未提供免費緊急通信服務。
十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或未按計畫實
施。
十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或平等接取服務。
十五、違反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未共同成立或加入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機
構。
十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集中式資料庫管理機
構設置、管理或限制之規定。
十七、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或於實施
前、變更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十八、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未定期辦理服務品質自我評鑑或未公布評鑑結
果。
十九、違反第十九條規定，未依限送主管機關核准其消費者保護處置方
式，或未依限通知使用者。
二十、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未共同設立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或
未提報其組織章程，經主管機關核准。
二十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之認定，未委託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辦理電信消費爭議事項。
二十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之認定，未加入電信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
二十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指定，未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二十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申報或未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格
式、方式申報。
②電信消費爭議處理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組織章程變更時，未經核准即實施。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條第七項所定辦法有關業務執行之監督管理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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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條
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二條第七項之通知，於期限內改善或改善不完
備。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對公眾電信網路所
為檢驗。
三、違反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設置、增設或變更專用電信網
路。
四、外國人違反第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未經專案核准設置專用電信網路。
五、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製造、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製造或輸入之管理或
限制之規定。
七、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未向主管機關定期申報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之流向、用途或狀態。
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申
報作業程序、管理或限制之規定。
九、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六條第四項所為之命令，屆期未召回或未為處
置。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命令，繼續使用。
十一、違反第六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未送主管機關備查，擅自使用或變更
使用電信號碼。
十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行政管理之規定。
十三、違反第九十條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
②前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十款規定之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沒入
其器材之全部或一部。
第八十一條
①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
處警告或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②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所提供之電信服務未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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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適當提供有助於互連協商之資訊。
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資通安全管理範圍、分
級、驗證基準、程序或聯防應變通報作業之規定。
四、未依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指定，提供接取所需必要之電信
服務。
五、違反第四十九條第八項規定，使用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設備及相關建
置空間。
第八十二條
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未遴用合格之電信工程人
員。
二、 違反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未加入相關同業公會而為營業行為。
三、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製造或輸入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
設備。
四、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電信終端設備審驗
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或使用之規定。
五、 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領有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操作業餘
無線電。
六、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呼號管理、使用管
理或限制之規定。
七、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六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或使用之規定。
八、 違反第九十條第四項規定，拒絕提供或未依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提
供。
②前項第三款之電信終端設備，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沒入。

第八章 附

則

第八十三條
①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依電信法取得許可、特許之電信事業，或獲核准
籌設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②本法施行前獲核配無線電頻率或電信號碼之電信事業，依本法辦理登記
時，應依第三十七條規定檢具營運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營運計畫履
行。
③前項獲核配無線電頻率之電信事業，經主管機關依其提出之網路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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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後，由主管機關核發頻率使用證明；其原依電信法取得之特許執照有
效期間內，所使用無線電頻率之權利不受影響。
④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規定核准時，得於必要範圍內命該電信事業或籌設者依
原事業計畫書、籌設同意書或系統建設計畫履行其義務。
⑤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尚未申請登記之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應
由主管機關依原有法令管理。
⑥依電信法取得許可、特許之電信事業，或獲核准籌設者未於第一項規定之
期限內辦理登記者，其原有籌設、特許或許可執照於本法施行三年後之次
日起，失其效力。
第八十四條
依電信法申請籌設者，於本法施行後，主管機關准予籌設前，得撤回申
請，主管機關並應返還其已繳納之履行保證金。但以公開招標或拍賣方式
取得籌設資格者，於公開招標或拍賣程序開始後，不得撤回。
第八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依電信法所公告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及其管制措施，於
本法施行後至主管機關依本法完成認定市場顯著地位者及採取相關特別管
制措施前，主管機關依電信法及其管制措施為之。
第八十六條
①本法施行前之電信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其既設之公眾電信網路，由主
管機關依其既有網路之品質、性能，逕行發給審驗合格證明。但既設網路
異動者，應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審驗。
②本法施行前設置之電臺，得繼續使用至電臺執照期間屆滿；執照之有效期
間屆滿後電臺仍須繼續使用者，得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③由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設置之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信網路，應於本
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完成審驗並取得審驗合格證明。
④本法施行前取得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者，其效期繼續至原執照期間屆滿；
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後須繼續操作業餘無線電臺者，得依法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
第八十七條
①公眾電信網路、關鍵電信基礎設施使用之資通設備、專用電信網路、電信
終端設備、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作業，與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建置
空間設計之審查及完工之審驗作業，主管機關得委託電信專業驗證機構辦
理。
②前項各類驗證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認可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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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委託及其相關委託監督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③關鍵電信基礎設施使用之資通設備、電信終端設備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
測試作業及委託測試機構，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八十八條
主管機關得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所簽定雙邊或多邊電信終
端設備、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互承認協定或協約規定，認可該國或該區域
組織之測試機構或驗證機構，並承認其所簽發之電信終端設備、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測試報告、驗證證明書或符合性聲明書之效力。
第八十九條
軍事專用電信除依第五十條第五項、第五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十
六條第二項、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外，不
受本法之限制。
第九十條
①主管機關為辦理監理事項及對於涉及違反本法事項之調查，得依下列程序
進行：
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二、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派員前往當事人及關係人之事務所、營業所、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實施
必要之調查。
②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為之調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③執行調查之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
得拒絕之。
④主管機關為產業調查之需要，得要求當事人及關係人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格
式提供相關資料，受調查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九十一條
①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電信事業間就電信服務有關契約所生之重大爭議，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處。
②調處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相對人拒絕調處或當事人不能合意者，調處不
成立。
③申請調處，應繳納因調處所生之必要費用。
④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之調處得設爭議調處會；重大爭議之認定、調處會
之組成、調處程序進行與期限、收費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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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條
依本法受理申請登記、審查、電信服務品質檢查、核（換）發核准文件、
證照、辦理審查、審驗、檢驗及測試作業等，應向申請者收取規費；其收
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三條
政府得採取必要措施，並自每年度辦理電信監理業務所收之行政規費、招
標或拍賣無線電頻率之所得收入，提撥一定比率，編列預算，以促進偏遠
地區之公眾電信網路建設。
第九十四條
①為促進電信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行政院指定機關得辦理電信事業輔導、
獎勵事宜。
②前項輔導或獎勵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行政院指定機關定之。
第九十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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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福利，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
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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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信設備：指電信所用之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關設備。
三、管線基礎設施：指為建設電信網路所需之架空、地下或水底線路、電
信引進線、電信用戶設備線路、及各項電信傳輸線路所需之管道、
人孔、手孔、塔臺、電桿、配線架、機房及其他附屬或相關設施。
四、電信服務：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
五、電信事業：指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
六、專用電信：指公私機構、團體或國民所設置，專供其本身業務使用之
電信。
七、公設專用電信：指政府機關所設置之專用電信。
八、通信紀錄：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信
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紀錄，並以電
信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電信號碼係指電話號碼或用戶
識別碼。
第三條
①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②交通部為監督、輔導電信事業並辦理電信監理，設電信總局；其組織另以
法律定之。
③前項電信總局應訂定整體電信發展計畫，督導電信事業，促進資訊社會發
展，以增進公共福利。
第四條
電信事業之資產及設備，非依法律不得檢查、徵用或扣押。
第五條
地方政府、軍、憲、警機關及人員負保護電信設備之責。電信事業有被侵
害之危險時，地方政府、軍、憲、警機關及人員應依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
員之請求，迅為防止或作救護之措施。
第六條
①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處理之通信，他人不得盜接、盜錄或以其他非法之方
法侵犯其秘密。
②電信事業應採適當並必要之措施，以保障其處理通信之秘密。
第七條
①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員對於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應嚴守秘密，退職人
員，亦同。
②前項依法律規定查詢者不適用之；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通信
紀錄及使用者資料之作業程序，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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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電信事業用戶查詢本人之通信紀錄，於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系統技術可
行，並支付必要費用後，電信事業應提供之，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電
信事業用戶查詢通信紀錄作業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第八條
①電信之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均由使用電信人負其責任。
②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為營業者，電信事業得停止其
使用。
③擅自設置、張貼或噴漆有礙景觀之廣告物，並於廣告物上登載自己或他人
之電話號碼或其他電信服務識別符號、號碼，作為廣告宣傳者，廣告物主
管機關得通知電信事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
第九條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使用電信之行為，對於電信事業，視為有
行為能力人。但因使用電信發生之其他行為，不在此限。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發展電信事業，得商同教育部設立電信學校或在高中（職）及
大專院、校增設有關科、系、所，造就電信人才；並得要求電信事業自其
營業額提撥一定比例金額從事研究發展。

第二章 電信事業之經營
第十一條
①電信事業分為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指設置電信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
③前項電信機線設備指連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
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
④第二類電信事業指第一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
第十二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③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其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百分之六十。
④前項外國人間接持有股份之計算，依本國法人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持股比
例乘以外國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資額比例計算之。
⑤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國人持有股份比例，由交通部另定之，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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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之規定。
⑥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由行政院公告。
⑦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業務之特許，交通部得考量開放政策之目標、電信市
場之情況、消費者之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採評審制、公開招標制
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①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檢具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及其他規定文件，向交
通部申請籌設。
②前項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通訊型態。
四、電信設備概況。
五、財務結構。
六、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七、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八、人事組織。
九、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③前項第三款屬無線電通訊者，應詳載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規劃。
④第一項申請籌設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交通部應定期
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第十四條
①申請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經評審核可或得標者，由交通部發給籌設同意
書。
②交通部發給籌設同意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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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完成籌設者，交通部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之
一部或全部，並得廢止其籌設同意。
③依第一項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應按核定之區域及期間籌設完成，並依法辦
理公司登記；其無法於核定期間籌設完成並依法登記者，得於期限屆滿前
依規定敘明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期。
④依前項規定籌設完成者，應向交通部申請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
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執照。
⑤第一類電信事業應自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廢止其
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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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營業區域、技術規範與審驗項目、特許之方
式、條件與程序、特許執照有效期間、事業之籌設、履行保證金之繳交方
式與核退條件及營運之監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交通
部訂定之。
⑦前項管理規則之訂定，在開放經營之業務範圍內，應遵守國際電信聯合會
所定技術規範及技術中立原則，不得限制第一類電信事業使用特定技術，
並維持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
第十五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經交通部核准：
一、暫停或終止其全部或一部之營業者。
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相互投資或合併。
第十六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
②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
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③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
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
之。
④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
三個月仍未達成協議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⑤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
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⑥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
⑦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
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三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⑧適用前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公布之。
⑨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
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
定之。
⑩電信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
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依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權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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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①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應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
記後，發給許可執照，始得營業。
②第二類電信事業營業項目、技術規範與審驗項目、許可之方式、條件與程
序、許可執照有效期間、營運之監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
則，由交通部訂定之。
第十八條
①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檢具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及其他規定文件，向電
信總局申請許可。
②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其為法人者，並記載代表人之姓名及主事務
所。
二、營業項目。
三、營業區域。
四、通訊型態。
五、電信設備概況。
③前項申請許可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電信總局應定期通
知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記載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第十九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應依其所經營業務項目，建立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
並不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類電信事業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
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分離制度、會計處理之方法、程序與原則、會計之監
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會計準則，由交通部訂定之。
第二十條
①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項目指定第一
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②前項所稱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
必要電信服務。為達普及服務目的，應成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③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
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④電信普及服務範圍、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者之指定及虧損之計算與
分攤方式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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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非屬預算法所稱之基金。
第二十條之一
①電信網路使用之編碼、用戶號碼、識別碼等電信號碼，由電信總局統籌規
劃及管理；統籌規劃之電信網路編碼計畫，由電信總局公告之。
②前項電信號碼，非經電信總局或受電信總局委託機關（構）之核准，不得
使用或變更。
③為維持電信號碼之合理、有效使用，電信總局得調整或收回已核配之電信
號碼，並得收取電信號碼使用費；電信號碼使用費之收費基準，由電信總
局訂定之。
④為保障消費者之權益及促進市場之有效公平競爭，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提供
號碼可攜服務及平等接取服務；其實施範圍、提供方式、實施時程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⑤前項所稱號碼可攜服務，指用戶由原第一類電信事業轉換至經營同一業務
之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時，得保留其原使用電話號碼之服務；所稱平等接
取服務，指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其用戶選接其他電信事業之長途網路及國
際網路之服務。
⑥第一項至第三項電信號碼之核配、調整與收回、受委託者之資格、條件與
委託管理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⑦從事電信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事項，由電
信總局辦理之；其監督及輔導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⑧從事前項業務者，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第二十一條
電信事業應公平提供服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為差別處理。
第二十二條
電信事業非依法律，不得拒絕電信之接受及傳遞。但對於電信之內容顯有
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者，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
第二十三條
用戶使用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
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其所生損害，電信事業不
負賠償責任，但應扣減所收之費用。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因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致電信機線設備發生故障時，得公告暫停
其全部或一部之通信。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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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對下列通信應予優先處理：
一、於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發生之虞時，為預防災害、進
行救助或維持秩序之通信。
二、對於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
急通信。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其他通信。
第二十六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
②前項價格調整上限制，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務資費調整百分比，
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減調整係
數。
③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審核管理、各項資費之首次訂定、價格調整上限制
之適用對象、適用業務、資費項目與調整係數之訂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
④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不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類電
信事業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
⑤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由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定之。
第二十六條之一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之請
求。
二、拒絕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揭露其網路互連費用之計算方式及有關資
料。
三、對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租用網路元件之請求。
五、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求。
六、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
七、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要求共置協商之請求。
八、無正當理由，對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
九、其他濫用市場地位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②前項所稱市場主導者，由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二十七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
轉請交通部核准後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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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二類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於實施前報請電
信總局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
①前條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
供消費者審閱；其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事，電信總局得限期
命電信事業變更之。
②電信事業之營運未能確保通信之秘密或有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之情事，電
信總局得限期命其改善之。
第二十九條
電信事業提供用戶租用之電信機線設備，除宅內移動外，用戶或他人不得
擅自變更其性能、用途或裝設地址。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章 電信建設與管理
第一節 土地之取得與使用
第三十一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
瓶頸所在設施，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線基
礎設施。
②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業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
第三十二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因設置管線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
之需要，得使用公、私有之土地、建築物。其屬公有之土地、建築物者，
其管理機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因使用土地或建築物致發生實
際損失者，應付與相當之補償。但應擇其對土地及建築物之管理機關、所
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因無線電信工程之需要，得使用
河川、堤防、道路、公有林地或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與公有建築物設置無
線電臺。但其設置應必要且適當，以不妨礙其原有效用為限，並應於事先
徵求其管理機關（構）同意，其管理機關（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③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相關施工或復原作業，應依管理
機關（構）所定規範辦理。
④第一項及第二項管線基礎設施、終端設備及無線電臺之設置，除該設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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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使用私有之土地、建築物不能設置，或在公有之土地、建築物設置困難
者外，公有之土地、建築物應優先提供使用。但高中（職）以下學校得不
同意第一類電信事業設置室外基地臺。
⑤行政院應考核中央及地方機關、國營事業管理或所有之土地、建築物提供
設置管線基礎設施、無線電臺之績效，並每年公布之。
⑥第一項使用之私有建築物如為公寓大廈，應取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同
意。其未設管理委員會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同意，不適用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⑦第一類電信事業設置其管線基礎設施時，中央及地方機關應予協助。
⑧第一類電信事業就新設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應共同成立管線基礎設施建設
協商小組，協商管線基礎設施之規劃、申請、建設及共用事項，必要時，
由主管機關協調處理之。
第三十三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所需交換機房，如當地都市計畫
或區域計畫尚未配合其分區設置需要預留電信公共設施用地或當地都市計
畫或區域計畫預留電信公共設施用地不敷使用者，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
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得視社區發展及居民分佈情形，選擇適當地點，報請交
通部核准，函請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先行建築，不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限制。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因無線電通信工程之需要，得有
償使用私有建築物，設置無線電臺。但以不妨礙原有建築物安全為限。
③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如為公寓大廈，應取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其
未設管理委員會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同意，不適用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①為使衛星通信及微波通信等重要無線電設備之天線發射電波保持暢通，得
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選擇損害最少之方法或處所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核
定後，公告禁止或限制妨害電波暢通之任何建築。
②輸電、配電系統對電信設備產生有害之感應電壓者，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
關管理限制之。
第三十五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經過道路關津，如遇
阻滯，得憑證優先通行。
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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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人員為線路之勘測、施工或維護，遇有道
路阻礙，除設有柵欄、圍牆者外，對於田園、宅地皆得通行。但因此致損
害建築物或種植物時，應由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查明
確實後付與相當之補償，如有不同意時，由地方政府協調處理。
έΪΜ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於實施線路之勘測、施工或維護
時，對造成線路障礙或有造成障礙之虞之植物，得通知所有人後砍伐、修
剪或移植之。但情形急迫時，不在此限。
前項之砍伐、修剪或移植，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或方法為之，如因而造
成損害者，應由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查明確實後付與
相當之補償，如有不同意時，由地方政府協調處理。
έΪΤన
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應依規定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信設
備之電信室及其他空間。但經電信總局公告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前項之電信設備，包括電信引進管、總配線箱、用戶端子板、電信管箱、
電信線纜及其他因用戶電信服務需求須由用戶配合設置責任分界點以內之
設備。
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不足或供裝置電信設備之空間不足，致不敷該建築
物之電信服務需求時，應由所有人與提供電信服務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
協商，並由所有人增設。
依第一項及前項規定設置專供該建築物使用之電信設備及空間，應按該建
築物用戶之電信服務需求，由各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依規定無償連接及使
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利用設置於電信室之電信設備，提供該建築物以外之
用戶電信服務者，應事先徵求該建築物所有人同意，其補償由市內網路業
務經營者與該建築物所有人協議之。
建築物應設置之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其設置與使用規定、責任分界
點之界定、社區型建築物之限定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
會商內政部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之設置，應符合技術規範，其技
術規範由電信總局訂定公告之。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其設計圖說於申報開工前，應先經電信
總局審查，於完工後應經電信總局審驗。
前項所定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設計之審查及完工之審驗等事
項，電信總局得委託電信專業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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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電信專業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終止委託及
其相關委託監督事項之辦法，由電信總局定之。
έΪΤనϞΙ
用戶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外之公眾電信固定通信網路設施，由提供電信服
務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及維護。但社區型建築物內建築物間之管線
設施，得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由所有人維護。
依前條規定設置之電信設備，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由所有人維
護。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其他第三人受託代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或維
護用戶建築物電信設備，或負擔其設置、維護、使用之費用者，其約定不
得違反下列規定：
一、不得妨礙用戶選擇不同經營者提供電信服務之機會。
二、不得妨礙不同電信服務經營者爭取用戶之機會。
違反前項規定之約定，無效；其已設置完成之電信設備，未經建築物起造
人或所有人之同意，不得任意拆除或妨礙其使用。

第二節 電信設備之維護與管理
έΪΞన
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電信總局所定之技術規範。
前項技術規範之訂定，必須考慮下列事項：
一、不因電信設備之損壞或故障，致電信服務之全面提供發生困難。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如租用固定數據專線之客戶要求時，應設
置品質記錄系統，以供該客戶取得品質記錄相關資料。
三、不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電信事業相連接之電信設備或造成其設備機能
上之障礙。
四、與其他電信事業相連接之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
ѲΪన
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設備不合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技術規範時，電信總局得
限期命電信事業改善或限制其使用。
ѲΪΙ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遴用符合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
信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用；第二類電信事業亦應按其電信設備設置情
形，依規定遴用該人員為之。
Ѳ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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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所設電信機線設備之電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
範，並經審驗合格，始得輸入或販賣；其技術規範由電信總局訂定公告
之。
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方式與程序、審定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與廢止、
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之監督與管理等事項之辦
法，由電信總局定之。
第一項技術規範之訂定，應確保下列事項：
一、不得損害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或對其機能造成障礙。
二、不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之其他使用者造成妨害。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機線設備與使用者連接之終端設備，應有
明確之責任分界。
四、電磁相容及與其他頻率和諧有效共用。
五、電氣安全，防止網路操作人員或使用者受到傷害。
ѲΪέన
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施工及維護。但建
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內之所有電信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者施工及維護。
前項設備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者，不在此限。
電信工程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登記，並於一個月內加入相關電信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始得營業。相關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
從事第一項電信設備相關工程之業者，應置符合規定資格之電信工程人
員。
電信工程業之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及管理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一條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及第四項電信工程人員之資格取得及管理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ѲΪѲన
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工作，由電信總局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辦理。
前項驗證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終止委託及其相
關委託監督事項之辦法，由電信總局定之。
ѲΪϤన
請求遷移線路者，應檢具理由，向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
關以書面提出申請，經同意後予以遷移。
因修建房屋、道路、溝渠、埋設管線等工程或其他事故損壞電信設備者，
應負賠償責任。
第一項請求遷移線路之條件與作業程序、遷移費用之計算與分擔，及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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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電信設備者之責任與賠償計算基準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前項損壞賠償負擔辦法所定之基準，不影響被害人以訴訟請求之權利。

第四章 電信監理
ѲΪϲన
電臺須經交通部許可，始得設置，經審驗合格發給執照，始得使用。但經
交通部公告免予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電臺，指設置電信設備及作業人員之總體，利用有線或無線方式，接
收或發送射頻信息。
電臺之設置許可程序、架設、審驗、證照之核發、換發與補發、許可之廢
止、設置與使用管理、工程人員之資格、評鑑制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交通部定之。
電臺之設置使用，應符合工程設備技術規範，其技術規範由電信總局訂定
公告之。
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浮於水面或空
中之物體上，設置或使用無線廣播電臺或無線電視電臺發送射頻信息，致
干擾無線電波之合法使用。
ѲΪΜన
專用電信須經交通部核准發給執照，始得設置使用。
專用電信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但經交通部核准
連接公共通信系統者，不在此限。
專用電信設置、使用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核准原則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
訂定之。
外國人申請設置專用電信，應經交通部專案核准。
供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應經電信總局專案核
准，始得設置使用；其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ѲΪΤన
無線電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由
交通部統籌管理，非經交通部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之規劃
分配、申請方式、指配原則、核准之廢止、使用管理、干擾處理及干擾認
定標準等電波監理業務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交通部為有效運用電波資源，對於無線電頻率使用者，應訂定頻率使用期
限，並得收取使用費；其收費基準，由交通部定之。
交通部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要，應對頻率和諧有效共用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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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並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新設備，業者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
補償。但業餘無線電使用者經交通部要求調整使用頻率並更新設備致發生
實際損失者，應付與相當之補償；軍用通信之調整，由交通部會商國防部
處理之。
工業、科學、醫療及其他具有電波輻射性電機、器材之設置、使用及有關
輻射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下列無線電頻率之核配，不適用預算法第九十四條所定拍賣或招標之規
定：
一、軍用、警用、導航、船舶、業餘無線電、公設專用電信、工業、科
學、醫療、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學術實驗、急難救助及其他供
公益或公共用途使用之無線電頻率。
二、行動通信網路、衛星通信網路、無線廣播電臺或無線電視電臺等以特
定無線電頻率之應用為基礎者，其經營許可執照或特許執照依法核
發時，不一併核配其網路即不能運作之無線電頻率，及為改善上述
通信網路區域性通信品質所須增加之無線電頻率。
三、固定通信網路無線區域用戶迴路、衛星鏈路或微波鏈路等，依一定使
用條件可重覆使用之無線電頻率。
ѲΪΞన
為保障國家安全及維持電波秩序，製造、輸入、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者，須經交通部許可；其所製造、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
量，須報請交通部備查。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經營許可、經營許可執照之核發、換發與
補發、許可之廢止、製造、輸入、設置與持有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不得製造、輸入、販賣或公
開陳列。但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試）驗所為之製造、專供輸出、輸
出後復運進口或經交通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由交通部公告之。
ϤΪ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技術規範，由電信總局訂定公告之。但已有國家標準
者，應依國家標準。
前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方式與程序、審驗或型式認證證明之核發、
換發、補發與廢止、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之監
督與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電信總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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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由電信總局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辦理；驗證機
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終止委託及其相關委託監督
事項之辦法，由電信總局定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屬電信終端設備用途者，其審驗及技術規範，適用第四
十二條規定。
ϤΪΙ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須領有交通部發給之執照，始得作業；業餘無線電人員
之等級、資格測試、執照之核發、換發、補發、廢止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ϤΪΠన
電信總局於必要時，得命電信事業或專用電信使用者檢送下列報表：
一、有關業務者。
二、有關財務者。
三、有關電信設備者。
ϤΪέన
各無線電台對於船舶及航空器之遇險呼叫及通信，不問發自何處，應儘先
接收，迅速答覆，並立即採取必要行動。
ϤΪѲన
船舶或航空器進入中華民國領海或領空時，其電台不得與未經交通部指定
之無線電台通信。但遇險通信不在此限。
ϤΪϤన
電信總局得派員或會同警察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違反本法之場所，
實施檢查並索取相關資料，該場所之所有人、負責人、居住人、看守人、
使用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但對於觸犯第五十六
條至第六十條之罪者，實施搜索、扣押時，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電信總局為辦理電信監理業務及監督、管理電信事業，得向電信事業、專
用電信使用人或電台設置人、使用人索取相關資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
見。

第五章 罰

則

ϤΪϲన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以有線、無線或其他電磁方式，盜接或
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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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供自己或第三人盜接或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而製造、變造或輸入
電信器材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意圖供第三人盜接或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而販賣、轉讓、出租
或出借電信器材者，亦同。
意圖供自己或第三人犯罪之用而持有前項之電信器材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ϤΪϲనϞΙ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侵犯他人通信秘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電信事業之負責人或其服務人員利用業務上之機會，犯前項之罪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ϤΪΜన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ϤΪΤన
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設置或使用無線廣播電臺或無線電視電臺發
送射頻信息，致干擾無線電波之合法使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擅自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干擾無線電波之合法使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ϤΪΞన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或受僱人犯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之罪者，除處
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罰金。
ϲΪన
犯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之罪者，其電信器材，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ϲΪΙన
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不提繳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者，處其應分攤
金額三倍至五倍之罰鍰，並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得廢止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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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或許可。
電信事業未依規定繳納特許費或許可費時，每逾二日按應繳金額加徵百分
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未繳清，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得定
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特許或許可。
無線電頻率使用者未依規定繳納頻率使用費時，每逾二日按應繳金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未繳清，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
得廢止頻率使用之核准。
前三項之普及服務基金分攤金額、特許費、許可費、頻率使用費及滯納
金，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ϲΪΙనϞΙ
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擅自使用或變更電信號碼，或違
反電信總局依第二十條之一第六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
善時為止，或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使用之核准，或廢止其
特許或許可。
電信事業或其他電信號碼使用者未依規定繳納電信號碼使用費時，每逾二
日按應繳納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未繳清，經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得定期停止其使用或廢止其使用之核准。
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未依規定提供號碼可攜服
務或平等接取服務，或違反電信總局依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所定管理辦法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時為止，或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
止其特許。
違反電信總局依第二十條之一第七項所定辦法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
善時為止，或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
第二項之電信號碼使用費及滯納金，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ϲΪΠ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或交通部依第十二條第五項所為之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特許。
ϲΪΠనϞΙ
第一類電信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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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時為止，或停
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特許：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交通部依第十九條第二項所定準則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未依交通部之指定提供普及服務者。
四、違反交通部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五、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者。
六、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
七、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管線基礎設施共用之請
求者。
八、規避、妨礙或拒絕電信總局依第五十五條規定實施之檢查或不提供資
料或拒不到場陳述意見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時為止，或停止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特許或許可：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七項規定，拒絕與其他電信
事業互連者。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七項規定，自電信總局裁
決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個月內，未依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辦理者。
三、違反電信總局依第十六條第九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ϲΪέన
違反交通部依第十四條第六項所定管理規則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至改善
為止或廢止其特許。
ϲΪѲన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電信器材。
違反交通部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規則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
ϲΪϤన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未經核准而暫停或終止營業、讓與營業或財產、
相互投資或合併者。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其營業規章未經核准，或未依經核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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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規章辦理者。
三、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或交通部依第四十六條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
者。
四、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或交通部依第四十七條第三項所定管
理辦法者。
五、外國人違反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未經專案核准，擅自設置專用電
信者。
六、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擅自設置電信網路或違反電信總局依第
四十七條第五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七、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交通部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所定管理辦法
者。
八、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製造或輸入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或未報備其所製造或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型號及數量
者。
九、違反交通部依第四十九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十、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擅自製造、輸入、販賣或公開陳列未經
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款情形，並得沒入其器材之一部或全部及廢止特許、許
可、核准或執照。
依前項規定沒入之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為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或第八款情形，得連續處罰至改正時為
止。
ϲΪϲన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電信事業違反電信總局依第二十八條或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命令者。
二、電信事業違反第四十一條規定者。
三、違反電信總局依第五十條第二項所定之審驗及認證辦法者。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得連續處罰至改正時為止。
ϲΪΜన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其營業規章未經報備者。
二、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備置營業規章供
消費者審閱者。
三、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輸入或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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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者。
四、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未經加入相關同業公會，而為營業之行
為者；或違反同條第四項規定，未置符合規定資格之電信工程人
員，從事電信工程相關工作者。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第四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規定所為之命令者。
七、除第一類電信事業外，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五條規定
實施之檢查或不提供資料或拒不到場陳述意見者。
前項第三款情形，並得沒入其設備；第四款情形，並應勒令停止營業。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器材。
依前二項規定沒入之設備或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為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得連續處罰至改正時為
止。
ϲΪΜనϞΙ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其他第三人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或第四項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改善時為止。
違反電信總局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審定證明之換發或補發、
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之監督與管理等事項之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未領有交通部發給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擅自從事
業餘無線電作業，或違反交通部依第五十一條所定辦法有關業餘無線電人
員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ϲΪΤన
本法所定之罰鍰、沒入、廢止特許、核准或執照、限期拆除或改善，交通
部得委任電信總局為之。但依第六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第六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二項、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款及第十款、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
第六款、第二項所定之處罰及廢止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許可，由電信總局為
之。
依本法規定受廢止處分者，其因原處分而持有之證書，經通知限期繳還，
屆期仍未繳還者，公告註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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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依本法應予處罰者，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第六章 附

則

ϲΪΞన
軍事專用電信除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外，不受本法之限
制。
ΜΪన
依本法受理申請特許、許可、審查、認證、審驗、登記及核發證照作業，
應向申請者收取特許費、許可費、審查費、認證費、審驗費、登記費及證
照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ΜΪΙన
本法未規定事項，交通部得參照有關國際電信公約及各項附約所定標準、
建議、辦法或程序採用施行。
ΜΪΠ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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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8 月 13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86)電信公字第 0149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
2. 中華民國 87 年 2 月 12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87)電信公字第 00354-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9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22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90)電信公字第 50376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4 條條文；並刪除第 2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26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公字第 0910510303-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1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話紀錄實
施辦法）
5.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9410437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1992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通信紀錄，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
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迄時間等紀錄，並以電信
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
前項所稱電信號碼，係指電話號碼或用戶識別碼。
έన
有關機關查詢通信紀錄應先考量其必要性、合理性及比例相當原則及並應
符合相關法律程序後，再備正式公文或附上電信通信紀錄查詢單（格式如
附件）
，載明需查詢之電信號碼、通信紀錄種類、起迄時間、查詢法律依
據或案號、資料用途、機關全銜、連絡人姓名、連絡電話、傳真機號碼及
列帳電話號碼等，加蓋機關印信及其首長職章，送該電信用戶所屬電信事
業指定之受理單位辦理。但案情特殊、情況緊急之查詢，得由法官、軍事
審判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查詢機關首長或其書面指定人於電信通信
紀錄查詢單署名並加蓋職章及連絡人之資料，視同機關正式公文書先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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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經回叫確認為之，查詢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正式公文或加蓋印
信之電信通信紀錄查詢單正本。未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公文或查詢單者，
電信事業得拒絕受理其再次傳真查詢。
前項之查詢，經查詢機關與電信事業雙方認證同意，得以經加密之電子郵
件或資訊系統為之，該電子郵件或資訊系統之電子表單，視同正式公文或
電信通信紀錄查詢單正本。
Ѳన
有關機關查詢之通信紀錄，於電信事業之保存期限以內者，始予受理；已
逾電信事業資料保存期限，致無法提供者，電信事業應書面回覆說明之。
Ϥన
前條第一類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如下：
一、市內通信紀錄：最近三個月以內。
二、國際、國內長途通信紀錄，最近六個月以內。
三、行動通信通信紀錄：最近六個月以內。
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算。
第二類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之規
定。
ϲన
電信事業處理查詢通信紀錄，應以不影響其營運作業，並依受理查詢日期
先後之順序為原則。但案情特殊、情況緊急之查詢，不在此限。
電信事業受理前項案情特殊、情況緊急之查詢時，應優先處理；其因優先
處理所生公司營運作業及人員安全之費用，由查詢機關負擔之。
Μన
查詢費用依下列方式計收：
一、單向發信通信紀錄：以每頁新臺幣十元計收。
二、雙向通信紀錄：以每號每日新臺幣一百元計收，查詢期間不滿一日以
一日計收。
前項查詢結果無資料者，仍需計費。
查詢費用，查詢機關應於帳單繳費期限內付清。
Τన
法官、軍事審判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或監察院、審計部及所屬審計機
關依法查詢電信通信紀錄者，查詢費用得予減收或免收。
Ξన
有關機關申請查詢之公文，各電信事業受理單位應以專冊登記列管，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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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二年，逾期予以銷毀。
Ϊన
經辦查詢作業之人員，對於查詢作業之過程及所查得資料之內容等，應予
保密，不得外洩。
ΪΙ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電信通信紀錄查詢單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

理

單

位

查詢條件
通信紀錄 國內長途通信

市內通信

網際網路服務

種

行動通信

其他

類 國際通信

查 詢 起
迄 時 間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法律依據
或
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

案情特殊、情況緊急
全

機

關

印

信

銜

首長職章
查

詢指定主管

機

關 (緊急查詢)
連 絡 人

連絡電話及

列

姓

傳真機號碼

電話號碼

名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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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10 月 22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88)電信公字第 506797-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20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公字第 091051008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4∼7、9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436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1992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5、6、10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電信事業，係指以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並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發給特許執照或許可執照之事業。
έన
下列情形得依法向電信事業查詢使用者資料：
一、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者。
二、其他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所需者。
三、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關（構）為緊急救助所需者。
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查詢者，應敘明其法律依據。
Ѳన
本辦法所稱使用者資料，指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稱、身分證統一編號、地
址、電信號碼等資料，並以用戶申請各項電信業務所填列之資料為限。
前項所稱電信號碼，係指電話號碼或用戶識別碼。
Ϥన
有關機關（構）查詢使用者資料應備正式公文或電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
（格式如附件）
，載明需查詢之電信號碼或姓名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電信服務種類、法律依據、案由說明、查詢案號、資料用途、查詢機關
（構）
、機關（構）主管、連絡人姓名、連絡電話、傳真機號碼及列帳電
話號碼等，加蓋機關（構）印信及其首長署名、職章，送該電信使用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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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電信事業指定之受理單位辦理。
對於案由特殊、情況緊急之查詢，得由法官、檢察官或查詢機關（構）之
首長或經其授權之主管於電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署名並加蓋職章及連絡人
之資料，視同機關（構）正式公文書先傳真之，並經回叫確認為之，查詢
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正式公文或加蓋印信之電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正
本。未於三個工作日內補具公文或查詢單者，電信事業得拒絕受理其再次
傳真查詢。
前二項之查詢，經查詢機關與電信事業雙方認證同意，得以經加密之電子
郵件或資訊系統為之，該電子郵件或資訊系統之電子表單，視同正式公文
或電信使用者資料查詢單正本。
ϲన
為處理前條之查詢，各電信事業應指定受理單位，並設置專用之電話傳真
機、電子媒體或資訊系統，供為受理與答覆查詢使用者資料之用。電信事
業於查得使用者資料後，得以傳真機、電子媒體或資訊系統傳送至有關機
關（構）
。
各查詢機關（構）應事先以正式公文函告傳真機號碼或電子媒體帳號，查
詢機關（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將答覆資料傳送至另一地點，或要求
臨時更換傳真機號碼或電子媒體帳號等。
Μన
查詢單中之某一電信使用者不屬受理查詢之電信事業或已逾電信事業資料
保存期限，致無法提供者，該電信事業應於查詢單加註明「無資料」答覆
之。
Τన
電信事業處理查詢使用者資料，應以不影響其營運作業，並依受理查詢日
期先後之順序為原則。但案情特殊、情況緊急之查詢，得優先處理。
Ξన
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使用者資料時，得以每號新臺幣五元計
收，按月結算之。
法官、檢察官或監察院依法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者，查詢費用得予減收或
免收。
有關機關如已付費調閱通信紀錄，所併查詢使用者資料應予免收查詢費
用。
Ϊన
有關機關（構）申請查詢之公文或查詢單，各電信事業受理單位應以專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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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列管，並保存二年。
ΪΙన
經辦查詢作業之人員，對於查詢作業之過程及所查得資料之內容等，應予
保密，不得外洩。
ΪΠ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電 信 使 用 者 資 料 查 詢 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理單位
電信號碼或姓
名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電信服務種類 市內電話 行動通信 網際網路服務 其他
法律依據
案由說明
查詢案號
資料用途

機關(構)

案由特殊、情況緊急
全

印

銜

信

首長職章
查詢機關(構)

授權主管
(緊急查詢)
連 絡 人

連絡電話及

列

姓

傳真機號碼

電話號碼

名

帳

備註：本查詢單係依據「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
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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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4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公字第 0940504474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通信紀錄，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
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紀錄，並以電信
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電信號碼係指電話號碼或用戶識別碼。
έన
電信事業用戶（以下簡稱用戶）查詢本人之發信通信紀錄者，其申請程
序、資料提供方式、提供期限、查詢費用及繳費期限等事項，依電信事業
之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用戶查詢本人之受信通信紀錄者，應親自至電信事業營業窗口提出申請
書，並載明需查詢之電話號碼、發話區域範圍、通信日期及起訖時間等；
電信事業應核對用戶資料無誤後，始予受理。
法人、非法人團體、商號或政府機關（構）之用戶為前項查詢者，應由其
代表人、負責人或經其授權之代理人親自提出申請書；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為前項查詢者，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或由其法定
代理人親自提出申請書。
第二項所稱用戶資料，指電信用戶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地址、電信號碼等資料，並以用戶申請各項電信業務所填列之資料為
限。
Ѳన
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之保存期限如下：
一、市內通信紀錄：最近三個月以內。
二、國際及國內長途通信紀錄：最近六個月以內。
三、行動通信紀錄：最近六個月以內。
四、第二類電信事業通信紀錄：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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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期限，自受理查詢日回溯起算。
Ϥన
用戶查詢本人之通信紀錄，以前條所定電信事業應保存期限以內者，始予
受理。
前項通信紀錄之查詢，須以完成通信者為限。
電信事業受理查詢受信通信紀錄，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十八日內提供之。
ϲన
電信事業受理用戶查詢受信通信紀錄後，應以書面回覆用戶。但經用戶同
意者，得以磁片、光碟等其他方式提供之。
電信事業所查得受信通信紀錄之發信方電信號碼欄位未能顯示完整資料
者，電信事業應於前項書面中註明該筆通信之話務直接來源，包括電信事
業及其網路之名稱。
Μన
查詢受信通信紀錄之費用應分為固定費用及變動費用，前者為與查詢通信
紀錄號數及日數無關之費用，後者為每號每日之查詢單價乘以查詢號數及
查詢日數後之費用。
前項固定費用及查詢單價，電信事業得依受信通信紀錄之發話區域範圍及
提供期限，分級訂定之；電信事業並得依用戶要求之資料寄送方式，另收
取費用。查詢期間不滿一日者，以一日計收費用。
前二項每號第一日之查詢費用，受信方為市內電話者，以新臺幣五百元為
上限；受信方為行動電話者，以新臺幣一百二十元為上限。
用戶查詢受信通信紀錄，應於電信事業指定之繳費期限內支付查詢費用及
寄送費用；查詢結果無資料者，亦同。
Τ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查詢費用之訂定及調整，依電信法有關第一類電信事
業資費管制規定及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規定，於本辦法施行後七
日內訂定各項查詢費用，並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
第二類電信事業各項查詢費用之訂定，依電信法有關第二類電信事業資費
規定辦理。
Ξన
用戶查詢通信紀錄之申請書，電信事業應保存二年，逾期予以銷毀。
Ϊన
電信事業經辦查詢用戶通信紀錄作業之人員，對於查詢作業之過程及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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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Ι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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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11 日交通部(87)交郵發字第 872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0 條
2. 中華民國 90 年 8 月 9 日交通部(90)交郵發字第 0005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4、5、8、
9、12、15、17、18、19、21、28、29、31、32、36、37、40、41、49、50、55、58 條
條文；並增訂第 17-1、55-1、55-2 條條文；並刪除第 22、23、3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1 年 9 月 19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05 號令修正發布第 2、9、59 條
條文
4. 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6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026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28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24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09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 14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69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14、18、
50、56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436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5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8.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74102036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0、13∼15、17-1、18、20、25、27、38、45、57、58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7410518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40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74107528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5 條條文
11.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941034210 號令修正發布第
8、17、23、25、34、49、53 條條文；增訂第 12-1 條條文及第 5 條條文之附件十一之
三
12.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1014102162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5 條條文及附件十一、十二
13.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通訊字第 102410311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5、46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衛星系統：指由一枚或數枚人造衛星及控制該衛星之設備所組成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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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二、地球電臺：指在地球上與衛星系統間做無線電信號接收、處理、發射
之電信設備。
三、固定地球電臺：指須架設於地球表面固定地點，始可進行通信之地球
電臺。
四、行動地球電臺：指可移動之衛星行動終端設備或非架設於固定地點，
可於行動中通信之地球電臺。
五、轉接設備：指衛星通信網路之固定地球電臺與其他通信網路間互連之
電信設備。
六、衛星通信網路：指由衛星系統與地球電臺組成之通信網路。
七、衛星通信業務：指經營者利用衛星通信網路提供無線電通信服務之業
務。
八、衛星機構：指擁有在太空運作或即將運作並在國際電信聯合會登錄之
衛星之國內外機構或組織。
九、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
十、使用者：指向經營者註冊登記，使用衛星通信服務之用戶。
十一、小型地球電臺：指天線直徑為三公尺以下之固定地球電臺。
έన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衛星通信業務包括下列二種：
一、衛星固定通信業務。
二、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設置固定地球電臺，以經營國際、國內衛星小型
地球電臺網路出租業務、衛星節目中繼業務或其他衛星電路出租業務。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設置地球電臺、以經營國際、國內衛星行動電話
業務、衛星行動數據業務或衛星行動呼叫業務。
Ϥన
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得依下列方式之一在我國提供衛星行動通信服務：
一、依第八條規定申請特許經營。
二、與我國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國際網路業務之固定通信業務之經營者訂
定合作契約，並由我國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國際網路業務之固定通
信業務之經營者代理在我國推展其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國際網路業務之固定通信業務之經營者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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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以下簡稱我國代理業者）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在我國推展其衛星
行動通信業務，應檢具申請書（附件十一）
、合作契約、營業計畫書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作業流程如附件十二）
。
前項營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通信型態。
四、國外衛星行動通信業者電信設備概況說明：
（一）系統架構、工作原理（含衛星系統特性說明）及國外衛星固定
地球電臺及轉接設備。
（二）衛星電波涵蓋我國地區之功率分佈。
（三）工作頻段、頻寬、調變方式、空中介面規範及衛星行動地球電
臺之特性說明。
（四）系統服務品質。
五、收費標準、計算方式及申請者與國外衛星行動通信業者拆帳方式。
六、預定開始營運日期及如何推展業務。
第二項合作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契約之有效期間。
二、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承諾遵守第五十二條有關通訊監察之規定。
三、我國代理業者應依前款規定承擔被代理人應負擔之義務。
四、合作雙方在國內推展業務之權利義務關係（包括對消費者權益保障相
關措施）。
第二項應檢具之文件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
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依第二項核准經營代理期限以合作契約所載有效期限為準；代理
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我國代理業者得檢具營運概況、合作契
約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繼續經營代理業
務。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得代理外國衛星通信業者在我國推展其業務。
經營衛星通信業務之特許費、頻率使用費等行政規費及其他法定經營者之
義務，由我國代理業者依規定負擔之。
我國代理業者受廢止衛星通信業務或國際網路業務特許執照之處分時，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經營代理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務之核准。
我國代理業者之業務管理事項，準用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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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訂定發布前已經前主管機關交通部指定代理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
於我國推展其業務者，應於本規則一百零一年四月十八日修正施行後六個
月內，檢具營運概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繼
續經營代理業務，代理期限為三年；期滿擬繼續代理者，應於代理期限屆
滿前六個月起，一個月內檢具營運概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繼續經營代理業務。
前項代理業務之我國代理業者應登載查核申請者身分及使用目的，其受理
申請用途以航空、海事為原則；於我國境內陸上使用，應以下列情形為
限：
一、政府機關（構）之國家安全、災害防救及業務上緊急通信需求使用。
二、公司、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等民間團體或組織緊急救難使用。
三、外商公司緊急通信使用。
߀第七項至第九項規定，依第十一項經核准之我國代理業者，適用之。
߁第十一項經本會核准我國代理業者之業務管理事項，除第五十二條第一項
涉及內容提供及第二項規定外，準用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四條之規定。
ϲన
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應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
主管機關定期受理申請，其起迄日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公告之。
主管機關為開放衛星通信業務，得設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掌
理申請特許經營案件之審查；委員會設置及審查作業規定由主管機關訂定
之。
Μన
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提供偏遠地區通信服務，以達電信普及化之目
標，經營者應依規定繳交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第二章 經營特許
Τన
申請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應檢具申請書（格式如
附件二）
、事業計畫書、財務能力證明書及其他相關規定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籌設。
前項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通信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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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信設備概況：
（一）系統設備建設時程。
（二）系統架構及工作原理（含衛星系統特性說明）
。
（三）衛星通信固定地球電臺特性（含無線電頻率規劃）及預定設置
位置、數量（附內政部地政司發售之臺灣地區經建版五萬分之
一地形圖 1:1 影印圖，並標示電臺位置及作業方位角、作業仰
角及天線場形圖）
。
（四）工作頻段、頻寬、最大發射功率、調變方式及空中介面規範；
發射功率為可變者，應說明發射功率變化範圍及變化準則。
（五）與其他電信網路介接之介面規範，其介面規範應依序採用主管
機關所定技術規範、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既有電信系統之互
連條件。
（六）系統服務品質。
五、財務結構：
（一）已成立之公司，應提出最近三年之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表。
（二）籌設中之公司，應提出發起人名冊、公司章程草案、認股人名
簿及實收資本額之說明資料。
（三）外國人持股或認股比例計算表（如附件三）
。
（四）股權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認股人債信之證明文件。
（五）預估未來五年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用計畫。
（六）預估並編製未來五年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
六、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一）經理人之電信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
（二）工程設計及維運說明（系統設計、設置及維運計畫書）
。
（三）五年業務推展計畫及預定目標（含市場預估、分享市場之比
例、預估用戶數、業務推展方式及市場調查報告）
。
七、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八、人事組織：
（一）已成立之公司，應提出公司章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董
事名簿、監察人名簿、經理人名簿及股權占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名簿（以持股比例由大至小排序）
。
（二）籌設中之公司，應提出發起人名冊、公司章程草案、認股人名
簿（以持股比例由大至小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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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定開始營業日期。
十、使用者權益保障相關措施。
十一、事業計畫書摘要，可供主管機關引用及公開之資訊。
十二、其他事項。
前項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申請籌設逾第六條第二項公告之受理申請期限或申請人未檢具申請書或事
業計畫書者，不得補正並不予受理。
Ξన
申請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如下：
一、衛星固定通信業務：新臺幣一億元。
二、衛星行動通信業務：新臺幣五億元。
申請人應於第十四條所定期間內，收足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全部金額。
申請人經營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及衛星行動通信業務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
別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
者，如該業務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制者，亦同。
Ϊన
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其董事長應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外國人持有股份總數應符合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三項後
段之限制。
ΪΙన
申請特許案件之審查以事業計畫書所載事項為原則，其審查項目及標準，
主管機關得視業務種類分別訂定公告之。
ΪΠన
申請經營衛星通信業務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一、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者。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三、違反第十條規定者。
申請人於經核可籌設後，有前項第二款所定情事者，廢止其核可。
ΪΠనϞΙ
申請人於送件後十日內撤回申請案者，其審查費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
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依第八條第四項規定不予受理，其審查費於不予受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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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項規定情形，而有依第八條第三項或第十二條規定
不予受理者，其已繳交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Ϊέన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查核可，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核可通知到達之日起六十
日內向主管機關繳交履行保證金，繳交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同意書。未
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可。
前項履行保證金分別為：
一、衛星固定通信業務：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
二、衛星行動通信業務：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前項履行保證金應以現金、國內銀行保證、設定質權人為主管機關之可轉
讓定期存款單或不記名政府公債方式繳交。
以國內銀行保證繳交履行保證金者，其保證期間應自繳交履行保證金之日
起至主管機關發給籌設同意書後三年二個月止。
前項履行保證期間，申請人應於申請辦理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展期時，一
併辦理展期。
申請人繳交之履行保證金於符合第二十三條規定，得請求退還。
ΪѲన
申請人取得經營衛星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後，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司設
立或變更登記；其無法於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者，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主
管機關廢止其籌設同意書及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及其利息。
ΪϤన
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為三年，其無法於期間內完成籌設並依法取得特許執
照者，應於期間屆滿前附具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
次為限，逾期籌設同意書失其效力，且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及其利息。
Ϊϲన
申請人選擇衛星通信網路設備之設置地點及使用之頻率，應避免對其他合
法使用中之電臺造成干擾。
固定地球電臺之設置，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辦法之規定。
ΪΜన
申請人建設衛星通信網路（作業流程如附件四）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及指配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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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申請書（如附件五）。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工程設計及維運說明文件：應包括衛星通信網路架構圖、衛星通信網
路作業方式、信號方式、建設地點等之詳細說明。
五、與其他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網路介接之介面、預定介接點及通信協定需
求之說明資料。
六、衛星機構授權使用衛星之證明文件（未提出指配頻率者得免檢附）。
七、監督衛星通信網路設備施工之工程主管資歷表（如附件八）。
前項之指配頻率，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申請人得於申請架設固定地球電臺時
再行提出。
ΪΜనϞΙ
申請人架設固定地球電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衛星固定地球
電臺架設許可證及其頻率指配：
一、衛星固定地球電臺設置申請書（如附件六）。
二、頻率干擾分析協調資料表（如附件七），及干擾分析評估資料。
三、設備規格及原廠檢測之證明文件。
四、架設於建築物屋頂之固定地球電臺，其天線直徑大於三公尺者，應依
建築法令規定檢具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鑑定之建
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本。
五、衛星機構授權使用衛星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架設固定地球電臺，申請人得於申請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
時，一併提出。
固定地球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申請人無法於期間內完成架設
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
架設。申請展期架設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ΪΤన
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二年。申請人取得衛星通信網路架
設許可證後，應按核可之地點建設衛星通信網路，其無法於二年內建設完
成者，應於期間屆滿前附具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
次為限，逾期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籌設同意書及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及其利
息。
因不可抗力事故而申請展延者，得按事故遲延期間申請展延，不受前項展
期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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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展期超過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時，應一併
辦理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之展期。
第一項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不得超過籌設同意書之有效
期間；其涉及原事業計畫書變更者，應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ΪΞన
申請人完成固定地球電臺之架設，應檢具下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審驗合格
後，由主管機關發給固定地球電臺執照，方得使用。但僅具接收功能者，
得免經衛星機構認可。
一、經衛星機構認可之證明文件。
二、依建築法令規定已達須請領雜項使用執照者，其雜項使用執照影本。
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電磁波功率密度規範值之量測報告。
前項審驗項目及其合格標準，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ΠΪన
固定地球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應
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新照有效期間自舊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算。
申請換發固定地球電臺執照時，主管機關得查核固定地球電臺相關設施使
用情形；查核不合格者，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查核仍不
合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前項查核項目及其合格標準，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ΠΪΙన
行動地球電臺或小型地球電臺應依規定辦理型式認證及向經營者註冊登
記，方得使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外國人辦理外交簽證、禮遇簽證或停留簽證入境者，其所攜帶行動地
球電臺於簽證有效期間使用。本國人持臨時入出境通知單入境者，
亦同。
二、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使用者。
ΠΪΠన
申請人完成衛星通信網路之建設後，應報請主管機關審驗，經審驗合格後
發給審驗合格證明文件。
前項審驗項目及其合格標準，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ΠΪέన
申請人之衛星通信網路經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特許執照，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特許執照並退還履行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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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許執照申請書（如附件十）。
二、籌設同意書。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衛星通信網路建設完成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資費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ΠΪѲన
特許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代表人及公司所在地。
二、營業項目。
三、實收資本額。
四、營業區域。
五、建設設備。
六、有效期間。
七、發照日期。
ΠΪϤన
特許執照有效期間為十年。
前項特許執照期間屆滿，有意繼續營運之經營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九個月起
之三個月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重新換發特許執照，執照有
效期間仍為十年；其審查項目及核准規定，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ΠΪϲన
經營者應依第八條所提報之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如有異動時，應敘明理
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應報請核准之異動項目，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前項規定，於申請人取得特許執照前，亦適用之。
ΠΪΜన
籌設同意書、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衛星固定地球電臺架設許可證、
地球電臺執照、特許執照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
出租、出借或轉讓。

第三章 營運管理
第一節 設備管理
Π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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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技術規範。
經營者對其衛星通信網路應做適當之操作及維護，使各項設備運作符合有
關技術規範之規定；其有違反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
ΠΪΞన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設置之衛星通信網路與其他電信網路互連之國內
編碼，由主管機關核配。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之衛星通信網路與其他電信網路互連之國際編
碼，由經營者自行取得國際編碼，使用前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έΪన
經營者所設固定地球電臺之天線設施，應與高壓電力線保持安全距離，其
高度超過地平面六十公尺以上者，應具有航空色標及標識燈具，避免危及
公共安全。
經營者應對其所設置之固定地球電臺之場所設定明顯警告標示並採取適當
措施。該警告標示尚應載明輸出功率、所在位置、電信業者、簽證技師及
日期等。但天線直徑一‧二公尺以下，僅具接收功能之小型地球電臺，不
在此限。
έΪΙన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應在國內設置固定地球電臺及轉接設備，供其衛
星通信網路與其他通信網路連接之用。
έΪΠన
衛星小型地球電臺網路經營者應在國內設置主控之固定地球電臺（主控地
球電臺）及相關設備，供其衛星小型地球電臺網路之控制與管理之用。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之設備銜接其使用者機線設備之電路，應由經營
者或其使用者向長途或市內固定網路經營者租用。但銜接電路在同一棟建
築物者不在此限。
έΪέన
經營者應遴用符合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衛星通信網
路之施工、維護及運用，並於施工日誌及維護日誌認可簽署。
前項施工及維護日誌應至少保存一年，主管機關派員查核時，經營者應提
供之。
έΪѲన
經營者終止地球電臺設備使用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繳銷電臺執
照；其未繳銷電臺執照者，由主管機關廢止之。
前項電臺之射頻器材，經營者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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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έΪϤన
經營者及其使用者設置之電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路連接時，應符合下
列條件：
一、不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密。
二、維持適當之通信服務品質。
三、不致損害使用者或公眾通信設備。
四、其通信網路與公眾通信網路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前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點、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έΪϲన
經營者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或限制其使用。
έΪΜన
固定地球電臺之運作，除小型地球電臺外，符合下列四種情形時，始得採
遠端控制：
一、已採取適當措施防止他人任意進入或使用固定地球電臺。
二、負責運作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可隨時迅速到達固定地球電臺現場做必
要之處置。
三、遠端控制站應可監測及控制固定地球電臺之運作。
四、固定地球電臺經檢測或通知有干擾合法通信時，遠端控制站可立刻停
止固定地球電臺之發射作業。
έΪΤన
經營者增設固定地球電臺時，應依第十七條之一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衛星
固定地球電臺架設許可證。
經營者變更固定地球電臺之設置地址、射頻設備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適
用前項規定；其射頻設備變更採相同廠牌型號時，得以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έΪΞన
經營者之固定地球電臺，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可選用任一衛星系統組成
衛星通信網路。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經由衛星系統發射信號至國外或接收國外信號之
路由，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在緊急情況下改用不同衛星系統時，應即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並應將其情事載明於維護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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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頻率申請、頻率干擾及載波發射限制
ѲΪన
衛星通信業務使用之頻率，經營者應依「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所
定衛星通信業務分配頻段，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
主管機關為因應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
新設備，經營者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ѲΪΙన
衛星通信業務使用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
監理業務，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ѲΪΠన
經營者應指派具備經驗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或監督固定地球電臺發射
信號之運作。
經營者使用之電功率應以滿足實際運用之需求為限，如有干擾發生時，經
營者應降低功率或暫停其運作至改善為止。
地球電臺發射頻率容許差度及大容許混附發射功率階度，應符合電波監理
業務管理辦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
固定地球電臺之天線仰角，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低於五度操作，以避
免其發射信號干擾其他無線電通信。
ѲΪέన
經營者設置之固定地球電臺遭受其他業者無線電信號干擾致發生通信中斷
或品質劣化情況時，應先自行協調解決，其無法取得協議者，得報請主管
機關處理，各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決定辦理。
ѲΪѲన
經營者設置之衛星通信網路，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查測，其未按規定
使用或設備故障致干擾他人通信時，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必要時得
限制其使用，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命令辦理。

第三節 業務管理
ѲΪϤన
經營者設置之衛星通信網路與其他電信事業之通信網路相介接時，不得逾
其特許業務範圍。其接續之方式及費率計算，依主管機關所定電信事業網
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ѲΪϲన
衛星通信業務資費之訂定，由經營者依電信法有關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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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定辦理。
ѲΪΜన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
實施，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其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使用者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條件。
四、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特許或暫停或終止其營業足以對使用者權益產生
損害時，對使用者之賠償方式。
五、因其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
褫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使用者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其他服務條件。
營業規章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電信事
業變更之。
經營者擬訂之服務契約範本，不得違反電信法令及營業規章之規定，並應
載明第二項各款事項，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經營者與其使用者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備置於各營
業場所及其網站供消費者審閱。
ѲΪΤన
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營
之營業區域內提供衛星通信業務之服務。
ѲΪΞన
經營者暫停或終止其全部或一部之營業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六個
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個月通知使用者。
經營者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許執
照，並通知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
ϤΪన
經營者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將其業務、財務、電信設備及高
級電信工程人員等相關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為管理衛星通信業務之經營，得命經營者檢送下列報表，經營者
應提供之：
一、有關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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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財務者。
三、有關電信設備者。
ϤΪΙన
經營者營運不當或通信品質不佳，足生損害使用者權益時，主管機關得限
期命其改善。
ϤΪΠన
經營者對於調查或蒐集證據，並依法律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者，
應提供之。
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事項，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辦理。
ϤΪέన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
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
營者應提供之。經營者核對及登錄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之
用戶資料，得以該機關（構）公文書為證明文件。
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使用者、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國民身分證
外之其他足資辨認身分之證明文件證號、地址及所指配號碼等資料。
前項證件號碼，於外國人申請時，指護照號碼及護照外之其他足資辨認身
分之證明文件證號；於法人申請時，指公司登記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
ϤΪѲన
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衛星通信業務之服務者，除應於
預付卡售出時即將購買者資料記存，並應於每週複查其使用者資料，如有
使用者已經啟用服務而無使用資料者資料之情事，經營者應通知使用者於
一週內補具，逾期未補具者，經營者應暫停其通信衛星。
前項規定，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範本內定之。
ϤΪϤన
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特許執照之處分時，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無線電頻
率使用之核准及地球電臺執照，並通知電信事業終止其電信機線設備之租
用。

第四章 附

則

ϤΪϲన
申請經營衛星通信業務者，應按申請特許、審查、認證、審驗及證照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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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交特許費、審查費、認證費、
審驗費及證照費。
經營者應按經營業務使用之頻率，依主管機關所訂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
交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ϤΪΜన
籌設同意書、衛星通信網路架設許可證、衛星固定地球電臺架設許可證、
地球電臺執照、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ϤΪΤన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其他電信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ϤΪΞ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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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固定通信系統：指利用有線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傳輸方式連接固
定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
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系統。
二、固定通信網路：指由固定通信系統所組成之通信網路。
三、固定通信：指利用固定通信網路發送、傳輸或接收語音、數據、影
像、視訊、多媒體或其他性質訊息之通信。
四、固定通信業務：指經營者利用固定通信網路提供固定通信服務之業
務。
五、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
六、管線基礎設施：指為建設市內、長途及國際通信所需之架空、地下或
水底電信線路、電信引進線、電信用戶設備線路，及各項電信傳輸
線路所需之管道、人孔、手孔、塔臺、電桿、配線架、機房及其他
附屬或相關設施。
七、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指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十條
所規定之經營者。
八、用戶：指與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經營者提供之固定通信服務者。
九、使用者：指用戶及其他使用經營者提供之固定通信服務者。
十、公用電話：指由經營者設置以投幣、簽帳卡、信用卡或預付卡付費，
供公眾使用之電話。
十一、緊急電話：指火警、盜警及其他緊急救援報案之電話。
十二、國際海纜系統：指鋪設於海洋中之國際海底電纜及附屬設施組成之
通信系統。
十三、國際海纜登陸站：指連接國際海纜與內陸鏈路設施，將國際通信所
收發之電信轉接至該海纜或鏈路設施，對境內或境外進行傳輸之
電信設備與附屬設施。
十四、內陸介接站：指設置於內陸以介接國際海纜電路與公眾電信網路之
電信設備與附屬設施。
十五、內陸鏈路設施：指連接國際海纜登陸站與內陸介接站或任一經營者
公眾電信網路交換設備間之高容量內陸傳輸鏈路及附屬設備。
十六、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互動媒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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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供用戶藉由寬頻接取電路及用戶機上盒，接取該平臺上由內
容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多媒體內容服務。
十七、多媒體內容服務︰指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或其他多媒體內容服務提供
者利用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提供之語音、數據及視訊等內容服
務。
十八、頻道節目內容︰指視聽內容以節目為單元，依內容服務提供者事先
安排之播放次序及時間，於傳輸平臺頻道播放，並由用戶經由電
子選單表選購收視之內容。
十九、內容服務提供者︰指利用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提供頻道節目內容
或多媒體內容服務之業者。
二十、電信設備機房：指經營者設置用以控制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
關設備，以提供電信服務之機房。
二十一、網路資料中心機房：指經營者設置機櫃、電力、空調及消防等設
施，出租、代管或提供用戶自行架設資通設備之機房。
二十二、電信基礎設施：指電信設備及其管線基礎設施。
έన
固定通信業務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固定通信業務之種類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指經營者經營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
路業務。
二、市內網路業務：指經營者提供使用者利用其固定通信網路，作同一市
內通信營業區域內固定通信服務之業務及其營業區域內之電路出租
業務。
三、長途網路業務：指經營者提供使用者利用其固定通信網路，作國內不
同市內通信營業區域間固定通信服務業務及其營業區域內之電路出
租業務。
四、國際網路業務：指經營者提供使用者利用其固定通信網路，作國際間
固定通信服務之業務及其營業區域內之電路出租業務。
五、電路出租業務：指經營者出租其所設置不具交換功能之網路傳輸機線
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
市內通信營業區域，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ѲనϞΙ
申請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其業務範圍依下列之規定：
一、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指經營者出租其不具交換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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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國內長途陸纜傳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指經營者出租其不具交換功能之國際海纜傳
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
綜合網路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或國際網路業務之經營者，
在其營業區域內經營電路出租業務時，不適用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及
本條規定。
ѲనϞΠ
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以其所申請經營之單一直轄市、縣（市）之市內
網路經營權數，供計算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繳交之
履行保證金、市內網路建設之系統容量及申請特許執照時應具有之系統容
量等數值。
前項所稱市內網路經營權數之計算，係依照內政部年度公告之各單一直轄
市、縣（市）行政區域人口數除以該年度臺閩地區總人口數計算所得之商
值，該商值取至小數點第四位（以下採無條件進位）
。
第一項之市內網路經營權數，由主管機關每三年公告一次，並以該公告年
度之前一年度，內政部所公告之臺閩地區人口數為計算基準。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得以其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申請經營市內網路
業務。
前項市內網路經營權數之計算，應以其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之人口數除
以該年度臺閩地區總人口數計算所得之商值，該商值取至小數點第四位
（以下採無條件進位）
；並以該經營權數值計算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
繳交之履行保證金、市內網路建設之系統容量及申請特許執照時應具有之
系統容量等數值。
前項人口數之計算基準，準用第三項規定。
Ϥన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應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
受理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特許案件之起迄日期，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管機關為開放固定通信業務，得設審查委員會，負責申請特許案件之審
查。
固定通信業務審查作業要點，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ϲన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公告各類固定通信業務申請須知。

第二章 經營特許
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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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應檢具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前項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通訊型態。
四、電信設備概況。
五、財務結構。
六、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七、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八、人事組織。
九、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十、申請須知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一項各種申請籌設文件之格式及其應記載事項，於各類固定通信業務申
請須知規定之。
申請籌設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定期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申請籌設逾第五條第二項公告之受理申請期限或申請人未檢具申請書或事
業計畫書者，不得補正並不予受理。
ΜనϞΙ
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於增加營業之直轄市、縣（市）時，應依前條
規定就其增加之區域提出籌設申請。但依第四條之二第四項規定申請經營
市內網路業務者，得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域為單位，增
加其營業區域。
Τన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
下：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前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二百十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億二千萬元。
二、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十三億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十億五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十億五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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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億二千萬元。
三、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十四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四十八億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三億二千萬元。
四、前款第五目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請
者：新臺幣三億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應依下列方式
籌集前項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額專戶存儲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金額，並於申請時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
出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二、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金額，並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
面文件確認之。
三、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部
金額，並提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存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值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
其以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匯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
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前，不得動支。但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後，經申請
人之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議決議，購置營業上必要之固定資產及支付開辦
費用，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
請人得於主管機關不予核可之處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或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如該業務
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
本額。
ΤనϞΙ
經營者實收最低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億元及股東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應於
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次日起三個月內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辦理公
開發行程序。
經營者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或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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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於股東會決議次日起二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Ξన
第八條第二項所定國內銀行包括：
一、依銀行法規定設立之本國銀行。
二、銀行法第一百十六條所稱之外國銀行。
第八條第二項之存款契約，應由申請人與專戶存儲銀行約定下列條款：
一、於申請人依規定得動支或自行處理資本額專戶存款前，不得提前解除
或終止存款契約，或辦理質借。
二、於申請人依規定得動支或自行處理資本額專戶存款前，專戶存儲銀行
不得行使抵銷權。
三、申請人動支或自行處理資本額專戶存款時，須提出下列文件之一，專
戶存儲銀行始得同意之：
（一）主管機關核備申請人陳報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及同意申請
人動支資本額專戶存款之公文。
（二）主管機關駁回申請人之申請案之公文。
（三）其他主管機關同意申請人動支或自行處理資本額專戶存款之公
文。
Ϊన
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以已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者為限，其
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應符合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三項後段有關外
國人持有股份總數之限制。
ΪΙన
同一申請人不得申請經營二件以上之同一種類固定通信業務。
不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他申請人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半數以上。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
股東持有或出資。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公司。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指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關係者。
第二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申請人之一股東或認股人同時持有同一種類固定通信業務之他申請人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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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該股東或認股人除於其中一申請人之持有股份比例不受限制外，於其
餘申請人之持有股份比例，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申請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者，其申請案件均不得補正，並不予受
理。
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申請人經核可籌設後取得特許執照前，亦適用
之。
申請人與綜合網路業務經營者有第二項規定之任一情形者，適用本條規
定。
本條規定，於申請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或不同直轄市、縣（市）之市內網
路業務者，不適用之。
ΪΙనϞΙ
申請人於送件後十日內撤回申請案者，其審查費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
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依第七條第五項規定不予受理，其審查費於不予受理申
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二項規定情形，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審查費及
其利息不予發還：
一、依第七條第四項或第十三條規定不予受理。
二、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ΪΠన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
一、依法已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取得前款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其有線傳輸網路之股份有限公司。
具前項資格申請經營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檢附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證
明文件。
申請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申請時敘明已設置有線傳
輸網路之實際佈設線路明細、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畫、傳輸設備及網路架
構圖。
前項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畫涉及專用電信之變更者，應依專用電信設置使
用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技術規範。
以第一項資格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其出租範圍以其
合法使用之有線傳輸網路為限；違反者，由主管機關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者，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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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ΠనϞΙ
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申請時取得國際海纜系統擁有者
或管理者同意得連接及使用其國際海纜系統之授權證明文件。
前項國際海纜系統以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後完成建設者為限。
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限內建設
登陸我國之國際海纜電路及國際海纜登陸站，其登陸路線之劃定許可應依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鋪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設置之內陸介接站應具備異地備援機制。內
陸介接站除得與國際海纜登陸站同一處所者外，另對應每一國際海纜登陸
站限再設置一內陸介接站。但經主管機關核准，得選擇適當地點設置第二
內陸介接站備援。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連接海纜登陸站與內陸介接站之內陸傳輸鏈
路，得自行建設或向綜合網路業務或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
營者租用。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不得利用內陸傳輸鏈路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
租業務以外之業務。
ΪΠనϞ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兼營市內網路業務者，應於事業計畫書內敘
明擬設置之市內網路設備及其架構圖、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畫及其營業區
分。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申請兼營有線廣播電視業
務者，亦同。
Ϊέన
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一、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者。
二、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四、違反第十條規定者。
五、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六、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
申請人於經核可籌設後，有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情事者，廢止其核
可。
ΪѲన
申請特許案件之審查，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以事業計畫書所載事項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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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審查項目及標準，主管機關得視業務種類分別訂定公告之。
ΪϤన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查核可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除依第十二條申請經營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由主管機關逕行發給籌設同意書
外，綜合網路業務申請案件依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額，及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
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同意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
業務者，未依規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額及繳交履行保
證金，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可。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之
申請案件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
籌設同意書。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
際網路業務申請人未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可。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應依第十六條及
第十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同
意書，不適用第一項後段有關繳交履行保證金及發給籌設同意書之規定。
Ϊϲన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查核可後，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核可通知到達之日起，
六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繳交履行保證金。前項履行保證金應以下列方式擇一
繳交：
一、直接存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帳戶。
二、國內銀行之履行保證書。
三、設定質權人為主管機關之可轉讓定期存款單。
以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繳交履行保證金者，其保證期限應自繳交履行保證
金之日起，至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限之末日起算三個月止。
申請人申請展延籌設同意書之有效期限時，應一併辦理前項履行保證期限
之展延。
ΪΜన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金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
如下：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二十一億元。
（二）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千二百萬元。
二、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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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億三千萬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一億五百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一億五百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四千二百萬元。
三、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六億四千萬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四億八千萬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四）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三千二百萬元。
四、前款第五目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起申請
者：新臺幣三千萬元。
ΪΤన
申請人取得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後，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司變
更登記。其無法於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者，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主管機關
得廢止其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
行保證責任。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八條第一
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ΪΞన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七年。
二、市內網路業務：四年。
三、長途網路業務：四年。
四、國際網路業務：四年。
五、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二年。
六、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四年。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其籌設同意書
有效期間為五年，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申請人無法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完成籌設並依法取得特許執照者，應於期
間屆滿前附具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
為限，逾期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主管
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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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న
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變更登記後，檢具有關業務申請須
知規定之文件及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
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網路建設許可證。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六年。
二、市內網路業務：三年。
三、長途網路業務：三年。
四、國際網路業務：三年。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三年。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
有效期間為四年，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不得超過籌設同意書之有
效期間；其涉及原事業計畫書變更者，應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申請人建設事業計畫書所定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之建設計畫以外之後
續網路，應檢具詳細網路建設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完成建設
後，向主管機關申請通信網路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
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未依規定請領網路建設許可證或經許可者，不得建設固定通信網路設備之
一部或全部。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有建設微波鏈路或固定無線接取設備之需要者，得依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就網路建設計畫為准駁決定時，應配合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
辦理。
ΠΪΙన
申請人取得網路建設許可證後，應依其事業計畫書所定網路建設許可證有
效期間之建設計畫建設網路。其無法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建設完
成者，應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期最長不得逾一
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
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已取得執照者，得廢止其
特許。
因不可抗力事故申請展延者，得按事故遲延期間申請展延，不受前項所定
展期限制。
前二項網路建設許可證展期超過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時，應一併辦理籌設
同意書有效期間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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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Πన
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建設之
市內網路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
系統容量，依其申請時程，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者：至少一百萬門號。
二、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至少四十萬
門號。
三、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至少三十萬門號。
前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
路。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箱（Curb）或
到戶。用戶迴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之用
戶端接線箱。
第一項申請人事業計畫書所定建設計畫規劃建設之固定無線方式用戶迴路
超過二十萬門號者，其計入系統容量以二十萬門號計算之。
第一項申請人應於其事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規模，門號及通信埠建
設之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量計算方式。
ΠΪΠనϞΙ
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建設之
市內網路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
系統容量，依其申請時程，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至
少四十萬門號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二、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至少三十萬門號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
數。
前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
路。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箱（Curb）或
到戶。用戶迴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之用
戶端接線箱。
經營二營業區域以上市內網路業務之申請人或經營者，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得將交換機集中設置於單一營業區域或自行建設跨區域市內網路間之
銜接電路。但不得經營長途網路業務。
前項經核准建設之電路如為自建光纖、銅纜、微波鏈路或衛星鏈路時，其
建設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項申請人應於其事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規模，門號及通信埠建
設之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量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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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四條之二第四項規定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得以其既有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用戶迴路認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應自行建設設備，並應符合
主管機關所定技術規範。
ΠΪΠనϞΠ
申請經營長途網路業務者，應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建設完成連結
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臺中市及高雄市之光纖骨幹網
路。
前項申請人應於其事業計畫書內載明其網路建設規模。
ΠΪΠనϞέ
申請經營國際網路業務者，應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建設完成國際
通信交換設施，及登陸我國之國際海纜電路（含國際海纜登陸站）或固定
地球電臺。
前項海纜登陸路線之劃定許可，應依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鋪設維護變更海
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國際網路業務者設置之
內陸介接站，除設置於國際海纜登陸站同一處所者外，對應每一國際海纜
登陸站以設置一站為限。
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連接海纜登陸站與內陸介接站之內陸傳輸鏈路，得自
行建設或向綜合網路業務或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租
用。
第一項建設涉及固定地球電臺部分，應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辦理。
國際網路業務申請人應於其事業計畫書內載明其網路建設規模，及其國際
連外海纜頻寬至少應為每秒五十億位元。
前項有關海纜頻寬取得方式包括申請人投資海纜建設或購買其長期使用權
二種。
ΠΪέన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完成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第二
項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之網路
規模，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執
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固定通信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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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應完成建置後始得申請特許執照之門號數，依其申請時程，規定
如下：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申請者：十五萬門號。
二、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六萬門號。
三、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四萬五千門號。
第一項及第二十七條所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έనϞΙ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於辦妥公司變更登記，應於籌設
同意書有效期間內，就其出租部分之網路於技術上自其既有傳輸網路中分
割完竣。其出租部分之網路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市內、國內長途電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έనϞΠ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完成建設第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定登陸我國
之國際海纜電路及海纜登陸站，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國際海纜電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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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έనϞέ
市內網路業務申請人完成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所定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
第二項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乘以市內網路
經營權數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模，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市內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應完成建置後始得申請特許執照之門號數，依其申請時程，規定
如下：
一、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者：六
萬門號。
二、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申請者：四萬五千門號。
第一項所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έనϞѲ
長途網路業務申請人完成建設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所定光纖骨幹網路，
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長途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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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έనϞϤ
國際網路業務申請人應取得國際海纜連外全電路頻寬至少應為每秒五十億
位元，且完成建設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項所定國際連外設施，並經主管機
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國際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各項服務資費方案。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資費方案，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
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
ΠΪѲన
固定通信業務之特許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代表人及公司所在地。
二、業務種類。
三、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總額。
四、營業區域。
五、有效期間。
六、發照日期。
ΠΪϤన
申請人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特許，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
任；其籌設同意書及網路建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尚未屆滿者，並廢止其籌
設同意及網路建設許可。
ΠΪϲన
固定通信業務之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為二十五年。
二、市內網路業務為二十五年。
三、長途網路業務為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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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網路業務為二十年。
五、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為十五年。
六、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為十五年。
前項特許執照期間屆滿，有意繼續營運之經營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九個月起
之三個月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重新換發特許執照；其審查
項目及核准規定，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ΠΪΜన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申請人繳交之履行保證金，依下列規定分兩
階段發還之：
一、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建設計畫之百
分之二十五，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得申請發還履行保證金之
百分之五十，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履行保證金百分之五
十之保證責任。
二、於網路建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建設計畫之百
分之百，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及開始營業後，得申請發還其餘百
分之五十之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其餘百分
之五十履行保證金之保證責任。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申請人繳交之履行
保證金，申請人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分別依第二十三條之二、
第二十三條之四及第二十三條之五之規定申請取得特許執照及開始營業
後，得申請發還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履行保證責任。
ΠΪΤన
申請人或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籌設同意或
特許者，除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已有規定外，
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ΠΪΞన
籌設同意書、網路建設許可證、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者，應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換
發。
έΪన
籌設同意書、網路建設許可證、特許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
έΪΙన
申請人取得特許執照前，得向既有經營者請求諮商網路接續、共用管線基
礎設施、出租電路、國際通信必要設施等相關事宜。
前項諮商，其程序及方法由主管機關統一安排，既有經營者應配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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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營運管理
第一節 通

則

έΪΠన
經營者應依其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但事業計畫書之內容違反法令規定或
逾越經特許經營之業務範圍者，不得為之。
事業計畫書內容如有異動時，應敘明理由，並檢具變更內容對照表與說明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但其變更不得影響履
行保證金及原計畫書所載之所有責任。
前項應報請核准之異動項目，包含下列各款：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預定開始營業日期。
四、電路出租傳輸網路規模或本規則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二條之三規定之
網路建設容量規劃。
五、各系統（含網路管理及維運支援系統）及主要交換設備之設置地點、
廠牌、建設數量及時程之規劃。
六、無線電系統之交換設備及電臺使用之頻率、廠牌及建設數量之規劃。
七、各項服務預定推出時程及其功能之規劃。
八、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事業計畫書內容有關外國人股東之持有股份變動時，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申請人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可後取得特許執照
前，亦適用之。
έΪΠనϞΙ
經營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建設固定通信網路設備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其通信網路另有增設或變更時，應檢具詳細
網路建設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完成增設或變更後，向主管機
關申請通信網路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網路審驗合格
證明，始得使用。經營者應依其網路建設計畫內容辦理，其內容如有第三
十二條第三項之異動項目時，應敘明理由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通信網路之增設或變更涉及營業服務項目之新增或異動時，應於網路
建設計畫載明服務項目及預定開始提供服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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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έన
經營者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電信設備技術規範。
前項電信設備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定之。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提供用戶連接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之電信終端設備，
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應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固定通
信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機上盒技術規範審驗合格。
έΪѲన
經營者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足以保障其處理用戶通信之秘密。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
三、不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眾通信網路設備。
四、通信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路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五、通信設備與用戶設置之電信設備間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六、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及市內網路語音交換設備應提供受信用戶國
際來話顯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際來話服務之功能。
七、國際網路語音交換設備應具備阻斷特定國際來話之功能。
前項第四款之責任分界點，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五款之責任分界點，依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裝置規則第十
五條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功能應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一日起具備。
έΪϤన
違反前二條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έΪϲన
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
依其他法令應取得相關證照、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之核准、同意者，應依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為建設其固定通信網路之必要，須與公用事業
所有管線或相關設施附掛線路者，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前項附掛線路所需費用及相關條件，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營者
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與公用事業機構依公平合理原則協議之。如協議不成
者，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會商該公用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之。
έΪΜన
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
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
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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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之。
經營者相互間應以平等互惠之方式，協商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收費條件、
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共用部分發生毀損或通信中斷情事之處理方式、通
信品質與安全、雙方責任分界點及其他有關事項。雙方簽訂共用協議書
後，應於一個月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若無法於開始協商後三個月內達成
協議或未能於請求後一個月內開始協商者，任一方得請求主管機關調處
之。
第一項所稱之瓶頸所在設施，由主管機關核定之。
έΪΤన
為有效運用通信網路資源，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應依主管機關之命
令共同成立管線基礎建設協商小組，協商管線基礎設施之規劃、建設及共
用事項。
έΪΞన
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為建設微波鏈路及固定無線接取設備所需申請
使用之頻率，主管機關得視相關技術發展及頻率資源使用情形依規定核配
之。
經營者經撤銷或廢止特許時，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無線電頻率使用之核
准。
ѲΪ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
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
ѲΪΙన
經營者應遴用領有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之人員，負責及監督通信網路
之施工、維護及運用，並於施工日誌及維護日誌認可簽署。
前項施工及維護日誌應至少保存一年，主管機關派員查核時，經營者應提
供之。
ѲΪΠన
固定通信業務資費之訂定，由經營者依電信法第二十六條授權訂定之第一
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ѲΪΠనϞΙ
經營者以其自行編列之簡碼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
載影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接通後先向用戶告知計費方
式，並提示若不同意應即停止使用，始得開始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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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與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
用之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務之日起，應就其服務內容每日進行測試並保存曾
測試紀錄一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配
合測試提供服務之電信終端設備。
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
知停止該項服務之提供。
ѲΪέన
經營者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他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費率計算、協商及調處程序等相關事項，依主管機
關所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ѲΪѲన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主管機關得指定經營者提供電信普及服務，被
指定之經營者不得拒絕之。
經營者應依規定分攤電信普及服務所生之虧損及其必要之管理費用。
電信普及服務之具體項目、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普及服務經營者之
指定、普及服務淨成本之核算及分攤方式、普及服務提繳金額比例、申請
補助程序等相關事項，依主管機關所定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辦理。
ѲΪϤన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之決定、
維持或變更。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求。
三、無正當理由，對他電信事業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他電信事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
五、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ѲΪϲన
經營者應依其所經營之業務，建立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盈虧之會
計制度。
前項會計制度之建立，經營者應提供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國際
網路業務及電路出租業務與細分化網路元件之成本。
ѲΪΜన
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應依主管機關所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
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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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Τన
經營者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將其業務、財務及電信設備相關
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經營者所提報之各項資料不得為虛偽之記載。
前項所定相關資料之提報種類、內容、格式及方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命經營者提出有關業務、財務及電信設備相關資料，
經營者不得拒絕之。
ѲΪΞన
經營者對於調查或蒐集證據，並依法律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者，
應提供之。
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事項，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辦理之。
ѲΪΞనϞΙ
經營者對於市內通信之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個月；對於國際及國內長
途通信之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經營者因用戶本人查詢之申請，應提供依前項規定保存之通信紀錄。
ѲΪΞనϞΠ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用戶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始
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
者應提供之。經營者核對及登錄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之用
戶資料，得以該機關（構）公文書為證明文件。
前項用戶之資料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國民身分證外之其他足
資辨認身分之證明文件證號、地址及所指配號碼等資料。
前項證件號碼，於外國人申請時，指護照號碼及護照外之其他足資辨認身
分之證明文件證號；於法人申請時，指公司登記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
第一項用戶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之。
ϤΪన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
實施，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用戶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四、經營者經受撤銷或廢止特許，或暫停或終止其營業足以對用戶權益產
生損害時，對用戶之賠償方式。
五、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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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用戶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其他服務條件。
營業規章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電信事
業變更之。
經營者與其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範本，應載明第二項各款事項，於實施前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不得違反電信法令及營業規章之規定；變更時亦
同。
經營者應依經核定實施之服務契約範本，與用戶個別訂立服務契約。
經營者與其用戶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以媒體公告其
內容。
ϤΪనϞΙ
因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導致電信機線設備發生故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經營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通報作業，並依第四項規定向使用者揭露
障礙情形及造成使用者損害處理方式：
一、市內網路業務用戶一萬戶以上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上者。
二、長途電路一千路以上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上者。
三、本島與離島間、國際間之海纜系統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上者。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辦理通報作業時，應依下列通報程序辦理：
一、前項各款情形發生後十五分鐘內，以簡訊通報障礙情形。
二、前項各款情形發生後二小時內，將障礙情形及修復進度登錄主管機關
之通訊傳播重大災害災損通報系統；並於故障排除前，每三小時更
新障礙情形及修復進度。但障礙情形有重大變化時，應隨時通報。
經營者無法依前項規定通報時，得以傳真、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通
報。
第一項各款情形發生後一小時內，經營者應利用廣播、電視或網際網路等
電子媒體向使用者揭露障礙情形，包含障礙原因、障礙影響區域及預計修
復提供服務時間；經營者並應於第一項情形完成修復提供服務後一小時
內，向使用者揭露第五十條第二項第五款所規定之處理方式。
經營者積極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經政府評定績效優良者，主管機關得予以獎
勵或補助。
ϤΪనϞΠ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附表一盤點其各項電信基礎
設施，盤點結果如列為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辦理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自
評，並檢具附表二至四陳報主管機關核定其關鍵基礎設施之項目及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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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經營者檢具之附表資料應載明基礎設施項目不完備者，經營者應於主
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關鍵基礎設施項目及其級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
下列規定完成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
一、屬一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提報主管機關核定。
二、屬二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屬三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自行列管。
前項經營者提報之一級或二級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應載明事項（如附件
一）不完備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經營者應依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定期自行辦理演練，並作成書面紀錄，
該紀錄應保存五年。
主管機關得指定經營者依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辦理演練，並由主管機
關就演練情形予以評核；評核結果有待改善事項者，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
之通知限期改善。
ϤΪΙన
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
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固定通信業務之服務。
ϤΪΠన
經營者與其用戶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以媒體公告其
內容。
ϤΪέన
用戶有拒絕或遲延給付資費之情事，經營者應定相當期限催告用戶給付積
欠之資費，並應告知用戶未於所定期限內給付積欠之資費時，將依服務契
約之約定停止提供服務。
在前項催告期限屆滿前，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停止提供通信服務。
ϤΪѲన
經營者所經營之固定通信網路，其客戶服務品質及網路性能服務品質，應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服務品質規範。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進行評鑑，並得定期公告各
經營者服務品質之評鑑報告。
ϤΪϤన
經營者暫停或終止其全部或一部之營業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六個
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個月通知用戶。
經營者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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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內網路業務
ϤΪϲన
申請人或經營者應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使用電信號碼。
ϤΪΜన
經營者應依平等接取服務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ϤΪΤన
經營者對其使用者應於開始營運時提供查號服務；對他經營者之使用者，
其開始提供查號服務之時程，由主管機關公告之。前項查號服務之項目，
至少應包括一○四、一○五及一○六之服務。
經營者間應相互提供查號服務所需之用戶資訊。但用戶要求保密之資訊，
不在此限。
前項用戶資訊之提供及查詢，應依互惠之原則辦理。
提供查號服務之收費，不得超過查號服務之成本。
ϤΪΞన
經營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務。
經營者對於緊急電話通信，應優先處理之。
ϲΪన
經營者應提供使用者公用電話服務。
ϲΪనϞΙ
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其營業規章應載明第五十條第二項
所定事項及下列事項：
一、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提供者以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或衛星廣
播電視法取得許可或執照者為限。
二、符合公平原則、無差別處理之出租平臺上下架規範。
三、不干預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提供者之內容服務規劃與組合、銷售方式及
費率訂定。
四、確保內容服務提供者之銷售方式，得讓用戶自行選購單一或不同組合
之內容服務。
五、提供公平規劃之電子選單表，並保留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提供者經營規
劃之空間。
六、電子選單表能詳列全部內容服務名稱、提供者名稱、內容摘要及提供
者所訂費率等選購時所需資訊，供用戶自行選購，並於首頁提供選
購操作指引。
七、防護兒童及少年接取不當內容之自律措施。
八、公開用戶機上盒規格，用戶機上盒得由經營者供租、內容服務提供者

138 貳、通訊類法規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103

供租或用戶自備。
九、提供頻道節目內容服務提供者頻道介接及其節目內容儲存設備。
十、於技術可行時，開放其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及市內網路業務經
營者之用戶，接取內容服務提供者提供之內容服務。

第三節 長途網路業務
ϲΪΙన
第五十六條之規定，於長途網路業務準用之。

第四節 國際網路業務
ϲΪΠన
經營者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方式建置或取得為完成國際通信之基礎設施，包
括國際海纜登陸站、內陸鏈路設施、國際通信交換設施、衛星轉頻器、衛
星地球電臺及轉接設備、其他附屬設施。
ϲΪέన
經營者於營運初期有必要向他經營者租用國際通信所需之衛星或海纜設施
者，他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前項租用國際通信所需設施之條件，由經營者相互間依公平合理原則協議
之。
經營者如因技術限制請求租用國際海纜登陸站或內陸鏈路設施者，其租金
應依出租人之成本計算之。
第二項協議簽訂後，請求之一方應於一個月內檢具協議書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ϲΪѲన
經營者於營運初期得請求其他已取得國際海纜通信容量或長期使用權之經
營者，居間協助與國際海纜管理者協議取得使用該國際海纜通信容量之長
期使用權，或轉讓其長期使用權之一部。其使用權之權利金、轉讓價金或
其他相關條件，由經營者相互協議之。
已取得國際海纜通信容量長期使用權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前項
請求。
如經營者以國際出租電路經營國際網路業務者，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依職權或申請命該經營者與國際海纜管理者協議變更其出租電路為國際海
纜通信容量長期使用權，並依第一項規定提供其他經營者使用其一部。
第一項協議簽訂後，請求之一方應於一個月內檢具協議書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所稱國際海纜通信容量長期使用權，指經營者為國際海纜管理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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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或依據其國際海纜管理契約，得長期使用該國際海纜通信容量約定
比例之權利。
ϲΪϤన
經營者於營運初期得請求其他已取得國際衛星通信組織衛星電路權利之經
營者，居間協助與國際衛星通信組織或經其授權之機構，依國際衛星通信
組織之規定，協議取得使用其衛星電路之權利，或轉讓他經營者使用權一
部。其使用權之權利金、轉讓價金或其他相關條件，由經營者間，或與國
際衛星通信組織或經其授權之機構相互間協議之。
已取得國際衛星電路權利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前項請求。
第一項協議簽訂後，請求之一方應於一個月內檢具協議書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ϲΪϲన
經營者與他國電信業者間，就國際網路話務處理及國際通信費用攤分之協
議，如他國非屬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或僅有一家國際電信業者時，應符合回
饋話務比例及平行攤分費率原則。
前項所稱回饋話務比例，指經營者應於協議中要求他國特定電信業者處理
以其所屬網路為發信端至我國不同電信事業網路之國際通信話務量，應按
我國不同電信事業網路發信至他國該特定電信業者所屬網路之國際通信話
務量占以我國為發信端至他國該特定電信業者所屬網路之全部國際通信話
務量之比例分配之。
第一項所稱平行攤分費率，指經營者與他國特定電信業者間所協議之國際
通信費用攤分費率，對國內其他經營者應一體適用，不得為差別待遇。對
他國其他電信業者，亦同。
第一項之協議應由經營者共同選派代表與他國電信業者協商之或依現行之
攤分費率辦理。
依前項規定與他國電信業者協商前，經營者彼此間之權利義務，應事先協
商定之，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變更者，亦同。
ϲΪΜన
經營者與他國電信業者間，就國際網路話務處理及國際通信費用攤分之協
議，如他國屬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且有二家以上國際電信業者時，由經營者
與他國電信業者協商之。
前項之協議，不得妨礙其他經營者與他國電信業者間之協議，或使他國電
信業者斷絕對其他經營者提供國際電信服務或為其他有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
ϲ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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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與他國電信業者間，就國際網路話務處理及國際通信費用攤分之協
議，應於完成協議後一個月內檢附協議書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國際通信費用攤分之國際慣例有重大變更，或他國電信市場競爭情況改
變，或有其他重大事由者，主管機關得公告變更前二條規定之適用國家，
經營者應按公告後內容調整其協議。
ϲΪΞన
第五十六條之規定，於國際網路業務準用之。
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八條規定，於申請人取得籌設同意書後，亦適用之。
ΜΪన
經營者之電信網路與大陸地區之電信網路之通信，以下列方式辦理：
一、經由第三地區或國際電信網路（包括國際海纜、國際衛星、國際通信
交換設施及轉接設備）以電路轉接方式連接通信。
二、其他經公告開放之通信方式連接通信。
申請人或經營者依前項第二款公告開放之通信方式連接通信者，應依國際
網路業務之規定辦理。
申請人或經營者建置第一項第二款連接通信之電信機線設備，除必要之介
接線路及配合執行通訊監察所需之功能外，其與國防安全相關者，應採取
實體隔離措施，並定期辦理安全檢查。
申請人或經營者提供第一項第二款連接通信者，其通訊監察及資通安全管
理應符合各主管機關所定之相關規定。

第五節 電路出租業務
ΜΪΙన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對於他人承租電路之申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
主管機關得指定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一定規格及數量之出租電
路，其規格及數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ΜΪΠన
經營者出租電路之品質及條件，不得低於其自用或供其關係企業使用電路
之品質及條件。
ΜΪΠనϞΙ
第七十條之規定，於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準用之。

第六節 號碼可攜服務
ΜΪέన
經營者應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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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ΪѲన
本節規定，於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不適用之。

第三章之一 資通安全管理
ΜΪѲనϞΙ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之申請者或經營者不適用本章所定資通
安全管理相關規定。
前項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檢討修訂之。
ΜΪѲనϞΠ
經營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一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施，並
於二年內通過下列資通安全管理驗證：
一、CNS 27001 國家標準或 ISO／IEC 27001 國際標準。
二、主管機關公告之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手冊 ISO／IEC 27011 增項稽
核表。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取得特許
執照之經營者，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
施，並於二年內通過前項資通安全管理驗證。
前二項驗證之實施作業範圍與資通安全偵測防護設施，應先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
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依主管機關通知，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驗證之
實施作業範圍，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通過資通安
全管理驗證：
一、系統發生資通安全事件達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規定之影響
等級第三級以上者。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之虞，經有關機關通知者。
第一項及第二項期間，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通知，主管機關得
命經營者縮減之。
經營者應定期進行滲透測試、弱點掃描及修補作業，且應依主管機關公告
之資通安全應變作業程序，建立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處理、回報等聯防
應變措施。
資通安全事件發生後，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通報之資安事件，辦理緊急應
變措施並保存紀錄，回報主管機關備查，該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ΜΪѲనϞέ
經營者設置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均應以實體隔離方式設
置，並具備獨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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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出入口應設置全天候入侵告警與錄影監控之門禁安全管理系統，告警
與錄影紀錄至少應保存六個月。
第一項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除設置、維護、監督或其他營
運必要之目的外，禁止任何人進入機房。
經營者應按其設置之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分別訂定機房安
全管理作業規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之安全管理作業規定至少包含下列
項目：
一、權責劃分：包含安全維護區、負責單位、員工編制及職掌、員工進出
機房權限等。
二、門禁管理：包含進出機房之員工、協力廠商、參訪人員或網路資料中
心之客戶等人員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等身分識別、
所屬機關（構）、進出時間、進入目的、複查人員之複查紀錄及物
品進出機房等管理。
三、維運管理：包含員工維運或協力廠商維護機房設備等管理。
四、環境管理：包含消防、保全、電力及相關設施管理。
五、管理紀錄：包含門禁管理、維運管理及環境管理等紀錄。
六、查核作業：包含定期與不定期查核作業。
前項第五款管理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第四項機房安全管理作業規定，主管機關得視經營者實施狀況要求經營者
變更之。
經營者應落實執行第四項機房安全管理作業規定，主管機關得定期或視需
要派員查核之。
ΜΪѲనϞѲ
經營者設置網路資料中心機房提供其他電信事業置放電信設備提供電信服
務時，其出租予其他電信事業之空間，應以實體隔離方式設置，並具備獨
立出入口。
經營者設置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已出租予其他電信事業置放電信設備不符前
項規定者，應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日起一年內改正。無法於期限內改正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ΜΪѲనϞϤ
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知會主管機
關，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通知，禁止該人員進入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
中心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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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ΪѲనϞϲ
經營者如委託他人設計涉及網路系統資源、用戶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相關
之資通系統軟體或維運系統者，應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維運作業時應由
電信設備機房員工全程監控，並將系統連線之操作指令完整記錄之，該紀
錄檔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經營者不得委託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進行涉及網路系統資源、用戶
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相關之資通系統軟體設計、遠端系統連線維運及測試
作業。

第四章 爭議之調處
ΜΪϤన
經營者間之管線基礎設施及相關電信設備共用或其他依本規則規定應由經
營者間協商之事項，經營者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與他經營者相互協商之。
如就同一事項有數經營者請求協商時，得同時為之。
前項所定協商，應於開始協商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並於協議後一個
月內將協議書送請主管機關備查。如經營者於收受協商請求後一個月內不
開始協商，或於三個月內不能達成協議者，任一方均得以書面請求主管機
關調處之。
本條規定對於依本規則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亦適用之。

第五章 附

則

ΜΪϲన
本規則發布施行前已依法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其特許執照之補發規定，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ΜΪΜన
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應按申請特許、審查、認證、審驗及證照等作
業，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交特許費、審查費、認證費、
審驗費及證照費。
經營者應按經營業務使用之頻率，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
交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ΜΪΤన
違反本規則規定者，依電信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處罰。
ΜΪΞ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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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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ฒጣቶᓜཾڥᆓ౩ೣࠌ
1.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企字第 0960503842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8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74107096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6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299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6、37、42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企字第 098400014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2、70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3240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57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9350 號令修發布第
36、37、53、54 條條文；刪除第 38、40、42、43、55∼57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1004600006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5、59、82 條條文；並自 99 年 12 月 25 日施行
8.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2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1004105710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9 條條文；增訂第 54-1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24000407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68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44001956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9、50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無線寬頻接取：指經營者利用第六條所核配頻率，採取第二款所定無
線寬頻接取技術，提供使用者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
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二、無線寬頻接取技術：指具備支援行動臺達 100km/hr 移動速率時不中
斷服務之能力，且依技術規格所定平均頻譜使用效率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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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ts/sec/Hz，並符合下列標準組織訂定技術標準之一者：
（一）國際電信聯合會（ITU）所定之技術標準。
（二）電機電子工程協會（IEEE）、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或其
他國際、區域型組織所定之技術標準。
三、無線寬頻接取系統：指無線寬頻接取服務所需之行動臺、基地臺、交
換設備、網路管理及帳務管理等設備構成之通信系統。
四、無線寬頻接取網路：指由無線寬頻接取系統及電信機線設備構成之通
信網路。
五、無線寬頻接取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指經營者利用第六條所核配
頻率，並採符合第二款之無線寬頻接取技術，提供使用者發送、傳
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訊息之業務。
六、行動臺：指供無線寬頻接取使用之無線電終端設備。
七、基地臺：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以供行動臺間及行
動臺與其他使用者通信之設備。
八、經營者：指經本會特許並發給執照經營無線寬頻接取業務者。
九、使用者：指向經營者註冊登記或與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經營者提
供之無線寬頻接取服務之用戶。
十、緊急電話：指火警、盜警及其他緊急救援報案之電話。
十一、重大公共工程：指高速鐵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高速公路、快
速公路、航空站、港口、隧道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供公眾使用
且具一定規模之公共工程。
十二、多媒體內容服務：指利用經營者設置之互動媒介平臺，提供語音、
數據及視訊等內容服務。
十三、頻道內容：指內容服務提供者編排且無法為使用者變更播放次序及
時間之節目與廣告。
έన
本業務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
。
Ѳన
經營本業務者應經本會特許，於取得特許執照後，始得營業。
受理申請經營本業務之起訖日期，由本會公告之。
經營本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為新臺幣十億元整。
申請經營本業務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電信事業業務，且該
業務另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按各該業務分別應
實收最低資本額合計其最低實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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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新增之資本額，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三個月內發行
股票。
資本額達主管機關所定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股票公開
發行。
Ϥన
本業務營業區域如下：
一、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宜蘭
縣、連江縣。
二、南區：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ϲన
本業務各執照所使用頻率之營業區域、頻寬及頻段如下：
一、執照 A1：北區；30 MHz（2565∼2595 MHz）。
二、執照 A2：南區；30 MHz（2565∼2595 MHz）。
三、執照 B1：北區；30 MHz（2595∼2625 MHz）。
四、執照 B2：南區；30 MHz（2595∼2625 MHz）。
五、執照 C1：北區；30 MHz（2660∼2690 MHz）。
六、執照 C2：南區；30 MHz（2660∼2690 MHz）。

第二章 經營特許
第一節 釋照程序
Μన
申請經營本業務之特許案件，依下列二階段程序辦理：
一、第一階段：依規定審查申請人之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及其他資格與條
件。
二、第二階段：申請人經第一階段審查合格後，成為合格競價者（以下簡
稱競價者），得依規定參加競價，得標者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及
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後，由本會發給籌設許可。
申請經營本業務之特許案件達二件以上者，應辦理第一階段之審查作業；
經第一階段審查合格達二件以上者，始得辦理第二階段之競價作業。
第一項第二款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係得標者競價效力之擔保，得標者如
日後未依規定繳交特許費或未能繼續經營，視為中途解約，本保證金轉換
其為違約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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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న
本會為進行前條第一階段審查，得設審查作業小組；其審查項目及配分比
重，由本會訂定公告之。
Ξన
申請人得於同一申請書中，對單一或多張釋出執照提出申請。但所申請執
照不屬同一區域者，應就每營業區域提出不同之事業計畫書。
同一申請人，以取得一張特許執照為限。
Ϊన
本會將自第六條所定北區、南區執照中，各擇一張執照，優先提供採取
IEEE802.16e 技術規格從事本業務，且非為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及
不具第五項情形之申請人競價；其無適格申請人或未能為適格申請人競價
取得時，始得提供其他採取 IEEE802.16e 技術規格從事本業務之申請人競
價。
前項擇定執照，依第十三條備用決標順序，取北區決標順序第三之執照，
及南區決標順序第一之執照。
無參與優先競價程序意願之第一項適格申請人，應於優先競價程序開始
前，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不參加競價之聲明，放棄優先競價權利。
第一項適格申請人數扣除前項無參與優先競價程序意願人數後，僅剩二人
至三人時，提供其優先競價之執照張數，應縮減為北區擇定執照一張，僅
剩一人時，應不提供其優先取得擇定執照之機會。
申請人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有第十六條第二項同一申請人或第十
七條第一項聯合申請人所述任一款情形者，或申請人有第四十六條第四項
任一款情形者，不得為第一項擇定執照之適格申請人。

第二節 競價規則及競價程序
ΪΙన
除第十四條情形外，本會採一回合方式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競價。
申請人應於提出申請時，對其所欲參與競價標的提出得標意願優先順序
表，並提出對應之報價數值。
前項報價數值，指競價者承諾每年按本業務營業額計算繳納特許費之乘數
比值。
第二項報價數值不得小於 1.5%，報價以 0.01%為單位；報價數值非以
0.01%為單位者，採無條件消去法，刪除 0.01%單位後之數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無效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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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價單無公司章及負責人簽章。
二、報價標的未列入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
三、報價數值未能清楚確定或辨別。
四、報價數值有塗改或提出二個以上不同報價。
五、報價數值小於 1.5%。
六、其他經本會認定為無效報價之情形。
報價標的未能確認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者，不記入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中。
ΪΠన
本會對所有競價標的同時開標，並決定得標者。
依第十條第四項規定，優先提供適格申請人之執照先行進行競價及決標程
序，優先競價程序所決暫時得標者不得再參與其餘執照之競價。
得標決定方式如下：
一、每一競價標的報價最高者，為該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者。
二、如同一競價標的有相同出價之雙方或多方，以該標的得標意願較高之
競價者為暫時得標者；如仍無法決定暫時得標者，由本會以抽籤方
式決定之。
三、同一競價者於多張競價標的均為暫時得標者時，依其得標意願優先順
序，決定其成為其中之一之暫時得標者，其餘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
者依第四項遞補順序為之。
前項第三款遞補順序，以報價高低決之；報價相同者，再以得標意願優先
順序決之；仍無法決定之，由本會抽籤決之。
有下列情形涉及競價者權益時，應依第十三條規定計算之備用決標順序為
之：
一、數張競價標的均須以抽籤決定暫時得標者。
二、競價者同時為暫時得標者及共同最高報價者，且該共同最高報價競價
標的之得標意願高於暫時得標競價標的之得標意願。
三、其他經競價者提出，未有決標順序即無法順利決標，並經本會認有適
用備用決標順序之情形。
每張競價標的調整至至多僅存單一暫時得標者時，即結束一回合競價程
序。
比較競價者間得標意願高低及依第十三條計算備用決標順序前，應先將各
競價者所報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中依第十一條第五項無法清楚辨別優先順
序而判定不記入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之執照、未列入申請營業範圍之執
照、未提報事業計畫書營業範圍之執照及非屬該次競價作業中之競價標的

158! 貳、通訊類法規
150
執照排除後，再重新排定各競價者之競價意願順序。
Ϊέన
依各競價標的計算所得總點數，自小而大依序排列，並做成備用決標順序
時，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申請人第一優先得標之競價標的計一點，第二優先計二點，第三優先
計三點，以此類推；未為申請人選取之競價標的，均以申請人剩餘
之有效點數除以未為申請人選取之競價標的張數計算之。
二、各競價標的所得總點數，依所有競價者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及前款規
定計算之。但有總點數相同競價標的者，由本會抽籤決定之。
申請人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中之總有效點數，以每張執照均為有效排序狀
態時，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加總計算得之。申請人剩餘之有效點數，
以總有效點數扣除其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中有效排序執照所得點數後得
之。
ΪѲన
第二十三條合格競價者人數達十人時，第十二條第二項未於優先競價程序
釋出之其他執照，其競價改採同時、上升、多回合競價方式辦理。第十二
條第一項競價方式成為多回合競價之第一回合競價方式，依第十二條得標
決定方式所得各執照暫時得標者，即為第一回合之暫時得標者。
競價者第一回合未報價或報價均為無效報價者，喪失競價資格。
競價程序至多進行十回合。競價程序進行完十回合或雖未至十回合但已無
有資格出價之競價者時，競價程序即行結束。
競價者自第二回合起至第九回合止，其棄權次數逾三次者喪失競價資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棄權：
一、每一回合之非暫時得標者未於該回合報價。
二、經認定於回合中之報價為無效報價。
第二回合起，競價者應依下列方式報價：
一、競價者每一回合以報價一次為限，並僅得就競價標的中擇一報價。
二、每一競價標的報價最高者為該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者，其報價為暫時
得標乘數比值；每回合所決暫時得標者，於次回合競價程序中，除
對第十回合之競價，得於其他競價者報價後開標前再度對同一競價
標的提出報價外，不得就任一競價標的再為報價。
三、除第十回合之報價上限為暫時得標乘數比值之百分之一百一十外，其
餘回合無上限限制。
四、競價者之報價以 0.01%為單位，非以 0.01%為單位者，採無條件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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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刪除 0.01%單位後之數值。
無效報價情形依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認定之。
第二回合至第九回合，報價最高者為二人以上時，由本會抽籤決定暫時得
標者。第十回合報價最高者為二人以上時，以前九回合獲暫時得標者次數
最多者為暫時得標者；次數相同者，再以先獲暫時得標者之順序決之；仍
未能決定之，由本會抽籤決之。第二回合至第九回合因抽籤而未為暫時得
標者之報價最高者，其競價紀錄仍應計入第十回合統計暫時得標者次數時
為之。
第二回合起之競價程序如下：
一、由本會於各回合發給各競價者各該回合之報價單，於第十回合加發一
張競價標的單。
二、競價者應於各該回合時限內填寫投標之競價標的及其報價數值並簽
章，折疊裝入報價信封後交本會工作人員；第十回合應再填寫一張
單列投標標的之競價標的單，並裝入另一信封內。
三、第二回合至第九回合於報價結束後立即開標。第十回合報價結束後，
應先行開啟單列投標標的之競價標的單，供第九回合結束後開標所
決暫時得標者考量是否再對同一競價標的再為報價。第九回合所決
暫時得標者，其已遞交報價單、或決定不再報價、或逾所定考量時
間後，始得開標。
四、第十回合開標時，先行開啟非暫時得標者之報價單，其報價為有效報
價時，方開啟第九回合所決暫時得標者之報價單。若競價標的之非
暫時得標者所為報價均為無效報價，則不開啟第九回合所決暫時得
標者之報價單，仍以第九回合所決暫時得標者及暫時得標價為第十
回合所決暫時得標者及暫時得標價。

第三節 申請與審查
ΪϤన
申請人以已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者為限，其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其外國人持有股份總數並應符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或第五項之
規定。
Ϊϲన
同一申請人不得提出二件以上之申請案。
不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他申請人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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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總數半數以上者。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
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公司者。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指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關係者。
第二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申請人之一股東同時持有他申請人之股份，該股東除於其中一申請人之持
有股份比例不受限制外，於其餘申請人之持有股份比例，均不得超過百分
之十。
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申請人得標後取得特許執照前，亦適用之。
ΪΜన
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聯合申請人：
一、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之股份達該申請人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五以上。
二、相同股東群持有不同申請人之股份達各該申請人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前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聯合申請人應於本會指定期限內協調其中之一申請人為符合資格之申請
人；其無法完成協調者，依本會指定之時間、地點，以抽籤方式定其符合
資格之申請人。
前項經協調或抽籤後判定為不符合資格之申請人，及未參與抽籤者均視為
撤回其申請；其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押標金無息發還。
本條規定，於申請人得標後取得特許執照前，亦適用之。
ΪΤన
申請人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事業計畫書。
三、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
四、報價單。
五、押標金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六、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前項之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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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電信設備概況：
（一）採用無線寬頻接取技術之種類、可支援之最高移動速率、平均
頻譜使用效率及訂定該技術之國際或區域標準組織名稱。
（二）系統網路建設計畫及時程計畫、基地臺預定設置分布之地區及
數量。
（三）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模式。
（四）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
（五）通訊監察系統功能之建置計畫。
（六）避免干擾鄰頻及保護頻道之規劃說明。
（七）系統服務品質。
（八）系統在世界各國使用或實驗之狀況。
（九）對國內電信產業貢獻之說明。
四、財務結構：預計於得標並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之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
總額、預估未來五年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用計畫；有同時經營其他
電信事業業務者，並應同時提出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之因應
方案。
五、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六、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七、人事組織及持股狀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董監事名單、持股百分之
一以上股東名簿、外國人持股比例計算表及從屬公司關係報告書，
控制公司之合併營業報告書。
八、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九、消費者權益保障相關措施。
十、事業計畫書摘要，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訊。
十一、其他審查作業規定所定事項。
前二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由本會訂定公告之。
為查核第十六條同一申請人或第十七條聯合申請人之情形，本會必要時得
限期命申請人補具相關資料，於申請人得標後取得特許執照前亦同。
申請人應將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予以密封遞送；其有不符規定者不
予受理申請。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後，其檢具之文件不予退還。
押標金金額為新臺幣四千萬元。審查費每事業計畫書為新臺幣二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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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申請人繳交押標金及審查費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於競價結果公
告前不得要求發還。
押標金及審查費應分別以電匯方式匯入本會指定帳戶，匯款時應填寫申請
人之公司名稱、地址及電話。
ΪΞన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押標金及審查費於不予受理申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一、逾受理申請之期限。
二、未檢具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得標意願優先順序表或報價單。
三、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審查費，或所繳押標金、審查費金額不足。
ΠΪన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
二、申請文件中有關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所定事項為不實陳述或虛偽記
載。
三、以偽造、變造之文件申請。
四、有圍標等影響競價公正之行為。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條規定情形，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會通知限
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其申請；其押標金於
不予受理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二、申請書或事業計畫書所載預定實收資本額未達本業務應實收最低資本
額。
三、依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具備之文件不全、記載內容不完備
或申請書及事業計畫書記載事項顯有誤寫或誤算。
四、所採用之系統設備非本會所定義之無線寬頻接取技術。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補具相關資料者，不予受理其申
請；其押標金於不予受理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
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ΠΪΙన
競價者於競價程序中，如有前條第一項各款、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項情形
之一者，喪失其參加競價之資格；其於得標後始發現者，撤銷或廢止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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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前項情形，已繳交之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
ΠΪΠన
申請人撤回申請案者，其繳交之押標金及審查費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於本會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起七
日內，無息發還押標金及審查費。
二、於合格競價者名單公告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
內，無息發還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三、於合格競價者名單公告後撤回者，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第四節 競價作業
ΠΪέన
依前節規定完成資格審查後，由本會公告含第十條規定之所有合格競價者
名單。
ΠΪѲన
競價作業，由本會辦理之。
ΠΪϤన
競價日期、競價地點，由本會於競價日之七日前公告之。
ΠΪϲన
本會為辦理競價程序，於競價地點備置競價室。
非經本會同意，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不得攜帶任何通信設備進入競價
室。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於競價室內，僅得以事先經本會核准之方式
與其公司聯繫。
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於本會公告合格競價者名單後至決標前，不得以
任何方式與他競價者或其授權代理人，就參與競價事宜為任何足以影響競
價程序公平性或違反法令之行為；違反者喪失競價資格。
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有影響競價作業執行或有違反法令之行為時，由
本會命其改正，不改正者，喪失其競價之資格。
第二項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至多三人，並應攜帶委任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始得進入競價室，非為本會所宣布休息時間或未獲本會同意前，不得離開
競價室；競價者應於競價日三日前先將委任名單遞送本會。
Π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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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競價程序進行中，如有不可抗力因素、發現競價者有重大違規或其他無
法繼續進行競價程序之情形時，由本會宣布暫停競價程序之進行，並視情
形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ΠΪΤన
競價程序結束時，各競價標的之得標乘數比值，以當時該競價標的之暫時
得標者之報價為準。
競價程序結束後，由本會公告各競價標的得標者名單及得標乘數比值。
ΠΪΞన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無息發還：
一、參加競價而未得標者，於本會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
發還。
二、參加競價得標者，於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後，無息發還。但得標者
得以其繳納之押標金全數無息轉換為履行保證金之一部。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
一、得標後未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或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
二、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喪失競價資格。
έΪన
申請人對本會所為下列決定或處置，不得立即聲明不服：
一、依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二、依第十九條規定不予受理。
三、依第二十條規定不予受理且審查費及押標金不予發還。
四、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喪失競價資格，或撤銷或廢止得標資格。
五、依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審查費或押標金不予發還。
六、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押標金不予發還。
七、依本節競價作業規定喪失競價資格或未得標。

第五節 籌

設

έΪΙన
得標者於本會得標通知到達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會繳交履行保證金及最
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後，由本會核發籌設許可；未依規定繳交者，喪失得
標資格。
έΪΠన
本業務之履行保證金金額為新臺幣四千萬元，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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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二億一千萬元，並應以下列方式擇一繳交：
一、直接存入本會指定之帳戶。
二、依法設立國內銀行之履約保證書。
三、設定質權人為本會之可轉讓定期存款單。
前項銀行履約保證書，其履約保證期間應自繳交履行保證金或最低特許費
預收保證金之日起至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加六年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時
止。
得標者申請展延籌設許可有效期間時，應一併辦理前項履約保證期間之展
延。
έΪέన
得標者所繳履行保證金，依下列規定分三階段發還：
一、於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有效期間內，完成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
達營業區域之人口數百分之十，並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時，經本
會審驗合格及依規定取得特許執照後，得申請退還履行保證金之百
分之十，或申請通知履約保證銀行解除相當履行保證金百分之十之
保證責任。
二、於營業區域百分之四十縣市內，完成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達各該
縣市人口數百分之七十，經本會審驗合格後，得再申請退還履行保
證金之百分之三十，或申請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再解除相當履行保證
金百分之三十之保證責任。
三、自取得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完成其基地臺之電波涵
蓋範圍達營業區域人口數百分之七十，且其營運區域應逾營業區縣
市之過半，經本會審驗合格後，得申請退還履行保證金之餘額，或
申請通知履約保證銀行解除相當履行保證金餘額之保證責任。
έΪѲన
籌設許可有效期間為一年六個月；得標者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並依
法取得特許執照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本會申
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逾期者，本會得廢止其籌設許可、系統架設許可及所指配頻率，並不
予退還其履行保證金及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或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
行履行保證責任。
έΪϤన
得標者取得籌設許可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必要之公司變更登記，並於變
更公司登記後三個月完成發行股票；其未能於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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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者，應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各逾三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逾期者，本會得廢止其籌設許可，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及最低特許
費預收保證金或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得標者依第一項規定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四條第
三項、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及六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
έΪϲన
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許可及完成公司變更登記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
申請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及核配頻率：
一、系統架設許可及頻率核配申請書。
二、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影本。
三、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四、系統建設計畫：含系統架構、建設設備名稱及數量、依事業計畫書規
劃達成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所定申請系統技術審驗之基地臺數及時
程。
經營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後，檢具系統架設許可申請書、與通訊監察執行
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及系統建設計畫（含系
統架構、建設設備名稱及數量、依事業計畫書規劃達成第六十六條所定電
波涵蓋率之基地臺數及時程）
，申請營運期間系統架設許可。
前二項申請系統架設許可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或記載事
項顯有誤寫者，本會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
駁回其申請。
得標者或經營者取得系統架設許可後，應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系統建
設計畫建設無線寬頻接取網路。
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有效期間為一年六個月；其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建設
完成者，應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建設，申請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本會得廢止其籌設同意及系統架設許可，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
或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因不可抗力事故申請展延者，得按事故延遲期間申請展延，不受前項所定
展期限制。
前二項系統架設許可逾籌設許可有效期間時，應一併辦理籌設許可有效期
間之展延。
第五項系統架設許可有效期間，不得逾籌設許可之有效期間；得標者或經
營者變更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系統建設計畫時，應敘明理由報請本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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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其變更不得影響履行保證金及事業計畫書所載責任。
得標者或經營者建設第二項系統建設計畫以外之後續網路，應檢附系統建
設設備名稱及數量清單，向本會申請系統架設許可。
未依規定取得系統架設許可者，不得設置無線寬頻接取網路之一部或全
部。
得標者或經營者得將其經核准設置之無線寬頻接取實驗研發網路，或自其
他無線寬頻接取實驗研發網路管理者受讓其經核准設置之無線寬頻接取實
驗研發網路，移用為其系統網路之一部。得標者或經營者擬依前項規定移
用者，應於依第一項申請系統架設許可時納入其系統建設計畫，或依第八
項向本會申請核准變更系統建設計畫，或依第九項向本會申請後續網路之
架設許可。其屬移用前後設置處所相同之設備者，於取得架設許可前，得
免予拆除。
移用之無線寬頻接取實驗研發網路用戶擬繼續使用原服務者，得標者或經
營者符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時，得洽其成為本業務之用戶。
έΪΜన
得標者或經營者所設置之基地臺，其架設許可及電臺執照等事項，依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έΪΤన! Ȟւଶȟ
έΪΞన
得標者或經營者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於營業區域內任一縣市達人口數
百分之七十以上，並完成相關交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後，得向
本會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經營者未同時於營業區內所有縣市提供營運服務者，應以縣市為單位拓展
營運，經完成相關交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並經本會申請系統
技術審驗合格後，始得營運之。
前項拓展營運時，得免除基地臺電波涵蓋率之審驗。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更時，應先報請本
會核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更後，向本會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
後，由本會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有關系統審驗技術規範，由本會定之。
ѲΪన! Ȟւଶȟ
ѲΪΙన
得標者取得系統架設許可後，應按其許可之系統建設；其系統與其他系統
間之銜接電路，應向固定通信業務或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租用。但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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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電路在同一棟建築物時，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得標者之無線寬頻接取系統網路內之銜接機線設備之電路，經本會核准後
得自行建設。
前項經核准建設之電路如為自建有線光纖或銅纜時，其建設應合於下列規
定：
一、其舖設網路之路線用地應依有關法令規定逕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
二、其舖設網路需與公用事業所有管線或相關設施附掛線路者，應逕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項建設之電路如為微波鏈路，應申請電臺架設許可；其所需之頻率，
本會得視相關技術發展及頻率資源使用情形依規定核配之。
第二項建設之電路如為微波鏈路，其頻率核配及電臺架設許可等事項，依
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理；如為衛星鏈
路，其頻率核配及電臺架設許可事項，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有關規定
辦理。
ѲΪΠన! Ȟւଶȟ
ѲΪέన! Ȟւଶȟ
ѲΪѲన
得標者申請核發特許執照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經本會核定後
發給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許可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四、系統技術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資費經本會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本會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本會核定之證明文件。
ѲΪϤన
特許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代表人及公司所在地。
二、業務種類。
三、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總額。
四、營業區域。
五、使用頻段。
六、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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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照日期。
ѲΪϲన
特許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屆滿後失其效力。
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時，得申請換發，有效期間仍為六年，並以一次為
限。經營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九個月起之三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會申請換
發。
經營者申請換發特許執照，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事業計畫書執行情形之自評報告。
三、頻率運用績效自評報告。
四、未來六年營運之事業計畫書。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第二項申請換發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換發：
一、無正當理由未完成系統建設計畫，致履行保證金未全數退還或未履行
事業計畫書所載責任。
二、未有效運用頻譜資源經本會命改善而未改善。
三、因違反法規事項致業務之全部或一部遭停止者。
四、擅自暫停或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
五、擅自讓與本業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六、產生重大消費者糾紛並無法妥適處理。
七、具其他重大缺失有影響其營運能力。
換發特許執照時，本會得考量市場競爭性，調整該執照之特許費。
ѲΪΜన
經營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本會得廢止其
特許及所核配頻率；其已繳交之履行保證金及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不予
退還或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得標者或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本會廢止其籌設同意或特許者，除
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其已繳交之履行保證金及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不予
退還或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ѲΪΤన
籌設許可、架設許可、電臺執照、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應敘明理由
向本會申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本會申請換發。
籌設許可、架設許可、電臺執照、特許執照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除法規
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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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營運管理
第一節 特許費
ѲΪΞన
經營者應繳特許費；其特許費數額之計收及繳納方式，依第二項至第四項
及第十項規定辦理；但經本會核准換發特許執照者，依第五項至第十項規
定辦理。
經營者之特許費按其營業額乘得標乘數比值計算。但計算後數額低於下列
金額者，依下列金額繳交：
一、第一年新臺幣二千萬元。
二、第二年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第三年起新臺幣四千萬元。
前項第一年，指自經營者開始營運當月起算之十二個月；第二年，指自經
營者開始營運當月起算之第十三個月至第二十四個月；第三年起，指自經
營者開始營運當月起算之第二十五個月起；經營者當年度之特許費最低金
額依上述月份比例計算之。
第三十二條得標者繳交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依第一項各款金額計算，經
營者於每年度繳交特許費後，得申請退還當年度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
或申請通知履行保證銀行解除相當當年度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金額之保
證責任。
經營者換發特許執照後，其每年特許費按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開放特許之單一區塊頻段競價結果之每年每 MHz 平均價
值、頻寬及區域係數之乘積計算之；計收方式如附件。
經營者應於本會核准換發特許執照函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之方式向本會繳交六年特許費金額之預收保證金。競價程序尚
未結束時，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為新臺幣二億四千萬元；經營者並應於
競價程序結束後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繳交差額。
經營者於換發特許執照後，未依前項規定繳交特許費預收保證金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特許。
以依法設立國內銀行履約保證書之方式繳交者，其履約保證期間應自繳交
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之日起至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日止。
第五項換發特許執照後之經營者於每年度繳交特許費後，得申請退還當年
度最低特許費預收保證金，或申請通知履行保證銀行解除相當當年度最低
特許費預收保證金金額之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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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經營者未繳交特許費者，由本會通知履約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第二節 相互投資或合併
ϤΪన
經營者得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申請相互投資或合併，不受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五項及第十七條規定限制。
前項申請人有第四十六條第四項情形者，不受理其合併申請。
第一項申請人取得特許執照後合併者，其合併後經營區域為全區時，特許
費依所合併特許執照間之平均得標價乘數比值計算；合併後經營區域仍為
北或南區時，其特許費依所合併特許執照間較高之得標價乘數比值計算。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應大於第四條第三項所定金
額乘以所合併之執照張數。
第一項申請人有同一營業區域執照間合併情形，應檢附報告書，說明合併
對本業務市場發展之影響，並敘明其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及其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

第三節 技術監理
ϤΪΙన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使用電信號碼。
ϤΪΠన
經營者提供語音服務時，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
務。
經營者對於一一○及一一九電話通信，應優先處理。
ϤΪέన
經營者設置之無線寬頻接取系統，本會得定期或不定期審驗。
ϤΪѲన
經營者應於核配使用之頻寬內規劃保護頻道。
經營者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如遭受非本業務使用頻帶之既設合法電臺無線電
頻率干擾時，應與其設置者協調處理；如未能取得協議者，得報請本會處
理。
ϤΪѲనϞΙ
經營者所裝置之設備與其他公眾通信網路設備連接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密。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
三、不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眾通信網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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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其他電信事業相連接之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五、具備提供受信用戶國際來話顯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際來話服務之
功能。
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第一項之功能應自民國一百年十月一日起提供。
ϤΪϤన! Ȟւଶȟ
ϤΪϲన! Ȟւଶȟ
ϤΪΜన! Ȟւଶȟ
ϤΪΤన
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經營特許之處分時，由本會撤銷或廢止其無線電頻
率、電臺執照及網路編碼之核配。
ϤΪΞన
經營者及取得籌設許可者應依本會之命令共同成立行動通信建設協商小
組，協商網路互連、網路漫遊及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事項。
經營者應共同成立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互通測試協商小組，監督及協調
互通檢測平臺之規模、建置、維運及管理等事項，以利互通測試之推動及
執行。
二家以上經營者提供相同且具國際標準之強制性互通服務時，於國際標準
明訂該項服務為強制性互通之日起或第二家經營者提供該項服務之日起半
年內，互通測試協商小組應完成該應用服務之互通測試，並供使用者互通
使用。
經營者應將第二項無線寬頻接取應用服務互通測試協商小組之作業進度與
成果等相關事項陳報本會。
本會為促進新服務間之互通應用並協調互通測試相關爭議與測試結果之確
認，對通信介面服務互通等相關事項，必要時得指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
心、全球互通微波接取論壇（WiMAX Forum）認可之測試實驗室或經電
機電子工程協會、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等國際或區域型標準組織認可之測試
實驗室處理。
ϲΪన
經營者應遴用符合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信設備之
施工、維護及運用，並於施工日誌或維護日誌認可簽署。
前項施工及維護日誌應至少保存一年，本會派員查核時，經營者應予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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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業務監理
ϲΪΙన
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提供偏遠地區基本通信服務，以達電信普及化
之目標，經營者應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繳交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ϲΪΠన
經營者所設置互動媒介平臺提供之頻道內容，應以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
播電視法或衛星廣播電視法取得許可或執照者所提供內容為限。
ϲΪέన
經營者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以會計分離方式，將本業務之資本額及相關營收與其他電信事業業務
分別列計。
二、不得將本業務營業項目及相關資費，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不當
搭售致有限制競爭之虞。
三、將本業務所屬電信機線設備，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所屬電信機
線設備明確分割。
四、以平等原則處理本業務，並不得為差別待遇或其他有礙公平競爭之行
為。
ϲΪѲన
經營者提供語音服務時，應依平等接取服務管理辦法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ϲΪϤన
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業務之服務申請。
ϲΪϲన
經營者自取得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基地臺之電波涵蓋
範圍應達營業區域人口數百分之七十，且其營運區域應逾營業區縣市之過
半。
ϲΪΜన
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應依本會所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
會計處理準則辦理。
ϲΪΤన
本業務資費之訂定，經營者應依本法第二十六條授權訂定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資費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ϲΪΞన
使用者有拒絕或遲延給付資費之情形，經營者應定相當期限催告使用者給
付積欠之資費，並告知使用者未於所定期限內給付積欠之資費時，將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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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契約之約定停止提供服務。
前項催告期限屆滿前，經營者不得以積欠資費為理由停止提供通信服務。
ΜΪన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本會核准後公告實
施，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使用者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條件。
四、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特許，暫停或終止其營業，足以對使用者權益產
生損害時，對使用者之賠償方式。
五、因其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
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使用者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其他服務條件。
經營者所設置互動媒介平臺提供多媒體內容服務者，其營業規章除應載明
前項各款服務條件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確保多媒體內容服務提供者之銷售方式，應具主動及明顯告知消費者
收費訊息之義務。
二、提供頻道介接及其節目內容儲存設備。
營業規章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本會得限期命電信事業變
更。
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定之服務契約範本，應載明第二項各款事項，於實施
前報請本會核定，並不得違反電信法令及營業規章之規定；變更時亦同。
經營者應依經核定實施之服務契約範本，與使用者個別訂立服務契約。以
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本業務之服務者，亦同。
經營者與其使用者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以媒體公告
其內容。
ΜΪΙన
經營者所經營之無線寬頻接取網路，其客戶服務品質應符合本會所定服務
品質規範。
前項服務品質規範，由本會視技術及服務發展情況適時訂定。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進行評鑑，並得定期公告各經營
者服務品質之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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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ΪΠన
經營者營運不當或服務品質不佳，足以生損害使用者權益時，應由本會通
知其限期改善。
ΜΪέన
經營者與其他電信事業網路互連時，應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ΜΪѲన
經營者對為調查或蒐集證據依法律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時，應予
提供。
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辦理。
經營者對於第一項之通話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經營者建設或新設、新增、擴充無線寬頻接取系統時，其通訊監察相關設
備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經營者對於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經營者因使用者本人查詢之申請，應提供依前項規定保存之通信紀錄。
ΜΪϤన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
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
營者應提供之；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本業務之服務者，亦
同。
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使用者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所指配號
碼等資料。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
ΜΪϲన
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本業務之服務者，應每週複查其
使用者資料，如有使用者已經啟用服務而無使用者資料之情形，經營者應
通知使用者於一週內補具，逾期未補具者，經營者應暫停其通信。
前項規定，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範本內定之。
ΜΪΜన
經營者擬暫停或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
個月報請本會核准，並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
經營者經本會核准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由本會廢止其特許。
前項暫停營業期限屆滿或終止營業時，本會必要時得為適當之處置。
ΜΪΤన

176! 貳、通訊類法規
168
經營者應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規定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第四章 爭議之調處
ΜΪΞన
營者間之網路漫遊或其他依本規則規定應由經營者間協商之事項，經營者
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與他經營者相互協商。如就同一事項有數經營者請求
協商時，得同時為之。
前項所定協商，應於開始協商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並於協議後一個
月內將協議書送請本會備查。如經營者於收受協商請求後一個月內不開始
協商，或於三個月內不能達成協議者，任一方均得以書面請求本會調處。

第五章 附

則

ΤΪన
申請經營本業務者，應按申請審查、認證、審驗及證照等作業，依本會所
定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認證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得標者應自取得籌設期間系統架設許可日起，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繳納無
線電頻率使用費。
ΤΪΙన
本規則所定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規則另有
規定外，均由本會另行訂定並公告。
ΤΪΠ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一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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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換發特許執照之特許費計算基準表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換發特許執照每年之特許費（新臺幣）
＝民國一百零四年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釋出之單一區塊競價結果每年每 MHz
平均價值×頻寬（30MHz）×區域係數。
前項每年每 MHz 平均價值
＝（2570∼2595MHz 頻段得標價+2595∼2620MHz 頻段得標價）÷15 年÷50MHz。
前項頻段無得標價者，以其底價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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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
1.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務字第 1024601070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8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4400195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6、7、9、10、12、15、18∼23、29、31、34、36、40、42∼45、49、51、
52、63、80∼85 條條文；增訂第 26-1、57-1 條條文；刪除第 28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2181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77 條條文
4.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6630095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43、55、89 條條文；增訂第 55-1、55-2、83-1∼83-5 條條文及第 3 章之 1 章
名；並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64001703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7、18、22、26、30、31、33、34、40、42、45、51、72、80、82 條條文；增訂第
21-1∼21-3、33-1∼33-5 條條文及第 2 章第 3 節第 1∼3 款款名；刪除第 23、3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743002250 號令增訂發布
第 85-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741011260 號令增訂發
布第 79-1 條條文
8.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8400198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7、9、10、12、14、18、21-1、22、25、26、26-1、27、29、30、31、、33、331、33-2、33-3、33-4、33-5、36、40、42、43、47、51、55、55-1、55-2、63、66、
69、81、82、83、83-5 條條文；增訂第 25-1、31-1、31-2、31-3、57-2 條條文；刪除
第 29 條條文
9.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840019810 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行動寬頻系統：指經營者利用第七條所指配之頻率，並採用國際電信
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以下簡稱 ITU）或
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組織（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以下簡
稱 3GPP）公布之行動通訊技術標準，以提供行動通信之行動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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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網路（含基地臺及其控制器）、核心網路（含交換設備、軟體化
網路功能元件、網路管理設備及帳務管理設備等）、傳輸網路所構
成之通信系統。
二、行動寬頻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指經營者設置行動寬頻系統，以
提供寬頻行動通信服務之業務。
三、行動臺：指供行動通信使用之無線電終端設備。
四、基地臺：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以供行動臺間及行
動臺與其他使用者通信之設備。
五、高速基地臺：指符合世代技術發展，提供行動寬頻通訊之基地臺，包
括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及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
六、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指基地臺設備規格採分頻雙工模式時，在上
下行各 15MHz 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 100Mbps 以上，或設備規
格採分時雙工模式時，在 20MHz 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
100Mbps 以上。
七、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指基地臺設備規格採分頻雙工模式時，在上
下行各 20MHz 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 200Mbps 以上；或設備規
格採分時雙工模式時，在 100MHz 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
500Mbps 以上。
八、經營者：指依本規則取得特許執照經營行動寬頻業務者。
九、使用者：指向經營者註冊登記或與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經營者提
供之行動寬頻服務之用戶。
十、緊急電話：指火警、盜警及其他緊急救援報案之電話。
十一、視聽內容傳輸平臺：指由行動寬頻系統視聽媒體互動介面及視聽內
容儲存設備所架構經營者可控制之非開放環境內，供使用者接取
其內容之互動平臺。
十二、電信設備機房：指經營者設置用以控制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
關設備，以提供電信服務之機房。
十三、網路資料中心機房：指經營者設置機櫃、電力、空調及消防等設
施，出租、代管或提供用戶自行架設資通設備之機房。
十四、電信基礎設施：指電信設備及其管線基礎設施。
第三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四條
①經營本業務者應經主管機關特許，於取得特許執照後，始得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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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受理申請經營本業務特許案件之起訖日期，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③本業務特許執照使用頻率之底價，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④本業務營業區域為全國。
⑤經營本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為新臺幣六十億元。
⑥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且該業務另有應實收最低資本
額之限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按各該業務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合計其最低
實收資本額。
第五條
①經營者之股東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
三個月內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
②經營者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或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行
為，應於股東會決議次日起二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①申請經營本特許業務之案件，依下列二階段程序辦理：
一、第一階段：依規定審查申請人之申請書、事業計畫構想書及其他資格
與條件。
二、第二階段：申請人經第一階段審查合格後，成為合格競價者（以下簡
稱競價者），得依規定參加競價，得標者經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向主
管機關一次繳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
之支付擔保後，依規定申請特許執照。
②競價者所提報事業計畫構想書或得標者、經營者所提報事業計畫書之撰寫
內容有與本規則規定不符者，適用本規則規定。
第七條
①本業務歷次開放特許執照得使用頻段及頻率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開放申請者：
（一） 700MHz 頻段：上行 703MHz∼748MHz；下行 758 MHz∼
803MHz。
（二） 900MHz 頻 段 ： 上 行 885MHz ∼ 915MHz ； 下 行 930MHz ∼
960MHz。
（三） 1800MHz 頻段：上行 1710MHz∼1770MHz；下行 1805MHz∼
1865MHz。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開放申請者：
（一）2500MHz 及 2600MHz 配對區塊頻段：2500MHz∼2570MHz 及
2620MHz∼269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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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500MHz 及 2600MHz 單一區塊頻段：2570MHz∼2620MHz。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開放申請者：
（一）1800MHz 頻段：上行 1770MHz∼1785MHz；下行 1865MHz∼
1880MHz。
（二）2100MHz 頻段：上行 1920MHz∼1980MHz；下行 2110MHz∼
2170MHz。
四、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一）1800MHz 頻段：上行 1775MHz∼1785MHz；下行 1870MHz∼
1880MHz。
（二）3500MHz 頻段：3300MHz∼3570MHz。
（三）28000MHz 頻段：27000MHz∼29500MHz。
②前項開放申請特許執照得使用頻率之頻段及頻寬如附表一。

第二章 經營特許
第一節 申請與審查
第八條
申請經營本業務者，以已依公司法設立股份有限公司者為限，其董事長應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其外國人持有股份總數並應符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或第五項之規定。
第九條
①同一申請人不得申請二件以上之本業務申請案。
②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申請人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以上。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公司。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有控制從屬關係。
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款應向本會申請核准之合併。
③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之控制從屬關係，係指各款當事人間有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關係者。
④第二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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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申請人之一股東同時持有他申請人之股份，該股東除於其中一申請人之持
有股份比例不受限制外，於其餘申請人之持有股份比例，均不得超過百分
之十五。
⑥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申請人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亦適用之：
一、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有任一頻段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
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十六條之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⑦申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特許執照者，不適用前項第三款之規定。
⑧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之同一申請人指於同一年度申請經營本
業務者。
第十條
①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聯合申請人：
一、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之股份達該申請人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五以上。
二、相同股東群持有不同申請人之股份達各該申請人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
②前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③聯合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內協調其中之一申請人為符合資格之申
請人；其無法完成協調者，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時間、地點，以抽籤方式定
其符合資格之申請人。
④前項經協調或抽籤後判定為不符合資格之申請人，及未參與抽籤者均視為
撤回其申請；其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押標金無息發還之。
第一項規定於申請人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亦適用之：
一、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之任一頻段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
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十六條之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⑤申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特許執照者，不適用前項第三款之規定。
⑥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五項之聯合申請人指於同一年度申請經營本業務者。
第十一條
申請人得自行就第七條所定之頻率狀態進行接收之量測，其量測結果有疑
慮者，得於第四條第二項受理申請截止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澄清。
第十二條
①申請經營本業務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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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一、申請書。
二、事業計畫構想書。
三、押標金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四、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②前項之事業計畫構想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信設備概況：
（一）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技術名稱、可支援之最高
移動速率、平均頻譜使用效率、高速基地臺設備規格之可達最
高下行速率等）
。
（二）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種類。
二、資通安全維護規劃：
（一）系統整體資通安全架構及防護設施。
（二）網路功能元件之效能安全及故障管理措施。
三、財務結構：預計於得標並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之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
總額、預估未來五年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用計畫。
四、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五、人事組織及持股狀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董監事名單、經理人
名單、持股百分之一以上股東名簿、外國人持股比例計算表及從屬
公司關係報告書，控制公司之合併營業報告書。
六、事業計畫構想書摘要，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訊。
③前二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④為查核第九條同一申請人或第十條聯合申請人之情形，主管機關必要時得
限期命申請人或經營者補具相關資料。
⑤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後，其檢具之文件不予退還。
⑥押標金金額為新臺幣十億元，審查費為新臺幣一百萬元。申請人繳納押標
金及審查費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於競價結果公告前不得要求發還。
⑦押標金及審查費應分別以電匯方式匯入主管機關指定帳戶，匯款時應填寫
申請人之公司名稱、地址及電話。
第十三條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押標金及審查費於不予受理申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一、逾受理申請之期間者。
二、未檢具申請書或事業計畫構想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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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審查費，或所繳金額不足者。
第十四條
①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者。
二、申請文件中有關第八條至第十條所定事項為不實陳述或虛偽記載者。
三、以偽造、變造之文件申請者。
四、有圍標或其他影響競價公平、公正之行為者。
②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條所定情事，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通
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其申請；其押標
金於不予受理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及其利息不
予發還：
一、違反第八條規定。
二、申請書或事業計畫構想書所載預定實收資本額未達本業務應實收最低
資本額。
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具備之文件不全、記載內容不完備
或申請書及事業計畫構想書記載事項顯有誤寫或誤算。
四、電信設備所採用之技術種類非屬 ITU 或 3GPP 公布之技術或未含高速
基地臺之技術。
③申請人未於期限內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補具相關資料者，不予受理其申
請；其押標金於不予受理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
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第十五條
①競價者於競價程序中，如有前條第一項各款、第二項第一款、第三項及第
十條第一項情事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參加競價之權利；其於得標後取得
特許執照前始發現或發生者，撤銷或廢止其得標，無息發還已繳納之得標
金及其利息。
②前項情形，已繳納之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應予追
繳或於得標金中扣繳。
第十六條
申請人撤回申請案，已繳納之押標金及審查費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
起七日內，無息發還押標金及審查費。
二、於競價者名單公告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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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發還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三、於競價者名單公告後撤回者，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
發還者，並予追繳。

第二節 競價準備
第十七條
依前節規定完成資格審查後，由主管機關公告競價者名單。
第十八條
①競價者得標之總頻寬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開放申請者：
（一）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五家以上者，上限為上下行各 35MHz，
下限為上下行各 10MHz。
（二）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四家者，上限為上下行各 40MHz，下限
為上下行各 10MHz。
（三）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三家以下者，上限為上下行各 45MHz，
下限為上下行各 10MHz。
（四）競價者除受前三款總頻寬限制外，各頻段得標之頻寬應符合以
下規定：
1.700MHz 頻段之上限為上下行各 20MHz。
2.900MHz 頻段之上限為上下行各 10MHz。
3.本目 1 及 2 所列頻段之上限合計為上下行各 25MHz。
4.1800MHz 頻段之上限為上下行各 30MHz。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開放申請者：頻寬上限為 70MHz。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開放申請者：
（一）2100MHz 頻段之上限為上下行各 20MHz。
（二）2100MHz 頻段及 1800MHz 頻段之上限合計為上下行各 25MHz。
四、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一）3500MHz 頻段之上限為 100MHz。
（二）28000MHz 頻段之上限為 800MHz。
②本業務之得標者或經營者，其申請核配總頻寬不得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
之三分之一；1GHz 以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1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
三分之一。但經營者依補充競價回合標得者，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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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①競價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之。
②主管機關為辦理競價作業得採遠端連線競價。
第二十條
競價日期由主管機關於競價日之七日前公告之。
第二十一條
①主管機關應於競價日十四日前，向申請人舉辦競價作業流程說明會。
②各申請人應指派三至六位授權代理人，攜帶委任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全程
參與前項說明會，並簽署聲明書。
③前項聲明書應載明申請人授權代理人明確瞭解競價流程並願遵守競價作業
規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④申請人於第十二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日起至第十七條主管機關公告
競價者名單後七日內，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建置二路專線，以專線
與網際網路方式連接至競價中心及安裝指定之電子報價系統軟體，並完成
連線測試。

第三節 競

價

第一款 競價程序
第二十一條之一
①本業務執照釋照競價作業之競價程序，分為頻寬數量競價(以下簡稱數量
競價)及位置競價。
②數量競價分主要競價回合及補充競價回合，依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一條之
一規定進行主要競價回合；有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情事時，續進行補充
競價回合，決定數量競價得標者及其得標頻寬。數量競價程序結束後，再
進行位置競價。
第二十一條之二
①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於主管機關公告競價者名單後至決標前，不得以
任何方式與他競價者或他競價者之授權代理人就參與競價事宜為任何足以
影響競價程序公平性之行為；違反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競價資格。
②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之行為有影響競價程序公平性之虞時，由主管機
關限期命其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廢止其競價資格。
第二十一條之三
競價程序進行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宣布暫停競價程序之進
行，並視情形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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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生不可抗力情事。
二、競價者有重大違規情事。
三、其他不宜繼續進行競價程序之情事。
第二款 數量競價
第二十二條
①主管機關辦理數量競價程序採同時、多回合、上升競價方式辦理。
②數量競價採遠端連線進行電子報價方式辦理，競價者應以專線方式與競價
中心連線；無法以專線連線時，競價者得以網際網路方式連線。無法以專
線及網際網路連線方式進行競價時，始得以電話傳真方式為之。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①每一競價日之起、訖時間定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②每一回合報價開始及終止時間之配置，由主管機關於每一回合開始報價時
間十分鐘前公布。前述時間以主管機關時間為準。
第二十五條
①主管機關於每一回合開始十分鐘前公布該回合各頻段之單位頻寬價金（以
下簡稱回合價）
。
②前項所稱單位頻寬指：
一、1800MHz 頻段為上下行各 10MHz。
二、3500MHz 頻段為 10MHz。
三、28000MHz 頻段為 100MHz。
③每一回合競價者得對其需求頻段提出需求頻寬；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其承諾
單價。
④競價者於該回合未提出需求頻寬或提出需求頻寬無效時，其最近一次提出
之需求頻寬視為該回合之需求頻寬；其最近一次提出需求頻寬之回合價視
為該回合之承諾單價。
⑤每一回合各頻段之回合價依下列情形定之：
一、當前一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合計大於或等於競價頻
寬時，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前一回合回合價之一點零三倍，計算至新
臺幣一百萬元，未滿新臺幣一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算。
二、無前款情形者，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前一回合之回合價。
三、第一回合之回合價為底價之一點零三倍，計算至新臺幣一百萬元，
未滿新臺幣一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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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之一
①每一回合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由先至後排列競價者之序位：
一、競價者之承諾單價等於該回合之回合價。有二以上競價者合於本款規
定時，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之。
二、競價者之需求頻寬等於前一回合暫時得標頻寬。有二以上競價者合於
本款規定時，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之。
三、其他前一回合取得暫時得標頻寬之競價者。
②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於每一回合依序分配競價者之暫時得標頻寬；序位為
第一者依其需求頻寬分配，分配後之餘數再依序分配予其他競價者，至序
位最後一位，或分配之暫時得標頻寬累計達競價頻寬止。
③獲分配暫時得標頻寬者為暫時得標者，其承諾單價為暫時得標單價。
第二十六條
①競價者應依下列規定提出需求頻寬：
一、競價者得同時對各頻段提出需求頻寬，其提出之需求頻寬應符合第十
八條頻寬限制之規定。
二、第一百回合前以十回合為一期，第一百零一回合起以五回合為一期。
第五十一回合起，3500MHz 頻段每期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不得超
過該頻段前一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前一期各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之
最大值；前一期各回合均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時，不得超過該頻段
前一期各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值。
三、競價者提出之需求頻寬應大於或等於其前一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但
其前一回合暫時得標單價等於該回合之回合價時，提出之需求頻寬
應大於其前一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
四、競價者每次提出之需求頻寬須以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單位頻寬為單位；
電子報價系統採列舉方式，供競價者勾選需求頻寬。
②競價者任一頻段提出之需求頻寬不符前項規定，其提出視為無效。
第二十六條之一
①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採電話傳真提出者，應依據前條規定填寫需求頻寬
單。
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提出視為無效：
一、需求頻寬單無公司章或負責人簽章。
二、需求頻寬未能清楚確定或辨別。
三、需求頻寬有塗改或同一頻段提出二個以上不同需求頻寬。
四、提出之需求頻寬未符合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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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本會認定為無效之情形。
第二十七條
①競價者應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時間內提出，於規定時間外提出者，主
管機關不予受理。
②競價者每一回合提出需求頻寬以一次為限；其第二次以上，主管機關不予
受理。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三十條
①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價者下列資訊：
一、其於該回合所提出需求頻寬、提出時間及提出有效性判定。
二、其各頻段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單價。
三、其累計之暫時棄權數。
四、第五十一回合起，其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計算之上限。
②主管機關應於主要競價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價者其補充競價回合之適
格性。
③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公布下列資訊：
一、各頻段該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合計。
二、各頻段該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及承諾單價未達回合價
者之前一回合暫時得標頻寬等各頻寬之總和。
三、各頻段該回合暫時得標頻寬達第十八條第一項頻寬上限之競價者家
數。
四、所有競價者暫時棄權累計總次數。
五、喪失競價資格總家數。
六、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在同一回合均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之
累計總次數。
七、下回合是否可能為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連續二次未為有效
提出之結束回合。
第三十一條
①競價者於第一回合未提出或為無效提出者，主管機關廢止其競價資格。
②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暫時棄權達四次者，主管機關廢止其繼續提出需求
頻寬之資格。
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暫時棄權：
一、每一回合之非暫時得標者未於該回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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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認定於回合中之提出需求頻寬無效。
④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擬放棄繼續提出時，應於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時
間內，利用電子報價系統向主管機關表示放棄。但競價者已於該回合提出
需求頻寬者，不得於該回合為之。
⑤暫時得標者於數量競價進行中，因第二項規定喪失繼續提出資格或第四項
放棄繼續提出之情事者，仍保留其暫時得標者之資格，至無暫時得標頻寬
為止。
第三十一條之一
①主要競價回合連續二回合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均未提出有效需
求頻寬，主要競價回合結束。
②主要競價回合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主要競價回合得標頻寬及
得標單價為其主要競價回合最後一回合各頻段之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
單價。
③主要競價回合結束後，任一頻段主要競價回合最後一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
總和如未達開放申請總頻寬，且一位以上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主要
競價回合最後一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達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該頻段上限
者，於下一回合接續辦理補充競價回合。
第三十一條之二
①補充競價回合適用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一條規定。但不適用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
②各頻段有權提出之競價者主要競價回合之得標頻寬達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之上限者，始得參與該頻段之補充競價回合。
③補充競價回合各頻段之競價頻寬為扣除主要競價回合該頻段得標頻寬後之
剩餘頻寬。
④參與補充競價回合者，其得標之總頻寬不受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但不得逾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各該頻段開放申請頻寬之二分之一。
⑤競價者於補充競價回合第一回合未提出需求頻寬或提出需求頻寬無效者，
視為放棄繼續提出需求頻寬，不適用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之三
①補充競價回合連續二回合所有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報價者均未提出有效需
求頻寬，補充競價回合結束。
②補充競價回合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補充競價回合得標頻寬及
得標單價為其補充競價回合最後一回合各頻段之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
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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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①主要競價回合結束無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之情事或補充競價回合結束
時，數量競價結束。
②數量競價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為其主要
競價回合及補充競價回合之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
③數量競價結束後，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總價為其主要競價回合及補充競
價回合各頻段之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乘積之總和。
④數量競價結束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下列事項：
一、各數量競價得標者名單、得標頻寬、得標單價及得標總價。
二、辦理位置競價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三、各頻段位置競價得選擇報價之排列組合選項。
⑤前項排列組合選項指各數量競價得標者於位置競價時，依其各頻段得標頻
寬及下列各款原則，可能之各種頻率位置排列方式：
一、得標者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
二、未有得標者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且於 3500MHz 頻段應包含頻率
3570MHz，於 28000MHz 頻段應包含頻率 27000MHz。
⑥第四項公告日起至位置競價日止之期間，至少應有七日。
第三款 位置競價
第三十三條之一
①各頻段得標頻率位置之決定，依第三十三條之三規定辦理；未能決定時，
依第三十三條之四方式辦理。
②數量競價得標者間於數量競價結束之日起至位置競價開始前，得協議各頻
段之得標頻率位置；其協議之頻率位置不受前條第五項第一款原則之限
制。
第三十三條之二
①位置競價於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公告日期上午時段開始辦理。
②數量競價得標者應於位置競價開始時，提出頻率位置意向書。
③頻率位置意向書經提出後，不得撤回或修正。
④數量競價得標者得指派至多三人為其授權代理人，參與位置競價，並應出
具授權委任書。
第三十三條之三
①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決定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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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數量競價得標者均提具頻率位置意向書，頻率位置均未包含第三
十三條第四項第三款公告排列組合選項內未有得標者之頻率位置，
且均無重疊時，依頻率位置意向書決定得標頻率位置。
二、依第三十三條第四項第三款公告，僅有一排列組合選項時，依該排列
組合決定得標頻率位置。
②數量競價得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未提具頻率位置意向書：
一、未依前條規定參與位置競價。
二、頻率位置意向書無公司章或負責人簽章。
三、未能依頻率位置意向書辨識意向，或具二以上意向。
四、頻率位置意向不符合數量競價得標頻寬。
第三十三條之四
①各頻段未能依前條規定決定得標頻率位置時，主管機關應即於位置競價日
下午時段辦理一回合報價。
②一回合報價由數量競價得標者依第三十三條第四項第三款排列組合選項，
對其各可能頻率位置提出報價。
③前項之報價金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單位，採一回合報價方式決定之。
④報價單經提出後，不得撤回或修正。
⑤各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率位置，依所有數量競價得標者就第二項排列
組合選項之頻率位置報價總和最高者決定之。
⑥各數量競價得標者頻率位置報價總和最高者有二以上排列組合選項時，由
主管機關就各該排列組合選項，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⑦數量競價得標者就頻率位置之報價，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對該頻率位置
以零元報價：
一、未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報價單格式報價，或未提具報價單。
二、報價單無公司章或負責人簽章。
三、對非屬其得於排列組合選項內之頻率位置報價。
四、對該頻率位置未報價或報二以上價格。
五、報價金額為負值，或無法辨識。
⑧數量競價得標者對第五項或第六項決定得標頻率位置所為頻率位置報價，
為其位置競價之得標金。
第三十三條之五
①主管機關依前二條規定決定各得標者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後，競價作業結
束，並由主管機關公告各得標者名單、得標標的及其得標金。
②前項得標金為依第三十三條第四項第一款公告之得標總價與前條位置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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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金之總和。
③競價作業結束後，主管機關公開數量競價各回合及位置競價之競價資料。
第三十四條
①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發還其所繳押標金：
一、參加競價而未得標，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七日內，無息
發還。
二、參加競價而得標，於依規定繳納得標金金額或頭期款後，無息發還。
但得標者得以其繳納之押標金全數無息轉換為得標金頭期款之一
部。
②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
一、得標後未依規定一次繳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及
其利息之支付擔保。
二、於數量競價第一回合未報價或為無效報價。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廢止競價資格。
第三十五條
對申請經營本業務之案件為下列之處分時，不予受處分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
一、依第十條第四項規定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者。
二、依第十三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不予受理者。
三、依第十四條規定不予受理且審查費或押標金不予發還者。
四、依第十五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參加競價權利或得標資格者。
五、依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審查費或押標金不予發還者。
六、依第三節競價作業規定喪失繼續報價資格、競價資格或未得標者。
七、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押標金不予發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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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①得標者得選擇以一次繳清或以二至五年分期繳納方式繳納得標金，並以電
匯方式匯入主管機關指定帳戶；繳納得標金方式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②依前項規定選定一次繳清者，得標者應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
三十日內完成繳納。
③依第一項規定選定分期繳納者，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得標金
及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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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頭期款，其金額為
得標標的之底價。
二、自前款所定繳納截止日次年起，每年一月十六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依附
表二規定計算繳納得標金及得標金餘額之前一年利息。但第一年繳
納之利息自前款所定繳納截止日次日起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三、前款利息，依繳納前一年度臺灣銀行十二月三十一日實施之基準利率
數值最高者加上百分之二點一四為年利率計算。
④得標者依前項第一款繳納得標金者，應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
一百二十日內就應繳納之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出具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做
為其支付擔保，保證期間應依分期方式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分期年
份又三個月止；其未完成者，廢止得標資格，其已繳得標金及其利息不予
發還。
⑤前項得標金餘額利息之支付擔保金額，依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當日臺
灣銀行實施之基準利率數值最高者加上百分之二點一四為年利率計算。
第三十七條
前條所定國內銀行包括：
一、依銀行法規定設立之本國銀行。
二、銀行法第一百十六條所稱之外國銀行。
第三十八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繳納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後，
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解除已繳納金額部分之保證責任。
第三十九條
①得標者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者，其得標失其效
力。
②得標者或經營者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通
知保證銀行履行其支付擔保責任，如仍未獲繳納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籌
設同意、系統架設許可、特許及所指配頻率，其所繳納得標金及利息不予
發還。
第四十條
①得標者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一次繳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
及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之支付擔保後，應檢具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籌設同意書。但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無須申請核
發籌設同意書，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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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②前項之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電信設備概況：
（一）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技術名稱、可支援之最高
移動速率、平均頻譜使用效率、高速基地臺設備規格之可達最
高下行速率等。
（二）系統設備建設及時程計畫，包括未來五年逐年增加偏遠地區高
速基地臺建置數量及人口涵蓋率。得標者為既有經營者時，其
建置數量及人口涵蓋率均應優於得標前核准事業計畫書之規
劃。
（三）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種類。
（四）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
（五）通訊監察系統功能之建置計畫。
（六）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之建置計畫。但僅規劃提供特殊應用場域服
務者，得敘明服務型態免予填列。
四、財務結構：預計於得標並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之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
總額、預估未來五年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用計畫。
五、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六、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七、人事組織及持股狀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董監事名單、經理人
名單、持股百分之一以上股東名簿、外國人持股比例計算表及從屬
公司關係報告書，控制公司之合併營業報告書。
八、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九、消費者權益保障相關措施。
十、事業計畫書摘要，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訊。
十一、其他審查作業規定所定事項。
③得標者擬共用他得標者之公眾電信網路時，應於前項事業計畫書載明其對
該系統之管控能力。
④前項之管控能力，指行動寬頻系統應具備下列功能：
一、 得標者利用共用之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各自之電信服務時，對於其使
用之各種資源（包括硬體、軟體、網路功能、系統、頻率及電信號
碼）應具備不受合作對象影響之管控能力(含故障管理、組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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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管理、帳務管理、安全管理等)。
二、 得標者應於合作契約載明對於公眾電信網路具有管控能力之商業合
作模式。
三、 得標者應自建之核心網路元件或功能至少如下：
（一）屬第四代行動通信網路者：行動管理實體(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簡稱 MME)、本籍用戶伺服器(Home Subscriber
Server，簡稱 HSS)、政策與計費控制規則功能(Policy and
Charging Rules Function，簡稱 PCRF)、服務閘道器(Serving
Gateway，簡稱 SGW)、封包數據網路閘道器(Packet Data Network Gateway，簡稱 PGW)。
（二)屬第五代行動通信網路者：接取管理功能(Access Management
Function，簡稱 AMF)、連結管理功能(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 ， 簡 稱 SMF) 、 認 證 伺 服 器 功 能 (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簡稱 AUSF)、統一資料管理功能(Unified
Data Management，簡稱 UDM)、政策控制功能(Policy Control
Function，簡稱 PCF)、用戶平面功能(User Plane Function，
簡稱 UPF)。
⑤第一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二、核心業務及其重要性。
三、行動寬頻系統資通安全維護範圍。
四、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五、專責人力及經費之配置。
六、資通安全長之配置。
七、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規劃(含系統設備符合 ITU 或 3GPP 發布之資通
安全規定）。
八、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九、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十、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十一、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機制。
十二、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措施。
十三、所屬人員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之考核機制。
十四、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與實施情形之持續精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十五、資通安全偵測與防護之建置及執行方案。（含資通安全防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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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縱深及其建置時程。）
十六、執行前述執行方案所蒐集、儲存、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之安全保
護措施。
十七、通過資通安全管理驗證之執行方案。
⑥第二項及第五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⑦主管機關審查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時得命得標者變更其
內容。
⑧經營者應依其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
九款等事項有異動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其餘事項有異動
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⑨得標者於未逾「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之鄉鎮市區，符合第四項規定時，得
與他得標者進行各種型態之公眾電信網路共用，其餘地區得以共構、共站
方式進行接取網路共用。
⑩得標者為建設第三項之公眾電信網路，應於向主管機關申請事業計畫書變
更前，完成其電信管理法施行年度前之原事業計畫書之承諾事項。
經營者應依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辦理。其內容有異動者，應敘明理
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經營者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核
准其事業計畫書就該情形相關事項之變更：
一、事業結合應申報而未申報。
二、經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
三、聯合行為未經許可。
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為自核發日起二年；得標者無法於有效期間內完成
籌設及依法取得特許執照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內附具理由
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籌設同
意失其效力，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系統架設許可及所指配頻率，其已繳納
得標金及利息不予發還。
第四十一條
①得標者取得籌設同意書後，應辦理公司變更登記以符合本規則之規定。
②得標者依前項規定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四條第五
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
①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變更登記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頻率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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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籌設同意書影本。
二、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影本。
三、頻率指配申請表。
②前項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頻率指配：
一、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變更核准函影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③行動電話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提前繳回
本業務頻段時，主管機關應通知相關得標者或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申請頻率
指配或變更。
④前項得標者或經營者申請變更時，應檢具頻率指配申請表，向主管機關申
請頻率變更。
第四十三條
①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變更登記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系統架設許可：
一、頻率指配核准函及系統架設許可申請書。
二、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影本。
三、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四、系統建設計畫：
（一）系統架構、建設設備之廠牌、型號、數量、功能及容量。
（二）達成第六十六條所定電波涵蓋範圍之基地臺數及時程。
（三）系統設備符合 ITU 或 3GPP 發布之資通安全規定。
（四）資通安全防護設施之廠牌、型號、數量、功能及容量。
②前項申請系統架設許可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或記載事項
誤寫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
予受理。
③第一項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架設許可。
④得標者取得系統架設許可後，應依第一項第四款系統建設計畫建設行動寬
頻系統。
⑤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第一項第四款系統建設計畫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
⑥得標者或經營者建設第一項第四款系統建設計畫以外之後續網路，應檢附
系統建設設備名稱及數量清單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架設許可。
⑦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第四十七條、第六十六條規定建設行動寬頻系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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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 ITU、3GPP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行動通訊技術，建設其系
統。
⑧未依規定取得架設許可或未經核准者，不得設置行動寬頻系統之一部或全
部。
⑨主管機關就系統建設計畫為准駁決定時，應配合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
辦理。
第四十四條
得標者為行動電話或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其得標頻率或依第八十一
條規定取得之頻率，為其行動電話或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原使用之頻率者，
於利用該頻率申請核發本業務特許執照時，應同時繳回同頻段行動電話或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特許執照。
第四十五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得申請將其自身或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之系統設
備，移用為其行動寬頻系統之一部。
②前項移用涉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終止營業、讓與營業或財產者，應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③得標者或經營者擬依第一項規定移用者，應於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申請系
統架設許可時、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變更系統建設計畫
或第四十三條第六項向主管機關申請後續網路之架設許可時，納入其系統
建設計畫。其屬移用前後設置處所相同之設備者，於取得架設許可前，得
免予拆除。
④移用使用中之系統設備且移用後未變更系統軟硬體設備者，得免予系統技
術審驗。
第四十六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申請基地臺之架設許可及電臺執照等事項，應依本法第四
十六條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第四十七條
①得標者於完成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設置數量達二百五十臺以上時，始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
②前項得標者應於籌設許可同意書有效期間屆期前三個月完成系統建設及向
主管機關完成系統技術審驗申請程序。
③經營者應自取得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開放申請之特許執照或災防告警細胞
廣播統一訊息交換格式修正公布後一年內，依第五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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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細胞廣播控制中心設備之變更；完成後並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
④經營者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更時，或完成建置新頻段基地臺數量
達二百五十臺以上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更後，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系統技術
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⑤得標者或經營者之系統技術審驗事項，依行動寬頻系統審驗技術規範辦
理。
第四十八條
①得標者取得系統架設許可後，應按其許可之系統建設；其系統與其他系統
間之銜接電路，應向固定通信業務或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租用。但銜
接電路在同一棟建築物時，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②得標者或經營者之行動寬頻系統內之銜接機線設備之電路，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得自行建設。
③前項經核准建設之電路如為自建有線光纖或銅纜時，其建設應合於下列規
定：
一、其舖設網路之路線用地應依有關法令規定逕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
二、其舖設網路需與公用事業所有管線或相關設施附掛線路者，應逕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④第二項建設之電路如為微波鏈路，其頻率指配及電臺架設許可等事項，依
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辦理；如為衛星鏈路，其頻率
指配及電臺架設許可事項，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辦理。
第四十九條
①得標者申請核發歷次開放之特許執照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系統技術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辦理完成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與使用者訂立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②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應檢具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歷次開放之特許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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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特許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代表人及公司所在地。
二、業務種類。
三、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總額。
四、營業區域。
五、使用頻率。
六、有效期間。
七、發照日期。
第五十一條
①本業務歷次開放申請特許執照之有效期間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開放申請者：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開放申請者：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開放申請者：
（一）1800MHz 頻段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二）2100MHz 頻段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四、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一）1800MHz 頻段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二）3500MHz 頻段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三）28000MHz 頻段自核發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②前項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失其效力；其屆滿時之處理方式，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第五十二條
①經營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主管機關廢止
其特許及所指配頻率；其已繳納之得標金及利息不予發還。
②經營者有第十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第三項情事之一者，由主
管機關廢止其籌設同意及該次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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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得標者或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其籌設同意或特許
者，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其已繳納之得標金及利息不予發還。
第五十三條
①籌設同意書、架設許可函（證）
、電臺執照、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
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
②籌設同意書、架設許可函（證）
、電臺執照、特許執照或指配之無線電頻
率，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

第三章 營運管理
第一節 技術監理
第五十四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使用電信號碼應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一及電信號碼管理辦法
辦理。
第五十五條
①經營者提供語音服務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一一二及一一九緊急
電話號碼撥號服務。
②經營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
③經營者應優先處理一一○、一一二、一一九緊急電話號碼及災防告警細胞
廣播訊息。
④前項所稱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指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對於可能發生
或已發生災害區域，提供相關訊息，經由經營者行動寬頻系統，利用相關
區域內基地臺以廣播方式傳送之災害告警訊息。
⑤經營者為傳送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應配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公布之統一訊息交換格式及傳送字元數，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及其備援
設備；並配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進行相關測試。
⑥經營者應主動通知使用者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功能啟用日期及可接
收該訊息服務之行動臺相關資訊。
⑦經營者擬更新其行動寬頻系統之細胞廣播控制中心軟體，應於上線測試日
三日前，檢具測試計畫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⑧經營者依第四十五條移用之行動電話系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不提供災防
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但至少應具備災害區域緊急簡訊服務功能。
⑨前項所稱災害區域緊急簡訊，指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對於可能發生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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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災害區域內基地臺涵蓋範圍之使用者門號，所提供災害相關資訊之緊
急通知簡訊。
⑩經營者對於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及災害區域緊急簡訊之內容及傳送結果
不負賠償責任。
第五十五條之一
①因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導致機線障礙，或發生資通安全事件，致一千以上
之用戶無法通信達三十分鐘以上之經營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通報作
業。經主管機關限期命其辦理通報者，亦同。
②經營者依前項規定辦理通報作業時，應依下列通報程序辦理：
一、前項情形發生後十五分鐘內，至主管機關指定之系統通報機線障礙或
資通安全事件之發生時間、影響狀況及處理措施等事項。
二、前項情形發生後於故障排除前，應每三小時更新障礙情形及修復進
度。但障礙情形有重大變化時，應隨時通報。
③經營者無法依前項規定通報時，得以傳真、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
方式通報。
④第一項情形發生後一小時內，經營者應利用廣播、電視或網際網路等電子
媒體向使用者揭露障礙情形，包含障礙原因、障礙影響區域及預計修復提
供服務時間；經營者並應於第一項情形完成修復提供服務後一小時內，向
使用者揭露第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五款所規定之處理方式。
⑤經營者積極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經政府評定績效優良者，主管機關得予以獎
勵或補助。
第五十五條之二
①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行政院頒訂之國家關鍵基礎
設施篩選規定，盤點其各項電信基礎設施，盤點結果如列為電信關鍵基礎
設施者，應辦理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自評，並檢具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基本資
料調查表陳報主管機關核定其關鍵基礎設施之項目及級別。
②前項經營者檢具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基本資料調查表應載明項目不完備者，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
③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關鍵基礎設施項目及其級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
行政院頒訂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架構所定格式與項目，完
成行動寬頻業務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並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④前項經營者提報之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其內容不完備者，經營
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⑤經營者應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定期自行辦理演練，作成書面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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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該紀錄應保存五年。
⑥主管機關得指定經營者依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辦理演練，並由
主管機關就演練情形予以評核；評核結果有待改善事項者，經營者應依主
管機關之通知限期改善。
第五十六條
經營者設置之行動寬頻系統，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審驗之。
第五十七條
經營者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如遭受非本業務使用頻帶之既設合法電臺無線電
頻率干擾時，應與既設合法電臺設置者協調處理，其無法取得協議者，得
報請主管機關處理，電臺設置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決定辦理。
第五十七條之一
①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之單一區塊頻段得標者或經營者，於未提出護
衛頻帶之干擾解決方案前，其所使用之頻率，以主管機關指配之頻率為
限。
②單一區塊得標者或經營者於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向主管機關申請
指配護衛頻帶之頻率時，應檢具前項干擾解決方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使用護衛頻帶之頻率，並應繳納其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③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之配對區塊頻段得標者或經營者，採用不同雙
工技術時所致之干擾，以自行協調為原則。
④前項得標者或經營者協調不成時，分時雙工模式之得標者或經營者，應採
取干擾預防措施，並容忍分頻雙工模式之得標者或經營者之干擾。
第五十七條之二
①標得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頻段及頻率之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
本法第四十六條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與
3610MHz～4200MHz 頻段之既設電臺和諧共用。
②各釋出區塊間之相互干擾問題，由得標者自行以技術方式或保留護衛頻帶
方式協調解決，其無法取得協議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第五十八條
①經營者之行動寬頻系統與其他公眾通信網路連接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致侵犯他人之通信秘密。
二、維持電信服務之適當品質。
三、不致損害使用者或其他公眾通信網路設備。
四、與其他電信事業相連接之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五、具備提供受信用戶國際來話顯示國際冠碼及選用拒接國際來話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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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②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或限制其使用。
第五十九條
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特許之處分，由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無線電頻率之
指配。
第六十條
經營者及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應共同成立建設協商小組，協商網路互連、網
路漫遊及基地臺共構或共站等共用事項。
第六十一條
①經營者應遴用符合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負責及監督電信設備之
施工、維護及運用，並於施工日誌及維運日誌認可簽署。
②前項施工及維運日誌至少保存一年，主管機關派員查核時，經營者應提供
之。

第二節 業務監理
第六十二條
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提供偏遠地區基本通信服務，以達電信普及化
之目標，經營者應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繳納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第六十三條
①標得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頻段及頻率之既有經營者，應將其基地臺、
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及所連結之交換設備、傳輸機線設備等所構成之行
動寬頻系統提供新經營者國內漫遊服務，其國內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
商之。但新經營者之網路未提供之服務，不在此限。
②前項國內漫遊服務，應提供至新經營者取得行動寬頻業務系統架設許可之
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③前二項所稱新經營者，係指僅標得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頻段及頻率之
經營者。
④經營者間協商提供國內漫遊服務應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漫遊服務區域範圍為
限。但協商提供第一項之國內漫遊服務者，不在此限。
⑤協商提供第一項及第四項國內漫遊服務之經營者，應檢具協議文件，依第
四十條第八項規定向本會申請核准事業計畫書之變更。
第六十四條
經營者提供語音服務者，應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及平等接取服務管
理辦法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198 貳、通訊類法規
第六十五條
①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
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本業務之服務。
②主管機關得限制經營者受理民眾以同一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其業務服務之
用戶號碼數，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六條
①標得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頻段及頻率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
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高速基地臺中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數量應達已建設基地臺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或達一千臺以上。
二、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百分之五十。
②標得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頻段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
五年內，其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
區人口數百分之五十。
③標得 3500MHz 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
內，其於 3500MHz 頻段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總數，
應達一千臺以上。
④28000MHz 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
其於 28000MHz 頻段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核配頻寬達 100 MHz 者，應達三百七十五臺；超過 100MHz，未滿
800MHz 者，每 100 MHz 至少應增加三百七十五臺。
二、核配頻寬達 800MHz 以上者，其數量應達三千臺以上。
⑤僅取得 28000MHz 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
定。
第六十七條
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應依本法第十九條及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
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辦理。
第六十八條
本業務資費之訂定，經營者應依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
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九條
①經營者提供用戶影視、圖像、音訊等服務者，應於提供服務前先向用戶揭
露計費方式並經用戶同意，始得開始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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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經營者與其他機關（構）合作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作對象、合作方
式及使用之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變更時，亦同。
③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務之日起，應就其向用戶揭露之計費方式每日進行
測試並保存紀錄一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提供
服務之電信終端設備並配合測試。
④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
知停止該項服務之提供。
第七十條
①使用者有拒絕或遲延給付資費之情事者，經營者應定相當期限催告使用者
給付積欠之資費，並告知使用者未於所定期限內給付積欠之資費時，將依
服務契約之約定停止提供服務。
②在前項催告期限屆滿前，經營者不得以積欠資費為理由停止提供通信服
務。
第七十一條
①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
實施，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②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使用者基本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限制、條件。
四、經營者受撤銷或廢止特許、暫停或終止其營業，足以對使用者權益產
生損害時之賠償方式。
五、因其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
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使用者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其他服務條件。
③經營者所設置視聽內容傳輸平臺提供視聽內容服務者，其營業規章除應載
明前項各款服務條件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確保視聽內容服務提供者應具主動及明顯告知消費者所提供服務之銷
售方式及收費訊息之義務。
二、限制或防護兒童及少年接取不當內容之自律措施。
④營業規章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事，主管機關得限期命經營者
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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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定之服務契約範本，應載明第二項各款事項，於實施
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不得違反電信法令及營業規章之規定。變更時，
亦同。
⑥經營者應依經核定實施之服務契約範本，與使用者個別訂立服務契約。以
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本業務之服務者，亦同。
⑦經營者與其使用者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以媒體公告
其內容。
第七十二條
①經營者所經營之行動寬頻系統，其客戶及系統性能服務品質，應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服務品質規範。
②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者不得縮減依第四十五條移用之系統原電波涵蓋
範圍，並不得降低原系統提供之服務品質。
③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進行評鑑，並得定期公告各
經營者服務品質之評鑑報告。
第七十三條
經營者營運不當或服務品質不佳，足以損害使用者權益時，應依主管機關
之通知限期改善。
第七十四條
經營者與其他電信事業網路互連時，應依本法第十六條及電信事業網路互
連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十五條
①有關機關依法律授權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時，經營者應提供之。
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辦理。
②經營者建設或新設、新增、擴充行動寬頻系統時，其通訊監察相關設備應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十六條
①經營者對於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②經營者因使用者本人查詢之申請，應提供依前項規定保存之通信紀錄。
第七十七條
①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
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
營者應提供之。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行動寬頻業務之服務
者，亦同。
②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使用者姓名、住址、二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及所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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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等資料。
③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於本國自然人申請時，指國民身分證及護照之證
號或國民身分證、護照擇一及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外之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
證明文件號碼；於外國自然人申請時，指護照及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或
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擇一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號碼；於法
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申請時，指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之證明文件及
代表人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
④無法依本規則持國民身分證或護照辦理用戶雙證件查核者，關於其身分證
明文件，於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⑤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之。
第七十八條
①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本業務之服務者，應每週複查其
使用者資料，如有使用者已經啟用服務而無使用者資料之情事，經營者應
通知使用者於一週內補具，逾期未補具者，經營者應暫停其通信。
②前項規定，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範本內定之。
第七十九條
①經營者擬暫停或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
個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
②經營者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特許。
③前項暫停營業期限屆滿或終止營業時，主管機關必要時得為適當之處置。
第七十九條之一
①經營者因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而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應於特許執照有
效期間屆滿日前三個月檢具業務終止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特許
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
②前項之終止計畫，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報請備查時之使用者數量及至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預計減少之使
用者數量。
二、保證金及溢繳費用之退還措施。
三、業務終止宣導規劃。
四、通知使用者之具體執行作為。
五、客服應變計畫。
六、其他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
第八十條
①經營者應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及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提供號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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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服務。
②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擬移用終止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之電信號
碼，應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准移用
者不適用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第三節 頻率使用權轉讓
第八十一條
①得標者雙方或多方於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一次繳清得標金，或繳
納得標金頭期款，並提供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之支付擔保後，始得於六個
月內協議，將其標得之頻率繳回，並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申請指配或重新指
配同頻段同頻寬之頻率。
②前項申請，應由各方檢具下列文件：
一、事業計畫書或事業計畫書變更說明及相關文件。
二、頻率使用權轉讓協議書影本。
三、頻率指配申請表。
③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七項或第八項規定審查前項第一款文件，並核發籌設
同意書或核准事業計畫書變更後，始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指配頻率。
④第二項申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或記載事項有誤者，主管機關應
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⑤第一項繳回頻率之得標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三個月內，繳清其繳
回頻率之得標標的得標金，核准始生效力。
⑥為第一項申請之得標者，有變更系統建設計畫之必要時，得一併依第四十
三條第五項規定提出申請。
第八十二條
①經營者歷次得標之任一頻段，經其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系統技術
審驗合格證明後，得與他經營者協議，將該次得標頻段之一部或全部頻率
繳回，並由他經營者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率。
②經營者依前項受指配之頻率，得再與他經營者協議，將其頻率繳回，並由
他經營者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率。
③經營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後，始得為前二項之申請：
一、第六十六條有關本業務高速基地臺建設之規定。
二、履行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核准之事業計畫書有關偏遠地區高速
基地臺建設之總數量。
④經營者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標得之頻率，不受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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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標得之頻率，不受前項第二款之限制。
⑤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應由各方檢具下列文件：
一、事業計畫書變更說明及相關文件。
二、頻率使用權轉讓協議書影本。
三、頻率指配申請表。
⑥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八項規定審查前項第一款文件並核准變更後，始得
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指配頻率。
⑦第五項申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或記載事項有誤者，主管機關應
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⑧第一項繳回頻率之得標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三個月內，繳清其繳
回頻率之得標標的得標金，核准始生效力。
⑨為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之經營者，有變更系統建設計畫之必要時，得一併
依第四十三條第五項規定提出申請。
第八十三條
①依前二條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轉讓之頻寬非為上下行各 5MHz 之整數倍數。
二、轉讓之頻寬於單一區塊頻段非為 5MHz 之整數倍數，或於配對區塊頻
段非為配對各 5MHz 之整數倍數。
三、讓與方之剩餘頻寬低於上下行各 10MHz，且於單一區塊頻段低於
10MHz，且於配對區塊頻段低於配對各 10MHz。
四、受讓方受讓後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之三分之一。
五、受讓方受讓後之 1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 1GHz 以下頻段總
頻寬之三分之一。
六、受讓方受讓後之 3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 3GHz 以下頻段總
頻寬之三分之一。
七、受讓方受讓後之 6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 6GHz 以下頻段總
頻寬之三分之一。
②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不受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規定
之限制。
③依前二條轉讓之頻率，其使用期限至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有效期間屆滿日止。

第三章之一 資通安全管理
第八十三條之一
①經營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一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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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年內通過下列資通安全管理驗證：
一、CNS27001 國家標準或 ISO／IEC27001 國際標準。
二、主管機關公告之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手冊 ISO／IEC27011 增項稽核
表。
②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取得特許
執照之經營者，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
施，並於二年內通過前項資通安全管理驗證。
③前二項驗證之實施作業範圍與資通安全偵測防護設施，應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④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依主管機關通知，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驗證之
實施作業範圍，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通過資通安
全管理驗證：
一、系統發生資通安全事件達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規定之影響
等級第三級以上者。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之虞，經有關機關通知者。
⑤第一項及第二項期間，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通知，主管機關得
命經營者縮減之。
⑥經營者應定期進行滲透測試、弱點掃描及修補作業，且應依主管機關公告
之資通安全應變作業程序，建立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處理、回報等聯防
應變措施。
⑦資通安全事件發生後，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通報之資安事件，辦理緊急應
變措施並保存紀錄，回報主管機關備查，該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第八十三條之二
①經營者設置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均應以實體隔離方式設
置，並具備獨立出入口。
②前項出入口應設置全天候入侵告警與錄影監控之門禁安全管理系統，告警
與錄影紀錄至少應保存六個月。
③第一項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除設置、維護、監督或其他營
運必要之目的外，禁止任何人進入機房。
④經營者應按其設置之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分別訂定機房安
全管理作業規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⑤前項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中心機房之安全管理作業規定至少包含下列
項目：
一、權責劃分：包含安全維護區、負責單位、員工編制及職掌、員工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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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權限等。
二、門禁管理：包含進出機房之員工、協力廠商、參訪人員或網路資料中
心之客戶等人員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等身分識別、
所屬機關（構）、進出時間、進入目的、複查人員之複查紀錄及物
品進出機房等管理。
三、維運管理：包含員工維運或協力廠商維護機房設備等管理。
四、環境管理：包含消防、保全、電力及相關設施管理。
五、管理紀錄：包含門禁管理、維運管理及環境管理等紀錄。
六、查核作業：包含定期與不定期查核作業。
⑥前項第五款管理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⑦第四項機房安全管理作業規定，主管機關得視經營者實施狀況要求經營者
變更之。
⑧經營者應落實執行第四項機房安全管理作業規定，主管機關得定期或視需
要派員查核之。
第八十三條之三
①經營者設置網路資料中心機房提供其他電信事業置放電信設備提供電信服
務時，其出租予其他電信事業之空間，應以實體隔離方式設置，並具備獨
立出入口。
②經營者設置網路資料中心機房已出租予其他電信事業置放電信設備不符前
項規定者，應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日起一年內改正。無法於期限內改正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八十三條之四
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知會主管機
關，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通知，禁止該人員進入電信設備機房或網路資料
中心機房。
第八十三條之五
①經營者委託他人設計、開發涉及網路系統資源、用戶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
相關之資通系統軟體或維運系統者，應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維運作業時
應由電信設備機房員工全程監控，並將系統連線之操作指令完整記錄之，
該紀錄檔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②經營者不得委託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進行涉及網路系統資源、用戶
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相關之資通系統軟體設計及開發、遠端系統連線維運
及測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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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爭議之調處
第八十四條
①依本規則規定應由經營者間協商之事項，經營者應依誠實信用之方法相互
協商。如就同一事項有數經營者請求協商時，得同時為之。
②前項所定協商，應於開始協商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並於協議後一個
月內將協議書送請主管機關備查。經營者於收受協商請求後一個月內不開
始協商，或於三個月內不能達成協議者，任一方均得以書面請求主管機關
調處之。

第五章 附

則

第八十五條
①申請經營本業務者，應按申請審查、認證、審驗及證照等作業，依主管機
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審查費、認證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②歷次得標者應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當年度起算之第三年一月一日起
依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③得標標的頻率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當年度起算之第三年一月一日後
仍為行動電話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使用
時，得標者應自該經營者繳回頻率之日起，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第八十五條之一
經營者利用電信網路編碼計畫 040 字頭碼（prefix）之電信號碼所提供之服
務，不適用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七十八條規定。
第八十六條
本規則所定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規則另有
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並公告之。
第八十七條
本規則所定申請人、競價者、得標者或經營者應遵守之期間（限），除另有
得展延之規定者外，均為不變期間。
第八十八條
違反本規則規定者，依本法規定處罰。
第八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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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本業務歷次開放申請特許執照得使用頻率之頻段及頻寬
年度

頻段

700MHz

中華民國
102 年

900MHz

1800MHz

2500MHz 及
中華民國
2600MHz 配對
104 年
區塊

頻寬
A1：上行 703MHz∼713MHz；下行 758MHz∼768MHz
（上下行各 10MHz）
A2：上行 713MHz∼723MHz；下行 768MHz∼778MHz
（上下行各 10MHz）
A3：上行 723MHz∼733MHz；下行 778MHz∼788MHz
（上下行各 10MHz）
A4：上行 733MHz∼748MHz；下行 788MHz∼803MHz
（上下行各 15MHz）
B1：上行 885MHz∼895MHz；下行 930MHz∼940MHz
（上下行各 10MHz）
B2：上行 895MHz∼905MHz；下行 940MHz∼950MHz
（上下行各 10MHz）
B3：上行 905MHz∼915MHz；下行 950MHz∼960MHz
（上下行各 10MHz）
C1：上行 1710MHz∼1725MHz；下行 1805MHz∼
1820MHz（上下行各 15MHz）
C2：上行 1725MHz∼1735MHz；下行 1820MHz∼
1830MHz（上下行各 10MHz）
C3：上行 1735MHz∼1745MHz；下行 1830MHz∼
1840MHz（上下行各 10MHz）
C4：上行 1745MHz∼1755MHz；下行 1840MHz∼
1850MHz（上下行各 10MHz）
C5：上行 1755MHz∼1770MHz；下行 1850MHz∼
1865MHz（上下行各 15MHz）
D1：2500MHz∼2520MHz；2620MHz∼2640MHz
（配對區塊，各 20MHz）
D2：2520MHz∼2540MHz；2640MHz∼2660MHz
（配對區塊，各 20MHz）
D3：2540MHz∼2560MHz；2660MHz∼2680MHz
（配對區塊，各 20MHz）
D4：2560MHz∼2570MHz；2680MHz∼2690MHz
（配對區塊，各 1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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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頻段
2500MHz 及
2600MHz 單一
區塊

頻寬
D5：2570MHz∼2595MHz，內含護衛頻帶 2570MHz∼
2575MHz（單一區塊 25MHz，內含護衛頻帶 5MHz）
D6：2595MHz∼2620MHz，內含護衛頻帶 2615MHz∼
2620MHz（單一區塊 25MHz，內含護衛頻帶 5MHz）
E1：上行 1920MHz∼1925MHz；下行 2110MHz∼
2115MHz（上下行各 5MHz）
E2：上行 1925MHz∼1930MHz；下行 2115MHz∼
2120MHz（上下行各 5MHz）
E3：上行 1930MHz∼1935MHz；下行 2120MHz∼
2125MHz（上下行各 5MHz）
E4：上行 1935MHz∼1940MHz；下行 2125MHz∼
2130MHz（上下行各 5MHz）
E5：上行 1940MHz∼1945MHz；下行 2130MHz∼
2135MHz（上下行各 5MHz）

2100MHz

E6：上行 1945MHz∼1950MHz；下行 2135MHz∼
2140MHz（上下行各 5MHz）
E7：上行 1950MHz∼1955MHz；下行 2140MHz∼
2145MHz（上下行各 5MHz）
E8：上行 1955MHz∼1960MHz；下行 2145MHz∼
2150MHz（上下行各 5MHz）

中華民國
106 年

E9：上行 1960MHz∼1965MHz；下行 2150MHz∼
2155MHz（上下行各 5MHz）
E10：上行 1965MHz∼1970MHz；下行 2155MHz∼
2160MHz（上下行各 5MHz）
E11：上行 1970MHz∼1975MHz；下行 2160MHz∼
2165MHz（上下行各 5MHz）
E12：上行 1975MHz∼1980MHz；下行 2165MHz∼
2170MHz（上下行各 5MHz）
C6-1：上行 1770MHz∼1775MHz；下行 1865MHz∼
1870MHz（上下行各 5MHz）
1800MHz

C6-2：上行 1775MHz∼1780MHz；下行 1870MHz∼
1875MHz（上下行各 5MHz）
C6-3：上行 1780MHz∼1785MHz；下行 1875MHz∼
1880MHz（上下行各 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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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

中華民國
108 年

1800MHz 頻段

3500MHz 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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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
C7（原為中華民國 106 年開放申請之 C6-2 及 C6-3）：
上行 1775MHz∼1785MHz；下行 1870MHz∼
1880MHz(上下行各 10MHz)
F1：3300MHz∼331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3310MHz∼3320MHz（單一區塊 10MHz）
F3：3320MHz∼3330MHz（單一區塊 10MHz）
F4：3330MHz∼3340MHz（單一區塊 10MHz）
F5：3340MHz∼3350MHz（單一區塊 10MHz）
F6：3350MHz∼3360MHz（單一區塊 10MHz）
F7：3360MHz∼3370MHz（單一區塊 10MHz）
F8：3370MHz∼3380MHz（單一區塊 10MHz）
F9：3380MHz∼339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0：3390MHz∼340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1：3400MHz∼341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2：3410MHz∼342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3：3420MHz∼343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4：3430MHz∼344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5：3440MHz∼345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6：3450MHz∼346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7：3460MHz∼347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8：3470MHz∼3480MHz（單一區塊 10MHz）
F19：3480MHz∼349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0：3490MHz∼350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1：3500MHz∼351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2：3510MHz∼352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3：3520MHz∼3530MHz（單一區塊 1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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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頻段

頻寬
F24：3530MHz∼354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5：3540MHz∼355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6：3550MHz∼3560MHz（單一區塊 10MHz）
F27：3560MHz∼3570MHz（單一區塊 10MHz）

28000MHz 頻段 G1：27000MHz~271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27100MHz~272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3：27200MHz~273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4：27300MHz~274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5：27400MHz~275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6：27500MHz~276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7：27600MHz~277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8：27700MHz~278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9：27800MHz~279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0：27900MHz~280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1：28000MHz~281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2：28100MHz~282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3：28200MHz~283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4：28300MHz~284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5：28400MHz~285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6：28500MHz~286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7：28600MHz~287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8：28700MHz~288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19：28800MHz~289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0：28900MHz~290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1：29000MHz~291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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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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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
G22：29100MHz~292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3：29200MHz~293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4：29300MHz~294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G25：29400MHz~29500MHz（單一區塊 100MHz）

【修正說明】依據行政院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二日公告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開
放 之業 務項目 、範 圍、時 程及 家數一 覽表 」，行 動寬 頻業務 新增 開 放
1800MHz、3500MHz 及 28000MHz 頻段供用，爰於附表一增訂上開頻段及頻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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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分期繳納得標金比率及得標金利息之餘額比率計算表(五年期)
繳納年度

X

X+1

X+2

X+3

X+4

繳納比率(%)

20

20

20

20

20

計算應繳納利息之餘額比率(%)

100

80

60

40

20

保證期間

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五年又三個月止

分期繳納得標金比率及得標金利息之餘額比率計算表(四年期)
繳納年度

X

X+1

X+2

X+3

繳納比率(%)

25

25

25

25

100

75

50

25

計算應繳納利息之餘額比率(%)
保證期間

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四年又三個月止

分期繳納得標金比率及得標金利息之餘額比率計算表(三年期)
繳納年度
繳納比率(%)
計算應繳納利息之餘額比率(%)
保證期間

X

X+1

X+2

33.34

33.33

33.33

100

66.66

33.33

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三年又三個月止

分期繳納得標金比率及得標金利息之餘額比率計算表(二年期)
繳納年度

X

X+1

繳納比率(%)

50

50

100

50

計算應繳納利息之餘額比率(%)
保證期間

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二年又三個月止

註：
1. 繳納年度：X 係指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一款所定繳納截止日次年。
2. 繳納比率(%)：係指應繳納得標金扣減得標競價標的底價總合之餘額百分
比。
3. 計算應繳納利息之餘額比率(%)：係指應繳納利息之得標金扣減得標競價標
的底價總合之餘額百分比。
4. 得標者採分期方式者，可提前繳納得標金。其繳納方式實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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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甲業者標得 A 頻率 30 億元、B 頻率 20 億元及 C 頻率 10 億元，其得標金
共計 60 億元，於規定期限內須先行繳納底價 30 億元(假設底價分別為 15、
10、5 億元)，其得標金扣除底價剩餘尚未繳納之金額為 30 億元。
(1)若依附表規定分為五年共 5 期繳納，則每一年分期金額為 6 億元(如表 1)
及其前一年度得標金扣除底價及已繳每年分期金額後剩餘未繳納金額之
利息。
(2)若依附表規定分為四年共 4 期繳納，則每一年分期金額為 7.5 億元(如表
2)及其前一年度得標金扣除底價及已繳每年分期金額後剩餘未繳納金額
之利息。
(3)若附表規定分為三年共 3 期繳納，則每一年分期金額為 10 億元(如表 3)
及其前一年度得標金扣除底價及已繳每年分期金額後剩餘未繳納金額之
利息。
(4)若附表規定分為二年共 2 期繳納，則每一年分期金額為 15 億元(如表 4)
及其前一年度得標金扣除底價及已繳每年分期金額後剩餘未繳納金額之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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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五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114

分期金額

6

6

6

6

6

註：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表 2：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四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分期金額

7.5

7.5

7.5

7.5

註：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表 3：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三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分期金額

10

10

10

註：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表 4：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二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分期金額

15

15

註：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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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提前繳納得標金
1. 若甲業者分為五年共 5 期繳納，且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提前繳納得
標金：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納 10 億元，其提前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
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114 年），另可扣除 113 年應繳金額 4 億元。意
即自 112 年起，甲業者仍需依附表規定繳納 6 億元金額，於第 113 年應繳納
剩餘金額 2 億元；各分期餘額之利息仍應依規定繳納。

表 5：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五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114

分期金額

6

6

6

2

0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114 年應繳金額為零(10 億扣減 1 年共 6 億，尚多繳 4 億元)。
3.113 年應繳金額為 2 億元(原應繳 6 億，扣減多繳之 4 億元，尚有未繳 2 億元)。

2. 若甲業者分為四年共 4 期繳納，且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提前繳納得
標金：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納 10 億元，其提前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
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113 年），另可扣除 112 年應繳金額 2.5 億元。
意即自 111 年起，甲業者仍需依附表規定繳納 7.5 億元金額，於第 112 年應
繳納剩餘金額 5 億元；各分期餘額之利息仍應依規定繳納。

表 6：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四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分期金額

7.5

7.5

5

0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113 年應繳金額為零(10 億扣減 1 年共 7.5 億，尚多繳 2.5 億元)。
3.112 年應繳金額為 5 億元(原應繳 7.5 億，扣減多繳之 2.5 億元，尚有未繳 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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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甲業者分為三年共 3 期繳納，且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提前繳納得
標金：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納 10 億元，其提前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
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112 年）。意即自 111 年起，甲業者仍需依附表
規定繳納 10 億元金額，於第 112 年應繳納剩餘金額 0 元；各分期餘額之利
息仍應依規定繳納。

表 7：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三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分期金額

10

10

0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112 年應繳金額為零(10 億扣減 1 年共 1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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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轉讓頻率之頻率使用權
1. 若甲業者分為五年共 5 期繳納，且甲業者為轉讓 B 頻率之頻率使用權，於
111 年 10 月 1 日一次繳清 B 頻率剩餘金額，其 B 頻率剩餘金額及次年起之
分期繳款金額計算如下：
B 頻率剩餘金額計算：
B 頻率 112 年至第 114 年金額為(20－10) ÷ 5 (年) X 3 (期)＝6（億元）
因 B 頻率之底價 10 億元甲業者已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 30
日內繳清，剩餘金額為 10 億元。原應分成 5 年繳清，即每年 2 億元。
如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清 B 頻率得標金，則因 110 年、111
年之應繳金額各 2 億元已繳納。故 111 年 10 月 1 日應繳 6 億元。其提
前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114 年）。
表 8：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5 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114

分期金額

6

6

6

6

0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轉讓 B 頻率頻率使用權，經計算應繳納 B 頻率剩餘金額 6
億元。
3.前項 6 億元扣繳方式同範例一，即 6 億元為甲業者提前繳納之金額。因此，114 年應
繳金額為 0(多繳 6 億元扣減應繳之 6 億元)。其餘，以此類推。
4.依第 81 條或第 82 條轉讓頻率者應依本範例辦理。

2.若甲業者分為四年共 4 期繳納，且甲業者為轉讓 B 頻率之頻率使用權，於
111 年 10 月 1 日一次繳清 B 頻率剩餘金額，其 B 頻率剩餘金額及次年起之
分期繳款金額計算如下：
B 頻率剩餘金額計算：
B 頻率 112 年至第 113 年金額為(20－10) ÷ 4 (年) X 2 (期)＝5（億元）
因 B 頻率之底價 10 億元甲業者已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 30 日
內繳清，剩餘金額為 10 億元。原應分成 4 年繳清，即每年 2.5 億元。如
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清 B 頻率得標金，則因 110 年、111 年之
應繳金額各 2.5 億元已繳納。故 111 年 10 月 1 日應繳 7.5 億元。其提前
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 5 億元（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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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4 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113

分期金額

7.5

7.5

7.5

2.5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轉讓 B 頻率頻率使用權，經計算應繳納 B 頻率剩餘金額 5
億元。
3.前項 5 億元扣繳方式同範例一，即 5 億元為甲業者提前繳納之金額。因此，113 年應
繳金額為 2.5(多繳 5 億元扣減應繳之 7.5 億元)。其餘，以此類推。
4.依第 81 條或第 82 條轉讓頻率者應依本範例辦理。

3.若甲業者分為三年共 3 期繳納，且甲業者為轉讓 B 頻率之頻率使用權，於
111 年 10 月 1 日一次繳清 B 頻率剩餘金額，其 B 頻率剩餘金額及次年起之
分期繳款金額計算如下：
B 頻率剩餘金額計算：
B 頻率 112 年金額為(20－10) ÷ 3 (年) X 1 (期)＝3.33（億元）
因 B 頻率之底價 10 億元甲業者已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 30
日內繳清，剩餘金額為 10 億元。原應分成 3 年繳清，即每年 3.33 億
元。如甲業者欲於 111 年 10 月 1 日繳清 B 頻率得標金，則因 110
年、111 年之應繳金額各 3.33 億元已繳納。故 111 年 10 月 1 日應繳
10 億元。其提前繳納金額由最後一期開始扣抵，共可扣除 1 期 3.33 億
元（112 年）。
表 10：每一年分期金額試算表(3 年期)

單位：億元

繳納年度

110

111

112

分期金額

10

10

6.67

註：
1.分期金額應再加計前一年度得標金剩餘尚未繳納金額之利息。
2.甲業者於 111 年 10 月 1 日轉讓 B 頻率頻率使用權，經計算應繳納 B 頻率剩餘金額
3.33 億元。
3.前項 3.33 億元扣繳方式同範例一，即 3.33 億元為甲業者提前繳納之金額。因此，112
年應繳金額為 6.67(多繳 3.33 億元扣減應繳之 10 億元)。其餘，以此類推。
4.依第 81 條或第 82 條轉讓頻率者應依本範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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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為符合金融實務運作，縮短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擔保期間小於或等
於五年又三個月，並配合調整得標金分期繳納期數至二至五年，爰修正附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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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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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網路互連：指電信事業為使其用戶能與其他電信事業之用戶通信或接
取其他電信事業之服務所為之網路連結。
二、行動通信網路：指由行動通信系統及其電信機線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網
路。
三、固定通信網路：指由固定通信系統及其電信機線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網
路。
四、衛星行動通信網路：指由衛星系統與行動地球電臺或其他地球電臺間
組成之通信網路。
五、行動通信網路事業：指設置行動通信網路經營行動通信業務之電信事
業。
六、固定通信網路事業：指設置固定通信網路經營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
路業務、國際網路業務等固定通信網路業務之電信事業。
七、衛星行動通信網路事業：指設置衛星行動通信網路經營衛星行動通信
業務之電信事業。
八、市內通信營業區域：係以縣（市）之行政區域為原則而劃定之某一區
域，作為當地市內電話交換系統之服務範圍，在該區域內所裝設之
電話，其相互間之通信均按市內通信計費者。
九、通信費：指電信事業利用電信設備提供通信服務向用戶收取之費用。
十、成本：指含合理投資報酬之電信服務成本。
十一、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指電信事業為提供網路互連而利用與各細分
化網路元件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全部設備及功能所增加之長期前瞻
性成本。
十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十
條之定義。
十三、網路介接點：電信事業間為網路互連目的所設置之實質連接點。
十四、撥號選接服務：指當用戶撥接長途或國際通信時，選接服務提供者
之通信網路依用戶所撥法定長途或國際通信之網路識別碼判別，
自動連接該長途或國際網路供用戶通信。
十五、批發轉售服務：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一項之定義。
十六、行動轉售服務：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一項之定義。
十七、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
第一項之定義。
十八、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依平等接取服務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之

222 貳、通訊類法規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217

定義。
έన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及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
間之網路互連。
申請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並依本法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其相互間或與
其他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事項，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
第一節 網路互連原則
Ѳ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他方不得拒
絕。
前項網路互連，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核准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一、不具技術可行性。
二、有影響通信設備安全之虞。
Ϥ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之網路互連應符合經濟、技術及行政效率。
ϲ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其本身、關係企業或其他電信事業之網路互連服務，
其價格、品質及其他互連條件，應符合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
遇。
第一類電信事業因網路互連協商或執行網路互連協議所得之資料，僅得用
於網路互連相關服務，並應採適當之保密措施，以確保該資訊不被其關係
企業或第三人使用。但電信事業間另有約定，且其約定未違反法規規定
者，從其約定。

第二節 網路介接點設置原則
Μ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網路互連服務時，得視需要協商設置網路介接點。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提供網路互連服務時，應於任一技術可行點設
置網路介接點。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遇有無法設置網路介接點之情
事，應以書面向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一方說明理由。
下列網路介接點為技術可行點：
一、市內交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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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內彙接交換機。
三、長途交換機。
四、國際交換機。
五、專用彙接交換機。
六、信號轉送點。
七、交換中心之交接點。
八、其他已有前例之網路介接點。
評估技術可行性，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應考慮網路互連有無損害電信網路安全性或可靠性之虞。
二、不得以空間、場所及經濟性因素作為技術不可行之理由。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得依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要求，於第三項所
定技術可行點以外設置網路介接點，並得按實際之成本收費。
Τ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應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並設置隔離雙方
電信設備之責任分界設備或適當措施。
前項責任分界點、責任分界點設備與適當措施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辦
理。
Ξన
網路介接點之設備容量及互連傳輸電路應足以完成良好之通信品質及通信
流量。
國內發信用戶撥打國內受信用戶之通信，除經本會許可或受信用戶使用國
際漫遊服務者外，發信網路業者或轉接網路業者不得將該通信經由境外網
路轉接。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通信品質，應符合本會所定服務品質規範。
Ϊన
網路互連之各電信事業應負責維護其網路端至網路介接點部分之鏈路。
ΪΙన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時，得依雙方之協議決
定網路互連相關設備之設置、維修、場所及相關費用。
前項費用之計算，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
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網路互連服務，應依要求網路互連一方之請求，於其
場所提供網路互連相關電信設備之設置空間。
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證明無法依前項提供設置空間時，應另提供其他場所
供互連業者設置網路互連相關設備。但網路互連相關設備，由要求互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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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提供。
ΪΠ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依序採用本會所定技術規範、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既
有電信系統之互連條件，作為信號、傳輸、同步及訊務量或必要之訊務資
料交換等功能建置之依據。
無前項依據可資遵循時，得由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協商辦理。

第三節 網路互連費用
Ϊέన
網路互連時，其相關服務費用如下：
一、網路互連建立費：指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為建立網路互連所產生之一次
成本支出。
二、接續費：指網路互連時依使用網路通信時間計算之費用。
三、轉接接續費：指二家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一部或全部未直接互
連，其網路間之通信需經由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轉接始能完
成，而須支付之通信轉接費用。
四、鏈路費或其他設備租金：指租用鏈路或其他設備，以建構網路互連電
路之費用。
五、其他輔助費：指為提供其他服務所應收取之費用。
前項各款費用之負擔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接續費、鏈路費由通信費歸屬之一方負擔。但互連業者間對鏈路費之
負擔另有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
二、轉接接續費由致生轉接原因者負擔；其無致生轉接原因者，由相關業
者協議之。
三、其他費用由要求互連而造成他方成本增加之一方負擔。
二網路間之通信話務量超過其直接互連電路或頻寬之承載量者，其需經由
其他網路轉接該溢流通信所生之轉接接續費，由相關業者協議之，不適用
前項第二款之規定。
ΪѲన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
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
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
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四年定期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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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續費應按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
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
正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及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之接續費，除法規另有
規定者外，應依本會公告定之，其計算及檢討準用第三項之規定。
ΪϤ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時，應依前條
規定所計算之費率，作為支付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接續費之費率。
Ϊϲన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接續費之計算方式。要求互連之
一方對接續費計算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本會應將查核結果
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相關資料，供其查核。
ΪΜన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及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之細分化網路元件如
下：
一、行動通信中繼線。
二、行動通信基地臺。
三、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
四、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
五、其他本會認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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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Τ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在技術可行下，應同意將市內用戶迴路之接取點設置於市
內交換局之配線架、用戶建築物之配線箱或配線架、或路邊交接箱。
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出租細分化網路元件之費率，除法
令另有規定者外，由雙方協商定之。但屬網路瓶頸所在設施者，其費率應
按成本計價。
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出租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費
率應按歷史成本法計價，並應每年報請本會核准。

第四節 通信費處理原則
ΪΞ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通信，其通信費之處理，依本節規定，本節未規定
者，由第一類電信事業協商定之。
ΠΪన
行動通信網路與固定通信網路間之通信，除國際通信外，其通信費之處
理，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依行動通信網路事業之訂價向發信端用戶收
取，通信費營收歸屬於行動通信網路事業。但自民國一百年一月一
日起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並由其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
費營收歸屬於發信端電信事業。
二、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受信端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內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應支付行動通信網路事業過渡期費，其費率如附
表。
前項所稱過渡期費，指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內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因通信費
訂價權及歸屬之變更，於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支付行動通信網路事業之費率。
ΠΪΙన
使用行動通信網路作國際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除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國際通信費由行動通信網路事業按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訂
價向發信端用戶收取。國際通信費營收歸屬於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一
類電信事業。行動通信網路事業得按經核定之費用，對其用戶另行
加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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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信網路用戶之國際發信及受信，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應支付行動通信網路事業之費用，由雙方業者協商訂定之。
三、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受信端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前項第一款前段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及第三款之規定，第一類電信事
業間另有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
ΠΪΙనϞΙ
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之預付卡用戶撥號選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之國際
網路通信服務時，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
經營者間之國際通信費收取及呆帳責任，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
定辦理，不適用前條有關通信費收取及呆帳責任規定：
一、如有協議，依其協議辦理。
二、如無協議，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於通信鏈路建立前，如以適當方式通知
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該通通信係由預付卡用戶
發話者，由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向預付卡用戶
收取國際通信費用並負呆帳責任。
（二）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於通信鏈路建立前，未以適當方式通知
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該通通信係由預付卡用戶
發話者，由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向預付卡用戶收取國際通信
費用並負呆帳責任。
前項所稱以適當方式通知，係指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建立通信鏈路時於
信號鏈路附加訊息、另立預付卡用戶國際通信專屬鏈路、於預付卡用戶撥
接之國際號碼中附加訊息或其他經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同
意之方式，使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於連通該通國際通信前
即可判別是否由預付卡用戶發話者。
第一項之適當方式，應由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
路業務經營者協商並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協議不成時，得依本
辦法規定，向本會申請裁決。
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未獲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同意代收
通信費用與呆帳責任時，得基於呆帳負擔風險或帳務處理困難之因素，停
止開通連接該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所屬預付卡用戶撥接其國際網路通信
服務之通信路由，並應同時以書面陳報本會備查。
ΠΪΠన
行動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並由其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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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歸屬發信端電信事業，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
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除其支付受信端電信事業相關
費用之責任。
ΠΪέన
固定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市內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並向發
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於發信端電信事業。
二、市內網路業務用戶之長途發信及受信，通信費由經營長途通信之電信
事業訂價並向選用其網路之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經營長途通
信之電信事業。
三、市內網路業務用戶之國際發信及受信，通信費由經營國際通信之電信
事業訂價並向選用其網路之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經營國際通
信之電信事業。
四、呆帳由通信費營收歸屬之電信事業負責，通信費營收歸屬之電信事業
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除其支付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
任。
ΠΪѲన
衛星行動通信網路間，及衛星行動通信網路與固定通信網路或行動通信網
路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及收取。
二、通信費之營收歸屬於發信端之電信事業。
三、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責，發信端業者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除其
支付其他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前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另有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
ΠΪѲనϞΙ
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網路與行動通信、市
內通信或衛星行動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應依下列原則
辦理：
一、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並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
於發信端電信事業。
二、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市內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網路與行動
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依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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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Ϥ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設置通信紀錄設備，並以適當方式提供互連業者驗證之
通信紀錄。
第一類電信事業因網路設備之限制，無法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採取適當
之替代措施。
第一項所定驗證之通信紀錄，應包括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網
路所產生之發信方電信號碼、受信方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迄時間
等紀錄；其屬轉接網路或受信網路者，並應包括該轉接網路或受信網路提
供該電信服務之路由、電路等資料。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因網路互連提供帳務處理服務時，應符合無差別待遇
之原則。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因帳務核對之需要，轉接網路業者應依受信網路業者之
要求，提供按各發信網路業者別之轉接驗證通信紀錄。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網路設備應具備向受信端網路及受信用戶提供發信
用戶電信號碼之功能，並應於通信呼叫處理時，線上即時發送該通信之發
信用戶電信號碼至受信端網路。該通信經由轉接方式發送時，轉接網路業
者亦應將發信用戶電信號碼轉送至受信端網路。
受信網路業者向轉接網路業者舉證有經其所轉接未帶發信用戶電信號碼之
通信紀錄或電信號碼不完全致無法主張接續費拆帳權利時，轉接網路業者
應依國際來話支付受信網路業者接續費。
前二項用戶電信號碼，指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核配之電信號碼。

第五節 網路互連協議及裁決程序
ΠΪϲ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協議，應由互連網路之業者協商，並簽訂協
議書。
除國內不同市內通信營業區域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網路間之長途通信
外，二家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間之通信，需經由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
路轉接者，其網路互連協議，應由相關第一類電信事業共同協商，並共同
簽訂協議書。
未依前項規定共同簽訂協議書者，電信事業不得收、送需透過轉接之話
務。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簽訂完成之互連協議書，應於一個月內由各方業者以書
面報請本會備查。
本會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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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依業者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
財產權之內容。
ΠΪΜన
前條之網路互連協議，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網路互連之雙方業務種類。
二、網路互連傳輸鏈路提供者。
三、網路介接點接續原則及服務品質規定。
四、網路互連之介面規範及其他相關規定。
五、雙方網路規劃，包括訊務預測、網路設計更改之通知期限、接續完成
率之改善及互連傳輸電路頻寬增減之處理方式。
六、網路互連費用。
七、接續費之計算方式、鏈路費及轉接接續費、帳務處理、帳務處理費用
之分攤、帳務之核對及錯帳之更正以及其他攤帳有關事項。
八、用戶通信費之收取。
九、爭議處理程序。
十、協議書內容增修、終止等有關事項。
十一、有關資料保密及雙方免責範圍之事項。
十二、如有共用場所者，與場所共用有關之事項。
ΠΪΤ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或提出修改或
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
協議時，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
方當事人。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前條所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
項範圍內，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
他方當事人。
前二項申請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應受裁決事項之聲明及理由。
四、開始協商日期及協商過程。
五、協商已達成及未達成之事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有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而未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
時，本會認其情形有損害公共利益之虞者，得依職權調查並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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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依前項規定依職權裁決前，得先限期命網路互連相關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協商，各該電信事業不得拒絕。
ΠΪΞన
申請裁決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本會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當事人非屬第一類電信事業者。
二、非屬網路互連事項者。
三、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或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未經協議程
序者。
四、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或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未達三個月
者。
五、對已經裁決事項重行申請裁決者。
六、裁決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者。
έΪన
本會為辦理裁決事項，得限期命各方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當事人拒絕提
出或逾期未提出者，本會得逕依申請裁決當事人所提資料及職權調查所得
資料裁決之。
本會為辦理裁決事項，得向各方當事人索取相關資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
見，並就事件有關事實為必要之調查。
έΪΙన
本會應於收到裁決申請書或依職權開始調查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裁決書，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各方當事人。
前項期間，於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命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依命補
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裁決書至少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裁決主文。
四、事實。
五、理由。
六、年、月、日。
七、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
機關。
本會得視裁決案件之協商狀況，為一部或全部裁決，或裁決暫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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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裁決書應於作成後十日內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
當事人不服本會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
έΪΠన
本會為辦理網路互連爭議之裁決，得設裁決工作小組。

第三章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
之網路互連
έΪέన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
業網路直接互連之要求。
前項網路互連，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核准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一、不具技術可行性。
二、有影響通信設備安全之虞。
έΪѲ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通信，其通信費之處理，依本
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由電信事業協商定之。
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其轉接第二類電信事業之
話務，應與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協商並支付相關費用。
έΪϤన
固定通信網路與提供長途或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間之通信，其
通信費之處理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市內網路業務用戶使用撥號選接服務之長途通信，通信費由經營長途
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價並向以撥號選接選用其網路之用戶收
取。通信費營收歸屬經營長途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
二、市內網路業務用戶使用撥號選接服務之國際發信及國際受信，通信費
由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價並向以撥號選接選用其網路
之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支付與其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費用，由雙
方協商訂定之。
四、呆帳由第二類電信事業負責，第二類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έΪϲన
行動通信網路與提供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間之通信，其通信費
之處理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使用撥號選接服務之國際發信及國際受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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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費應由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價，並由經營國際通
信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向以撥號選接選用其網路之用戶收取。通
信費營收歸屬經營國際通信之第二類電信事業。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支付與其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費用，由雙
方業者協商訂定之。
三、呆帳由第二類電信事業負責，第二類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έΪϲనϞΙ
提供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 E.164 用戶號碼網路
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行動通信、市內通信或衛星行動通信網路間
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之處理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訂價並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
於發信端電信事業。
二、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業負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
除其支付其他電信事業相關費用之責任。
三、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支付與其直接互連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費用，由雙
方協商訂之。
έΪΜ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三個月
內與該第二類電信事業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任一方
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
前項申請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應受裁決事項之聲明及理由。
四、開始協商日期及協商過程。
五、協商已達成及未達成之事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簽訂完成之互連協議書，應於一個月
內由各方業者以書面報請本會備查。
本會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
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得依業者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
財產權之內容。
έΪΤన
申請裁決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本會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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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當事人非屬第一類電信事業者或非依本法第十六條第八項公布之第二
類電信事業。
二、非屬網路互連事項者。
三、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未經協議程序者。
四、自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未達三個月者。
五、對已經裁決事項重行申請裁決者。
六、裁決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者。
έΪΞ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事項，準用第五條至第十
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七項及第八項、第二十七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批發轉售服務及行動轉售服務經營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通信，其通信
費之處理，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之一之規定。
ѲΪన
適用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九條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本會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八項公布之。
ѲΪΙన
非屬依前條公布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與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事
項，由互連之業者協商之。

第四章 附
ѲΪΠ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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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可能之樣態與付費情況
壹、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可能樣態及付費方式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提供國際通信服務
（一）提供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撥打國際通信之用戶所屬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有直接互連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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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以撥號選接服務選用該第
二類電信事業之用戶所屬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並無直接互連係透過
另一第一類電信事業轉接話務達成通信。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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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電信事業提供固網用戶長途撥號選接服務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與市內網路業者有直接互連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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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電信事業與市內網路業者無直接互連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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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市內通信網路間相
互通信
（一）提供網路電話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市內網路業者間有直接互連

（圖九）

（圖十）

（二）提供網路電話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市內網路業者間無直接互連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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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四、使用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間相
互通信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間有直接互連

（圖十三）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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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間無直接互連

（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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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可能樣態及付費方式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用戶之國際通信
（一）提供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撥打國際通信之用戶所屬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有直接互連。
1. 國際去話

（圖十七）

2. 國際來話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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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國際通信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撥打國際通信之用戶所屬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無直接互連。
1. 國際去話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十九）

2. 國際來話
例：轉接之原因由 C 業者造成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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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市話網路間之長途通信
（一）提供長途通信之固網業者與市內網路業者有直接互連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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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長途通信之固網業者與市內網路業者無直接互連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二十三）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二十四）
三、兩市話網路業者間之市話通信
（一）兩市話網路間有直接互連

（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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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市話網路間無直接互連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二十六）

四、行動通信網路與市話間之通信（除國際通信外）
（一）行動通信網路與固定通信網路有直接互連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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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信網路與市話網路無直接互連
1. 行動通信撥打市話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二十九）

2. 市話撥打行動通信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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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通信網路間之通信（假設營收歸屬發信端業者）
（一）兩行動通信網路間有直接互連

（圖三十一）

（二）兩行動通信網路間無直接互連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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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市內通信網路間相
互通信
（一）提供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市內通信網路有直接互連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二）提供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市內通信網路無直接互連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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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轉接之原因由 C 業者造成

（圖三十六）
七、使用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間相
互通信
（一）提供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有直接互連

（圖三十七）

（圖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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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行動通信網路無直接互連
例：轉接之原因由 A 業者造成

（圖三十九）

例：轉接之原因由 C 業者造成

（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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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可能樣態及付費方式
一、使用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業間相互通信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間有直接互連

（圖四十一）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間無直接互連

（圖四十二）

（圖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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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內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應支付行動通信網路事業之過
渡期費率
項 目
期 間
100年1月1日起至
100年12月31日止
101年1月1日起至
101年12月31日止
102年1月1日起至
102年1月4日止
102年1月5日起至
102年12月31日止
103年1月1日起至
103年12月31日止
104年1月1日起至
104年12月31日止
105年1月1日起至
105年12月31日止

行動通信網路 過渡期費率 過渡期費率
業務接續費率

一般時段

減價時段

(元/分鐘)註

(元/分鐘)

(元/分鐘)

2.15

1.956

0

2.15

1.7304

0

2.15

1.3843

0

1.84

1.6943

0

1.57

1.5407

0

1.34

1.2572

0

1.15

0.8186

0

說

明

1. 過渡期費計算以現行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
營者(不包括同時為第
一類電信事業行動電
話業務市場主導者及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內
網路業務市場主導者)
中所拆得收入之最低
者減去現行行動通信
網路業務接續費為起
始值，並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逐年按比
例遞減至零。
2. 未來，主管機關若核
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
接續費，致使變動
時，則以當時過渡期

106年1月1日起

1.15

0

0

費加接續費變動量為
起始值，並自核定後
接續費實施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逐
年按比例遞減至零。

註：為利各界瞭解，納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百零二年一月三日通傳通訊字第一○
一四一○六五六三○號公告，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五日起實施之行動電話業務(2G)經
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3G)經營者接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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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執照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者。
二、用戶：指與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經營者提供之通信服務者。
三、使用者：指用戶及其他使用經營者提供之通信服務者。
四、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指經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E.164 用戶號
碼網路電話服務、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租用國際電路提
供不特定用戶國際間之通信服務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業項目
者。
五、語音單純轉售服務：指經營者以租用電信事業之電路或頻寬連接公眾
交換電信網路，提供國際或長途語音服務，或話務轉接服務。
六、網路電話服務：指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與接收所提供之語音服
務。
七、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指依國際電信聯合會對電信號碼編定
規格書之編號，經營者可利用 E.164 用戶號碼提供之網路電話服務。
八、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指經營者未利用 E.164 用戶號碼所
提供之網路電話服務。
九、第二類電信事業一般業務：指第四款以外之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
十、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指經營者以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路，並
設置節點構成網路，以提供用戶作公司之內部單位、分公司、分支
機構及其關係企業間通信之服務。
十一、批發轉售服務：指經營者未租用電信事業之電路或頻寬，以批發方
式承購或承租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後，並以自己名義向用戶或使
用者提供電信服務。
十二、公用電話轉售服務：指經營者以承購或承租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
並設置以投幣、簽帳卡、信用卡或預付卡付費，供公眾使用電話
之批發轉售服務。
十三、預付式電話卡轉售服務：指經營者以承購或承租電信事業之電信服
務，提供使用者以經由國內撥接電信號碼或密碼構成通話之預付
式批發轉售服務。
十四、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之行動電話業
務經營者、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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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
十五、虛擬行動網路服務：指經營者經營行動轉售服務或行動轉售及加值
服務。
十六、行動轉售服務：指經營者以批發方式承購或承租行動網路業務經營
者之通信服務後，並以自己名義向用戶或使用者提供電信服務。
十七、行動轉售及加值服務：指經營者除經營行動轉售服務外，並設置加
值服務之網路元件提供行動通信之加值服務。
經營前項第十七款服務者，如其提供之加值服務包含前項第四款所定之服
務者，應另依本規則有關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之規定辦理。
έన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經營許可
Ѳ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檢具申請書、事業計畫書及其他相關規定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取得許可執照
後，始得營業。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其為法人者，並記載代表人之姓名及主事務
所；其為獨資經營者，並記載出資人或負責人及所在地；其為合夥
經營者，並記載執行業務之合夥人及所在地。
二、營業項目。
三、營業區域。
四、通訊型態。
五、電信設備概況。
第一項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網路或系統架構圖、電信設備機房建設地點、各地點建設計畫之電信
設備概況。
二、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三、與國內電信事業合作者，以提供預付式電話卡轉售服務或公用電話轉
售服務經營者，應檢具與該電信事業合作協議之相關文件。
四、申請經營虛擬行動網路服務者，應檢具與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合作協
議之相關文件，協議文件內並應具體載明雙方配合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相關規定及確保提供第十六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服務之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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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令規定應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經營者，須附經通
訊監察執行機關同意之通訊監察系統功能之建置計畫。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得經營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
務，且有關許可費、網路互連、號碼可攜、緊急電話服務之提供及其他相
關義務均依經營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規定辦理。
提供利用外國 E.164 用戶號碼之網路電話服務者，以 E.164 用戶號碼網路
電話服務經營者為限。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提供前項服務前，應檢具有關提供臺
灣地區免費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務、使用外國 E.164 門號之用戶資
料查核方式及配合臺灣地區通訊監察作業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始得提供服務。
Ϥ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應
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補正之期限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記載不完
備者，不予受理。
ϲ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經審查申請人依第四條檢附之文件與申請之業
務相符者，由主管機關發給許可函。
Μ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者，應於取得許可函之日起六個月內辦
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及完成其網路系統建設，並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審
驗合格後，發給許可執照及系統架構圖。但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經
營者按修正審驗技術規範，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審驗項目及實施日期，重新
申請審驗。
依前項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系統審驗申請書。
二、許可函及系統架構圖影本。
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四、高級電信工程人員證明文件。
五、各機房設備配置圖及樓層平面配置圖。
六、屬電信管制器材者須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執照、架設許可證或登記證影
本。
七、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令規定應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經營者，須附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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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八、第二類電信事業系統審驗項目紀錄表及自評報告書。
九、租用電信事業電路或頻寬之相關證明文件。
十、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提報資通安全防護及偵測設施計畫書
者，應檢附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施自評測試報告及資通安全管理
驗證合格證明文件。
依第一項所提出之申請，由主管機關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系統審驗項目紀錄
表及自評報告書所定審驗項目執行現場審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審驗合格者，由主管機關發給許可執照及系統架構圖。
二、審驗不合格經通知限期改善者，逾期未申請再審驗或經再次審驗仍不
合格者，不予許可。
未能於第一項規定期間內完成網路系統建設者，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六個月；展延以一次為限，逾期即廢止其許可。
Τ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一般業務，應於取得許可函之日起六個月內辦妥
公司或商業登記及完成其網路系統建設，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許可執照：
一、許可函影本。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令規定應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經營者，須附經通
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四、第二類電信事業系統審驗項目紀錄表及自評報告書。
五、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提報資通安全防護及偵測設施計畫書
者，應檢附資通安全防護與偵測設施自評測試報告及資通安全管理
驗證合格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通知應另行檢附之文件。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一般業務者如無網路設備，得免除前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之文件。
未能於第一項規定期間內完成網路系統建設者，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六個月；展延以一次為限，逾期即廢止其許可。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針對設置有電信設備機房者進行系統審驗。
Ξ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所用之銜接傳輸電路，應向固定通信業務或衛星固定通信
業務經營者租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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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系統內不同機房間或其系統與其他系統間之銜接傳輸電路在同一建
築物內，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者。
二、其系統與用戶間所用之銜接傳輸電路在同一建築物內，並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
Ϊన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者，其申請書或檢附之文件有虛偽、不實者不予
許可。
經營者取得許可執照後，經發現有前項情事者撤銷其許可。
ΪΙ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名稱、主事務所及代表人姓名。
二、資本額。
三、業務類別及營業項目。
四、營業區域。
五、執照有效期間。
六、發照日期。
七、執照字號。
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前核發之許可執照；其執照有效期間為十年，期間
屆滿二個月前，欲繼續經營者應申請換發許可執照，其未申請換發者，原
領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不得繼續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
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核發之許可執照或因原領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滿
而申請換發之許可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限屆滿二個月前，欲繼續經
營者應申請換發許可執照，其未申請換發者，原領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
滿，不得繼續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
ΪΠన
許可執照不得出租、轉讓。
許可執照遺失、毀損者，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其登載事項有
變更時，應申請換發，未申請換發者，經主管機關查知，得通知其申請換
發。
依前項規定補發、換發之許可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同。
ΪΠనϞΙ
經營者與經營者或非經營者合併，應於合併前與合併者共同檢具合併事業
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事業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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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
二、營業項目及區域。
三、股東會議紀錄及契約書。
四、用戶權益保障措施。
五、預定合併生效日。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准者，不適用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但其網路系統有
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
經營者與非經營者合併後經營者仍存續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ΪΠనϞΠ
前條第一項之合併經核准後，合併存續者應於三個月內辦妥公司或商業登
記，並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許可執照。
前項合併存續者應依經核准之用戶權益保障措施辦理。
Ϊέన
經營者擬變更其業務類別或營業項目者，就其異動部分，應事先檢具第四
條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經營者擬變更事業計畫書內系統架構者，應於系統正式啟用後一個月內報
主管機關備查。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令規定應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經營者擬新增或擴充通
訊系統而變更事業計畫書內系統架構者，須檢附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同意之
通訊監察系統功能建置計畫及其同意函，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辦理建
置，於建置完成後檢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驗，不適用前項規定。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預付式電話卡轉售服務或公用電話轉售服務經營者，
其批發合作之電信事業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章 營運管理
第一節 通
ΪѲన
經營者之營運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
一、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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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Ϥన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用戶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四、經營者經受廢止許可，或暫停或終止其營業以致對用戶權益產生損害
時，對用戶之賠償或補償方式。
五、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
遞而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用戶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經受廢止許可、暫停或終止其營業、或變更
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時，對既有用戶號碼之處理方式及其權
益之保護措施。
八、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所提供之網路電話服務品質、一
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務與市內網路業務語音通信服務之差異比
較。
九、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明確揭露其所提供以利用外國
E.164 用戶號碼之所屬國所賦予該號碼用戶之權利。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服務條件。
經營者與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應包含前項各款事項，且不得違反電信法
令。如有違反，致損害消費者權益，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正。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之經營者與其用戶訂立
之服務契約，應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ΪϤనϞΙ
第二類電信事業提供其他電信事業電信服務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
請核准：
一、服務型態或設備之合作意向書或備忘錄等相關證明文件。
二、系統架構圖，包含機房地點、電路或頻寬安排，無網路設備者免附。
Ϊϲన
發售預付式電話卡之經營者，其產品或包裝上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二、用戶申訴電話。

262 貳、通訊類法規

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257

三、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ΪϲనϞΙ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提供服務者，其銷
售門號之包裝上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二、用戶申訴電話。
三、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
務。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優先協助災害防
救有關機關傳遞災害區域緊急簡訊，並得向前述機關請求簡訊發送費用。
前項所稱災害區域緊急簡訊，指災害防救有關機關對於可能發生或已發生
災害區域內基地臺涵蓋範圍之使用者門號，所提供災害相關資訊之緊急通
知簡訊。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對於第三項災害區域緊急簡訊之內容及其發送結
果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項服務應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實施。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提供與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至少同等級
之通信服務、漫遊服務、號碼可攜服務、平等接取服務。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依據號碼可攜服務管
理辦法實施號碼可攜服務之日起，採適當方式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
戶。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依據第七項及第八項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準用
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為提供第七項所定服務，得將必要之用戶資料提
供予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所定應受通報之
電信事業及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
前項規定，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內定之。
ΪϲనϞΠ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提供服
務者，其銷售門號之包裝上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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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戶申訴電話。
三、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其所提供之網路電話服務品質、
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務與市內網路業務語音通信服務之差異
比較。
五、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
急電話服務，其路由安排比照或優於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對於一一○及一一九電話通信，應優
先處理之。
主管機關得依技術可行性及市場競爭狀態，要求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
服務經營者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及送出緊急電話發話位址；其實施時程，由
主管機關於實施日六個月前另行公告之。
ΪΜన
經營公用電話轉售服務之電信事業，其公用電話上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二、與其接取或提供其網路服務之相關電信事業之名稱。
三、用戶免費申訴電話。
四、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五、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經營公用電話轉售服務應免費提供使用者一一○及一一九緊急電話服務。
ΪΜనϞΙ
前四條以外其他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提供通信服務之經營者，其
產品、銷售門號包裝或提供通信服務之網站，應符合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之名稱。
二、用戶申訴電話。
三、電信（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使用方法、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ΪΤ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由經營者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五項之規定辦理。
用戶有拒絕或遲延給付資費之情事，經營者應定相當期限催告用戶給付積
欠之資費，並應告知用戶未於所定期限內給付積欠之資費時，將依服務契
約之約定停止提供服務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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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項催告期限屆滿前，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停止提供通信服務。
ΪΞన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進行評鑑，並得定期公告各
經營者服務品質之評鑑報告。
為辦理前項評鑑，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提供必要之資料，經營者不得拒
絕。
ΠΪన
經營者預定暫停或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一
個月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及通知使用者，並依營業規章規定辦理。
前項暫停營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復業前十五日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未申請復業者，其暫停經營之業務視為終止。
第二類電信事業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二節 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
ΠΪΙన
經營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者，應向第一類電信事業租用專線，供作用戶
與網路間及網路內部節點間連接之用，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為其用戶提供非公司內部間之通信服務。
二、為其用戶提供受信端再轉接之通信服務。
ΠΪΠన
構成公司內部間通信之通信鏈路，其發信端與受信端應至少一端經由專線
介接；其一端經由公眾電信網路介接者，應經由經營者網路節點之確認程
序，始得提供通信服務。
前項確認程序，經營者應於申請許可經營時，於事業計畫書敘明之。
ΠΪέన
經營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者，應至少保存其用戶基本資料至契約終止後
一年。
前項用戶基本資料，包括公司之內部單位、分公司、分支機構及其關係企
業之名稱與地址、公司內部關係證明文件、公司內部撥號計畫及用戶與業
者網路連接之專線電路編號等。
如用戶之公司內部關係為其關係企業時，經營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者，
應檢具用戶名稱、地址及公司內部關係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ΠΪѲన
經營公司內部網路通信服務者，應登錄及保存連接網路內部節點之專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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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編號、相關路由表及通信紀錄資料。
前項連接網路內部節點之專線電路編號、相關路由表於經營期間內須持續
保存，通話紀錄資料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第四章 通信設備維運之管理
ΠΪϤ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之經營者，應遴用符合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
人員，負責及監督各項電信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用。
ΠΪϲన
經營者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技術規範。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或限制其使用。
ΠΪΜన
經營者對於調查或蒐集證據，並依法律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者，
應提供之。
前項電信內容之監察事項，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辦理之。
經營者對於第一項電信通信紀錄應至少保存期間如下：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二、網路電話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三、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一）撥接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六
個月。
（二）非固接式非對稱性數位用戶迴路（ADSL）用戶識別帳號、通
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保存三個月。
（三）纜線數據機用戶識別帳號、通信日期及上、下網時間等紀錄應
保存三個月。
（四）張貼於留言版、貼圖區或新聞討論群之內容來源 IP 位址與當時
系統時間應保存三個月。
（五）免費電子郵件信箱及網頁空間線上申請帳號時之來源 IP 位址及
當時系統時間應保存六個月。
（六）電子郵件通信紀錄應保存一個月。
四、虛擬行動網路服務通信紀錄應保存六個月。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用戶之資料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
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應提供之。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將使用者資料載入其系統資料檔存查後始

266 貳、通訊類法規

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261

得開通；以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虛擬行動網路服務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者，亦同。
前項用戶之資料包括使用者姓名、住址及二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等資料，且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另應包括
所指配號碼。用戶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以該機關
（構）公文書作為識別用戶身分之證明文件。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於本國自然人申請時，指國民身分證及國民身分
證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號碼；於外國自然人申請時，指護照及外僑
永久居留證號碼，或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擇一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
明文件號碼；於法人申請時，指公司登記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國民身分證、
護照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號碼。
主管機關得限制經營者受理民眾以同一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電信服務之用
戶號碼數。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公告之限制條件及執行方式辦理。
第四項之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
應於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其使用者資料之載入。
ΠΪΜనϞΙ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以預付卡
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提供服務者，應每週複查其用戶資料，如有使用者已
經啟用服務而無使用者資料之情事，經營者應暫停其通信。
前項規定，經營者應於其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內定之。
ΠΪΤన
經營者應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取得及使用電信號碼。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之行動網路碼或用戶號碼應向合作之行動網路業
務經營者取得，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應依據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之規定
支付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電信號碼使用費。
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變更合作之行動網路業務經營者或終止營業時，
應依據電信號碼管理辦法及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處理用戶號
碼事宜。
申請經營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者，其用戶號碼應向經營 E.164 用
戶號碼網路電話業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取得。但實收資本額已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終止營業或停止使用獲轉分配用戶號
碼時，應依據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處理用戶號碼事宜。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將所獲轉分配之用戶號碼數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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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所定之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並將必要連線資訊
告知各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發信網路經營者。
ΠΪΤనϞΙ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或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應於傳送
話務時，線上即時發送該通信之原始發信用戶號碼至受信端網路，並確保
正確送達至受信端網路。
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將來自網際網路之話務傳送至公眾
交換電話網路時，應線上即時發送其向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租用之市內網
路業務用戶號碼至受信端網路，並需確保正確送達至受信端網路。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傳送其未使用 E.164 用戶號碼之用戶
話務至公眾交換電話網路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或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不得接收或轉接未取得經
營許可業者之話務。
國內發信用戶撥打國內受信用戶之通信，除受信用戶使用國際漫遊服務者
外，發信網路業者或轉接網路業者不得將該通信經由境外網路轉接。
ΠΪΞన! Ȟւଶȟ
έΪన
經公告指定須分攤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其必要管理費用之經營者，應
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辦理。
έΪΙన
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就其設施之狀況、營運事項、資通安全管理提出報
告，並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並得派監理人員攜帶證明文件，查驗其所裝
置之各項電信設備與資通安全管理實施情形，經營者不得拒絕。

第四章之一 資通安全管理
έΪΙనϞΙ
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通知，應於一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
及偵測設施，並定期進行滲透測試、弱點掃描及修補作業，並通過
ISO/IEC27001 國際標準及主管機關公告之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手冊
ISO/IEC27011 增項稽核表之資通安全管理驗證，該驗證之實施作業範圍
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納入驗證事項：
一、經營者系統發生資通安全事件達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規定
之影響等級第三級以上者。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之虞，經有關機關知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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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主管機關考量經營業務與設施之關鍵性、用戶數或網路規模、經營
控制權等因素認定有必要者。
前項期間，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知會，主管機關得通知經營者
縮減之。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者，經主管機關考量經營業務與設施之關鍵性、
用戶數或網路規模、經營控制權等因素認定有必要時，應檢附資通安全防
護及偵測設施建置計畫書，並承諾於取得許可執照前通過第一項之資通安
全管理驗證。
第一項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公告之資通安全應變作業程序，建立資通安全
事件之通報、處理、回報等聯防應變措施。
資通安全事件發生後，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通報之資安事件，辦理緊急應
變措施並保存紀錄，回報主管機關備查，該紀錄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έΪΙనϞΠ
經營者設置電信設備機房者，應建立人員進出管制工作日誌，記錄進出人
員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所屬機關（構）
、進出時間、進入
目的及複查人員之複查紀錄等內容，工作日誌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前項電信設備機房包括網管中心機房。
電信設備機房出入口應設置錄影設備監視並記錄之，錄影紀錄應至少保存
六個月。
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知會主管機
關，並由主管機關通知經營者，經營者不得允許該人員進入電信設備機
房。
έΪΙనϞέ
經營者如委託他人設計涉及網路系統資源、用戶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相關
之資訊系統軟體或維運系統者，應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維運作業時應由
電信設備機房員工全程監控，並將系統連線之操作指令完整記錄之，該紀
錄檔應至少保存六個月。
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經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有關機關知會主管機
關，並由主管機關通知經營者，經營者不得委託該人員進行涉及網路系統
資源、用戶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相關之資訊系統軟體設計、遠端系統連線
維運及測試作業。

第五章 附
έΪΠన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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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規則規定者，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罰。
έΪέన
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標準，繳交許可費、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
費。
έΪѲన
本規則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網路電話服務許可執照
者，於本規則修正施行後，由主管機關免費逕為換發非 E.164 用戶號碼網
路電話服務許可執照。
依前項規定換發之許可執照，以其原執照之有效期間為其有效期間。
έΪϤన
本規則所定各項書表，其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έΪϲ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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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Ⴋོ߬ཾٱॎ࡙ڙЅོॎ౩ྥࠌ
1.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8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4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9 條；並自發
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16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065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5、7、10、11、30、41、43、48、51∼55、58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企字第 0974003358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1、21 條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準則依電信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二、電信業務部門：指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之部門，包括第一類電信業務
部門與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
三、第一類電信業務部門：指經營者設置電信機線設備經營電信業務之部
門。
四、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指經營者未自行設置電信機線設備經營電信業
務之部門。
五、其他業務部門：指經營者兼營之非電信業務之部門。
六、關係人：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
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之定義。
七、個體會計：指經營者製作其公司整體財務資料時，所須遵循之會計原
則、會計政策及會計科目表。
八、分離會計：指將個體會計之各項收入、成本與資產項目分離至各種電
信業務或其他業務所採用之會計概念、做法與慣例。
九、會計作業程序手冊：經營者用以記載及說明其執行本準則之詳細步驟
之文件。
十、資金成本：指為維持營運所需投入資金之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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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共置資產：指在購買或建造時，即預期由經營者與其關係人共同使
用，且其用途不易移為他用之資產。
十二、池庫：指用來彙集由各種營運作業活動或電信業務所引起之相關成
本、資產及收入之機制。
十三、動因：指造成各項成本、資產及收入發生之因素，用以推估各種電
信業務使用資源之狀態。
十四、已分攤成本法：指按可直接歸屬成本與可間接歸屬成本歸屬後之累
計成本比例分攤之方法。
έన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政策與制度、會計處理之方法、程序及原則，應依本
準則規定辦理；本準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二章 個體會計
Ϥన
經營者與其關係人間資產之移轉，除經主管機關另行核准者外，應依該資
產之公平市價計價；無法確認公平市價者，應依該資產於移轉時之帳面價
值計價。
ϲన
經營者與其關係人間相互提供或收受產品、服務及資產使用之交易，除第
八條另有規定者外，應按單位交易價格乘以實際交易量辦理計價。
前項所稱單位交易價格，應依下列順序訂定之：
一、有電信資費可依循者，依其資費費額或費率計算。
二、有市場價格可依循者，依市場價格計算。
三、無法依前二款方法計算者，依提供產品、服務及資產使用之成本（含
資金成本）計算。
Μన
經營者與其關係人於取得共置資產時，除經主管機關另行核准者外，應依
預期使用量由經營者及其關係人分別記載之。
前項所稱預期使用量，指取得共置資產時之預期使用量。但本準則施行前
已取得之共置資產預期使用量，得依本準則施行年度之預期使用量採計
之。
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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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置資產之期間成本之分攤基礎，應就下列兩種情況分別計算之：
一、全體實際使用量多於或等於全體預期使用量時，經營者應依其實際使
用量分攤。
二、全體實際使用量少於其全體預期使用量時，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實際使用量超出或等於預期使用量之經營者，依該經營者實際
使用量分攤。
（二）實際使用量少於其預期使用量之經營者，依該經營者預期使用
量減去其使用差異調整數。使用差異調整數係按所有使用超出
者之總實際使用量與其預期使用量之差異數，乘以該經營者預
期使用量與實際使用量之差異與包含該經營者在內之所有使用
不足者之總預期使用量與其實際使用量差異之相對比例。
公式如下：
「經營者分攤基礎」等於「經營者預期使用量」減「使用差異調整數」
。
「使用差異調整數」等於（所有使用超出者之總實際使用量減所有使用超
出者之總預期用量）乘（該經營者預期使用量減該經營者實際使用量）除
以（所有使用不足者之總預期使用量減所有使用不足者之總實際使用量）
經營者之關係人分攤共置資產期間成本之計算，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期間成本係指共置資產當期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營運成本及資
金成本。
Ξన
固定資產應以直線法計提折舊費用，其最低折舊年限應符合行政院所訂固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之規定。
Ϊన
經營者會計科目之設置、分類及其帳項內涵等設置規範，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三章 分離會計
第一節 分離會計基本原則
ΪΙన
經營者個體會計財務報表之成本、資產及收入項目，均應分離至第一類電
信業務部門、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及其他業務部門；已分離至第一類電信
業務部門者，應再分離至各種電信業務。
前項所稱各種電信業務包括：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國際網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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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電路出租業務、行動電話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無線寬頻接取
業務、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無線電叫人業務、行動數據通信業
務、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衛星行動通信業務、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及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出租業務等業務。
主管機關得要求經營者再將前項各種電信業務財務資料，按營業項目加以
分離。
經營者所提供各項分離會計資料，須與其個體會計資料一致。
ΪΠన
經營者應將第一類電信業務部門、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與其他業務部門之
成本、資產及收入等財務事項分別記載之；若無法分別記載者應依本準則
有關分離規定辦理。
Ϊέన
經營者執行分離會計時，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成本、資產及收入之歸屬與其發生原因間應具攸關性。
二、成本、資產及收入之分離應以公平合理方式處理。
三、前後會計期間之成本、資產及收入分離處理應一致。
四、成本、資產及收入歸屬所依循之方法應確實合理。
五、使用抽樣方法時應符合統計原理。
ΪѲన
經營者執行分離會計時，應以其依據本準則規定所設立之會計制度而產生
之會計紀錄及其營運資料為基礎。
前項所稱營運資料包括網路架構、網路使用量、網路容量、各種業務數
量、各種發信端至受信端型態之數量及其他與營運相關之資訊。
ΪϤన
經營者內部交易之轉撥計價方法，應於經營者之會計制度中訂定之。
前項所稱內部交易，係指同一經營者所經營各種電信業務間有關產品、服
務、資產使用及資產移轉等資源之互相供給或收受。
Ϊϲన
經營者應將各項成本、資產及收入，依其與各種電信業務間之關聯性分成
下列三類：
一、可直接歸屬者：指可判斷為特定電信業務所引起，並可透過公司明細
帳及總分類帳等紀錄直接追溯至或明確辨識為各種電信業務者。
二、可間接歸屬者：指可判斷為特定電信業務所引起，但無法透過公司明
細帳及總分類帳等紀錄直接追溯至或明確辨識為各種電信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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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直接或間接歸屬者：指無法判斷為特定電信業務所引起者。
於合理處理成本之範圍內，會計制度之設立應將可判斷為特定電信業務所
引起者，以可直接歸屬方式處理之。
ΪΜన
經營者將成本、資產及收入依前條規定分類後，應按下列順序及原則執行
歸屬：
一、可直接歸屬者應直接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
二、可間接歸屬者應按其動因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
三、無法直接或間接歸屬者，按已分攤成本法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
ΪΤన
經營者執行前條歸屬時，應依下列步驟與方法從事可間接歸屬者之動因分
析及相關資料彙集：
一、應先分析各項可間接歸屬之成本、資產及收入項目與相關營運作業活
動之關聯性，再檢視各項相關營運作業活動與各種電信業務間之關
聯性，以確定其動因。
二、依前款所確認之相關營運作業活動設立池庫蒐集各項可間接歸屬之成
本、資產及收入資料，並按營運作業活動動因分攤至各種電信業
務。
ΪΞన
經營者按動因分攤可間接歸屬成本、資產及收入時，得以抽樣方式推估動
因之衡量指標數量。

第二節 成本分離原則
ΠΪన
經營者應將個體會計之各項營運成本組成項目依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規
定，歸屬至下列四類成本池庫及細項成本池庫：
一、各種電信業務：本池庫彙集可直接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之營運成本，
其中亦包含可直接歸屬至各種業務之網路元件、支援功能及一般管
理功能之成本。
二、網路元件：本池庫彙集無法直接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之用戶線、交
換、傳輸或其他與網路營運有關之設備成本。
三、支援功能：本池庫彙集無法直接歸屬至各種電信業務，但為經營各種
電信業務於提供客戶服務時或於提供網路支援服務時所必備之功能
之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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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管理功能：本池庫彙集與經營各種電信業務無直接關聯，但為電
信業務部門整體營運所必備功能之相關成本。
前項所稱營運成本係指與經營各種電信業務相關之直接或間接成本。
各項營運成本之組成項目與各種營運活動或電信業務之關聯性相類似者得
合併分析與歸屬。
ΠΪΙన
網路元件項目應先按功能細分為市內用戶迴路、交換設備、傳輸設備、中
繼線、網路介面設備、查號設備及服務、信號網路設備、基地臺等項目。
網路元件按功能分類後，應再按業務種類予以細分。
ΠΪΠన
支援功能項目應細分為網路管理、電力、物料管理、帳務處理、客戶服
務、行銷、佣金或代理費、安裝與設定、產品開發及其他支援功能等項
目。無法歸屬至前段項目者，應設立與其相關之支援功能項目。
ΠΪέన
一般管理功能項目應細分為執行與規劃、採購、財務與會計、資訊科技、
研究發展、管制事項及其他一般管理功能等項目。無法歸屬至前段項目
者，應設立與其相關之一般管理功能項目。
ΠΪѲన
經營者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執行成本池庫細分時，其所包含項
目間之動因有顯著差異之成本池庫，應再依動因予以細分。
ΠΪϤన
各項按用途別分類之成本應先依實際使用情形，歸屬至各經營者內部發生
或受益單位，並依據發生或受益單位所從事營運作業活動之功能，將該成
本按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執行歸屬。
成本蒐集程序須從事多層次細部成本蒐集者，各項細部成本蒐集程序亦應
依本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ΠΪϲన
經營者應依工作時間紀錄或工作時間研究，分析各種營運作業活動或電信
業務所使用人員工作時數，並按相關人員之個人加權平均每小時薪資成
本，計算各種營運作業活動或電信業務之相關人事成本，再依前條規定辦
理。
ΠΪΜన
折舊費用應依其相關資產按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歸屬方式分離
至營運作業活動或電信業務，再依第二十五條規定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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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Τన
經營者按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將電信營運成本歸屬至適當細項成本
池庫後，應依序執行下列成本分攤步驟：
一、將各項一般管理功能成本依已分攤成本法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網路
元件及支援功能三類細項成本池庫。
二、將各項支援功能成本依動因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及網路元件二類細項
成本池庫。
三、將各項網路元件成本依動因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四、彙集各種電信業務之相關成本。
ΠΪΞన
分析網路元件動因時，應根據設備記錄將網路元件區分為訊務敏感項目及
非訊務敏感項目。
前項所稱訊務敏感項目，係指可供多位用戶共同使用之網路元件；非訊務
敏感項目，係指分配予單一客戶使用之網路元件。
訊務敏感項目之成本應以實際通信量為基礎，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非訊務敏感項目應按網路資源使用情形為基礎，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網路元件之成本分析資料應可追溯至個別機房或交換局。
έΪన
經營者執行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成本分攤時，其分攤基礎設置要點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έΪΙన
備用容量資產相關營運成本，應按相關現行使用中資產之成本分攤方式分
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前項所稱備用容量資產係指為有效因應現行電信業務及其未來通信使用量
可能增加而額外備置之資產，包括設備、土地及機房。
έΪΠన
經營者各種電信業務間互相供給或收受產品、服務、資產使用之內部交易
計價，除第三十三條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六條規定。
έΪέన
經營者內部共置資產之期間成本分攤，準用第八條規定辦理；其共置資產
預期使用量之計算，準用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內部共置資產係指在購買或建造時，即計劃由多種電信業務共同
使用，且其用途不易移為他用之資產。
έΪѲ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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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離至各種電信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時，其成本結構應與個體會計損
益表之成本結構相同。

第三節 資產分離原則
έΪϤన
個體會計之各項資產組成項目之歸屬，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有關成
本分離之規定。
έΪϲన
各項資產資料之蒐集程序，準用第二十五條規定。
έΪΜన
各項資產依第三十五條規定歸屬後之分攤，準用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έΪΤన
經營者各種電信業務間資產移轉之記載，準用第五條規定。
έΪΞన
備用容量資產應依其相關營運成本按第三十一條規定之分攤方式，分攤至
各種電信業務。
ѲΪన
內部共置資產應依其預期使用量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ѲΪΙన
與經營者內部各種電信業務間資產使用及非電信服務供給或收受相關之資
產，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按其相關營運成本分攤方式分攤至各種電
信業務。但內部共置資產不適用本條規定。
ѲΪΠన
資產分離至各種電信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時，其資產結構應與其於個體會
計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結構相同。
ѲΪέన
經營者資產分離之實施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四節 資金成本計算原則
ѲΪѲన
電信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之資金成本為該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之使用資產乘
以經營者之資金成本率。
ѲΪϤన
前條所稱電信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之使用資產，係指依第三十五條至第四
十三條規定分離至該種業務或營運作業活動之資產，包含直接使用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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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為維持正常營運所必須之資金及自各項功能分攤而來之資產。
ѲΪϲన
經營者之資金成本率應反映其投入資金之機會成本。
經營多種電信業務者，應依個別業務財務風險及營運風險，分別計算各種
業務之資金成本率。
ѲΪΜన
網路元件及營運作業活動適用之資金成本率應為該網路元件或營運作業活
動所分離至之電信業務之資金成本率。
為多項業務共同使用之網路元件或營運作業活動，應就其分離至各項業務
部份分別適用各項業務之資金成本率。
ѲΪΤన
經營者計算資金成本之實施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節 收入分離原則
ѲΪΞన
可直接追溯至特定電信業務之營業收入，應透過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
歸屬至該特定業務。
ϤΪన
多種業務所共同產生而無法直接追溯至特定電信業務之營業收入，應按該
營業事項所引起之各種業務相關成本之比例，分攤至各種電信業務。

第四章 行政管理
ϤΪΙన
除第二項及第三項另有規定外，經營者應制定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並經會
計師提出核閱報告書後，於開始營業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修正時亦
同。
市場主導者之經營者應制定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並經會計師提出核閱報告
書後，報請主管機關審查，經審查核准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修正施行後，經主管機關公告為市場主導者時，應自公告次日起四
個月內修正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報請主管機關審查，並依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之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內容修正提報當年度依規定應提出之報表。
經營者組織、業務及營運等事項遇有重大改變而有修正會計作業程序手冊
之必要者，經營者應修正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經營者修正實施中之會計作業程序手冊，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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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拒絕。
第一項所稱會計作業程序手冊之內容，應記載經營者實施本準則之具體方
法。
ϤΪΠన
經營者應提報之財務報告之種類、格式、提報次數與時限及須經會計師簽
證等財務報告編製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ϤΪέన
經營者應自行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其財務報告，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另行
指派會計師查核之。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前項財務報告者，應依主管機關所訂定公告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經營者財務報告要點之規定。
ϤΪѲన
主管機關就會計師辦理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有關事項，得要求經營者及其
委任之會計師到場說明，並得視情形要求會計師提示查核工作底稿。
ϤΪϤన
主管機關得要求經營者提供各項會計憑證、財務報告及與財務報告有關之
營運資料，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ϤΪϲన
經營者各項會計憑證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財務
報告及與財務報告有關之營運資料，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
保存十年。但有永久保存之必要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 附

則

ϤΪΜన
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依電信法有關規定辦理。
ϤΪΤన
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一條規定審查經營者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得收取審查
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ϤΪΞన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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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普及服務（以下簡稱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
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
二、語音通信服務：指利用公眾電信網路，使發信端與受信端兩者互通之
電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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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據通信接取服務：指利用有線或無線寬頻通信網路接取網際網路之
服務。
四、普及服務提供者：指提供各項普及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五、普及服務分攤者：指依規定應分攤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其必要管理費
用之電信事業。
六、必要管理費用：指審查費、交通費、出席費、委託研究費及其他行政
作業所需費用。
七、普及服務淨成本：指普及服務提供者提供普及服務時，所生之虧損。
八、可避免成本：指普及服務提供者不提供普及服務時，可避免或節省之
成本。
九、棄置營收：指普及服務提供者不提供普及服務時，所損失之營收。
十、不經濟公用電話：指在一般商業條件或無任何補助之情況下，普及服
務提供者為提供單一公用電話服務所投入之可避免成本大於棄置營
收，且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公用電話。
十一、不經濟地區：指普及服務提供者於偏遠地區為提供電話服務或數據
通信接取服務所投入之可避免成本大於棄置營收，且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或行動寬頻基地臺服務
區域。
十二、偏遠地區：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
市、區），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五公里以上
之離島。
十三、既有經營者：指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發布施
行前已依法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經營者。
普及服務提供者之市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符合以下各款情形，經
主管機關依交通、電力供應、電信基礎設施、住戶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
素核准者，視為偏遠地區：
一、服務區域與偏遠地區相鄰。
二、人口密度介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鄉（鎮、市、
區）。
έన
電信普及服務業務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普及服務包括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及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普及服務，除符合下列各款情形得由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以基地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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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由經本會公告指定之固定通信綜合網路、市內網路業務或市內、國
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為之：
一、限於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公告指定之特定村里。
二、受地形地物限制，佈建固定通信數據接取網路顯有困難。
三、基地臺所在村里，未曾納入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折扣條件計算。
四、有寬頻需求地點之住戶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已同意建置基地臺。
五、中繼傳輸電路足敷行動寬頻高速基地臺頻寬需求。
六、架設行動寬頻基地臺之地點已具備基地臺所需電力。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同意協助基地臺設置
使用。
普及服務淨成本及其必要之管理費用，由普及服務分攤者依本辦法規定分
攤之。
普及服務分攤者，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及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第二類電信
事業。

第二章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
Ϥన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包括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及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
ϲన
既有經營者應於普及服務實施年度（以下簡稱實施年度）前一年六月一日
前，以主管機關公告之直轄市、縣（市）地區為實施單位，提出普及服務
年度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實施計畫）
，向主管機關申請擔任不經濟公用電
話服務及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服務提供者。
既有經營者以外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亦得依前項
規定程序，申請擔任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服務提供者。
第一項所稱實施年度，指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期間。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提出之實施計畫，主管機關應於實施年度前一年七
月一日前公告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得再於同年
八月一日前提出較佳之實施計畫，申請擔任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服
務提供者。
主管機關核准前項實施計畫時，應比較各實施計畫所載普及服務淨成本、
要求補助之金額、服務之普及率及服務品質指標改善預測等，並考量申請
者本身之營運能力，選擇最佳之實施計畫；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修正其
提出之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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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న
實施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年度普及服務實施前，其普及率及服務品質之指標。
二、年度普及服務實施後，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率及服務品質指標
之維持或改善預測。
三、年度普及服務之實施方案及其資費。
四、年度普及服務淨成本及要求補助金額之預估值。
五、年度普及服務淨成本之詳細計算資料。
主管機關依第六條及第十七條公告之實施計畫，均不包括前項第五款之內
容。
第一項之實施計畫，其年度普及服務淨成本報表之編製，應依電信普及服
務財務報告編製要點辦理。
Τన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及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之普及服務淨成本，為普及服務
提供者提供服務之可避免成本扣除棄置營收後之金額。
Ξన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可避免成本，應依附件一之計算公式計算之。
不經濟地區固定通信服務之棄置營收，為普及服務提供者於偏遠地區之市
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提供電話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時，所得下
列營收：
一、月租費收入。
二、通話費收入。
三、裝置費與接線費收入。
四、接續費收入。
五、網路互連收入。
六、專線或其他網路設備出租收入。
七、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收入。
八、其他服務收入。
九、營業外收入。
不經濟地區行動寬頻基地臺之棄置營收為各不經濟地區行動寬頻基地臺之
服務收入。
若市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跨偏遠地區及非偏遠地區，普及服務提
供者計算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總普及服務淨成本時，得計入該市內網路
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所生之普及服務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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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న
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之可避免成本，應依附件二之計算公式計算之。
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之棄置營收，為單一公用電話之服務收入。
不經濟公用電話普及服務之補助方式如下：
一、偏遠地區，每半徑二百公尺補助二具。
二、非偏遠地區，每二平方公里補助一具。
不經濟公用電話設置於政府機關（構）、國中小學校、醫院、監獄、軍
營、車站、機場、議會、山區者，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其補助具
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章 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ΪΙన
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包括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服務及以優惠資費提供
中小學校、公立圖書館數據通信接取服務。
ΪΠన
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提供者應以經濟有效之技術提供服務。
前項經濟有效之技術，指可達不經濟地區以外區域最多用戶使用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數據通信接取服務速率之技術。
Ϊέన
既有經營者及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就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
實施計畫提報方式、提報期限、提報內容、實施年度、實施計畫期間及普
及服務淨成本計算方式等程序準用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同時申請語音通
信普及服務及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者，其不經濟地區數據通
信接取普及服務實施計畫之普及服務淨成本應扣除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實施
計畫已提報之淨成本。
主管機關得依不經濟地區之需求，於實施年度前一年三月一日前，公告指
定既有經營者或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於特定村里提供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
務，既有經營者或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將其納入前項年度實施計畫。
ΪѲన
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
電路出租業務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網際網路接取業務者，以優惠資費提供
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所需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服務時，得
不提報實施計畫。
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未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網際網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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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業務者，以優惠資費提供中小學校或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所需之市
內數據通信接取電路，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比照前項辦理：
一、中小學校經由電路出租業者所提供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電路服務連接
台灣學術網路。
二、中小學校經由電路出租業者所提供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電路服務，透
過第二類電信事業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連接網際網路。
三、公立圖書館經由電路出租業者所提供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電路服務連
接台灣學術網路或政府網際服務網。
四、公立圖書館經由電路出租業者所提供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電路服務，
透過第二類電信事業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連接網際網路。
前二項中小學校指由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中小學校；公立圖書館指國家圖
書館、省市立圖書館、縣市立圖書館及鄉鎮市區立圖書館。
ΪϤన
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時，得自行選擇合法之經營者，提供
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Ϊϲన
主管機關應於實施年度前一年十二月一日前，訂定公告數據通信接取普及
服務之優惠補助金額。
前項優惠補助之項目，以市內數據電路之月租費為限。

第四章 普及服務之運作與管理
ΪΜన
主管機關應於實施年度前一年十二月一日前公告該實施年度之各項普及服
務提供者及其實施計畫。
各普及服務提供者應依前項實施計畫於實施年度執行普及服務。但因不可
抗力之事由，致計畫有變更之必要時，普及服務提供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實施計畫，並經核准公告後實施。
第一項公告之語音通信普及服務提供者，如其實施計畫已包括提供數據通
信接取服務設施者，應依該設施之功能提供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
服務，且不得以該設施再額外申請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補
助。
ΪΤన
普及服務提供者於其提供普及服務之地區，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用戶要求服
務之申請；除經核准之資費外，不得向用戶收取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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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Ξన
普及服務提供者應於實施年度次年五月一日前，檢具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
及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該實施年度之補助。語音通信或數據通
信接取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普及服務之實施成果統計（包括普及服務項目之普及率及服務品質改
善成效，並分析對社會之影響）。
二、各項普及服務淨成本及要求補助金額。
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各項普及服務淨成本詳細計算資料。
四、基地臺為新建置並經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優惠補助申請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普及服務之實施成果統計（包括對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提供數據通信接
取普及服務之接取電路數量統計、服務品質及資費）。
二、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普及服務實施年度要求補助金額。
普及服務提供者計算各地區語音通信服務或數據通信接取服務之普及率
時，應以該地區擁有電話或數據通信之戶數佔該地區總戶數之比例計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二款之要求補助金額，包括按申請日臺灣銀行牌
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三個月利息。
普及服務提供者計算語音通信或數據通信接取之第一項第二款之要求補助
金額扣除前項利息後，不得超過經核准之普及服務提供者實施計畫之要求
補助金額預估值之百分之一百零五。
第一項之補助申請書，其年度普及服務淨成本報表之編製，普及服務提供
者應依電信普及服務財務報告編製要點辦理。
普及服務提供者應訂定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其修正時亦同。但僅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提供市內數據通信接取服務
者，不在此限。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普及服務提供者修正其會計作業程序手冊。
普及服務提供者於組織、業務及營運等事項有重大變更而須修正會計作業
程序手冊時，應予修正之，並於修正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項會計作業程序手冊，應記載並說明執行電信普及服務財務報告編製
要點之具體方法及步驟。
提供普及服務之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他行動寬
頻業務經營者於其普及服務行動寬頻基地臺共站、共構之請求。
ΠΪ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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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受理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後，應公告之，並於同年八月十五日前
完成審查並核准後，公告其結果。
依前項公告之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不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普及服務淨
成本詳細計算資料。
主管機關為審查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得命普及服務提供者及簽證會計師
提出說明及補充資料。
ΠΪΙన
普及服務分攤者應於實施年度次年六月一日前，向主管機關申報經合格會
計師簽證之實施年度營業額，並檢具相關會計證明資料。
主管機關為審查前項營業額，得命普及服務分攤者及簽證會計師提出說明
及補充資料。
普及服務分攤者之營業額，由主管機關依下列方式認定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實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營
業額，並得扣除普及服務項目之棄置營收。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實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中
須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營業項目之營業額。
ΠΪΠన
普及服務分攤者應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金額，由主管機關以其營業額占全
部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之比例，乘普及服務費用計算之。
前項普及服務費用，指對所有普及服務提供者之補助金額及必要管理費
用。
普及服務分攤者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實施年度營業額，未達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定金額者，免分攤該年度之普及服務費用。
ΠΪέన
普及服務分攤者應於主管機關公告應分攤比例及金額之日起一個月內，將
應分攤之金額存入指定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存款專戶；其未能於期限
內繳納其應分攤金額之一部或全部者，除依電信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處理
外，並應按期限截止日之臺灣銀行牌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計遲延給付
利息。
普及服務分攤者未於前項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繳納其應分攤金額之一
部或全部者，其未繳納金額視為呆帳。
ΠΪѲన
普及服務分攤者除應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分攤普及服務費用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繳交呆帳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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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辦法規定實施普及服務之第一個實施年度發生之呆帳，視為第二
個實施年度普及服務費用之一部分，由所有普及服務分攤者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方式分攤之。
二、第二個實施年度起，每年按其應分攤普及服務金額之一定比例金額繳
交。
前項一定比例，除依下列方式定之外，主管機關並得依呆帳經驗值調整
之：
一、第一個實施年度之呆帳比例大於百分之一者，一定比例等於該呆帳比
例。
二、第一個實施年度之呆帳比例小於百分之一者，一定比例為百分之一。
前項呆帳比例，指每一實施年度發生之呆帳占該實施年度普及服務費用之
比例。
ΠΪϤన
依前條規定繳交之呆帳準備金累積超過上限值之次年起，暫停繳交；停止
繳交後之呆帳準備金減少至低於下限值之次年起，重新開始繳交。
前項上限值為第一個實施年度普及服務費用之百分之五，下限值為第一個
實施年度普及服務費用之百分之二。但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調整上下限。
某實施年度之呆帳準備金不足支付時，不足之金額視為下一年度普及服務
費用之一部分，由普及服務分攤者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分攤之。
ΠΪϲన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款項除供普及服務費用之支出外，不得移作他用。
ΠΪΜన
主管機關為管理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之相關事項，設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
管理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普及服務年度實施計畫之審查。
二、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之審查。
三、普及服務分攤者所報營業額之審查。
四、普及服務分攤者應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比例及金額之核算。
五、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收支情況之查核。
六、普及服務運作成效之評估。
七、其他有關電信普及服務之事項。
ΠΪΤన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主管機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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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主管機關主任委員調派主管機關委員，並遴聘
其他機關代表、學者及專家擔任。
前項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
（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審查費、交通費或研究費。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章 附
Π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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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或數據通信接取服務之可避免成本之計算公式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或數據通信接取服務之可避免成本包括偏遠地區之第一類電
信事業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寬頻基地臺直接使用資產之年度可避免資金
成本及可避免營運成本。
一、可避免資金成本：為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寬頻基地臺營運時所需之可避免固
定資產及可避免營運資金之資金成本
（一）可避免固定資產
1. 電信機械及線路設備（淨重置成本，但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2. 與前述電信設備有關之土地、建築物及其他設備。
（二）可避免營運資金
營運資金＝現金費用＋備用材料費用
現金費用＝【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營業外費用－（折舊＋兌換損失＋
其他非現金費用）】／365×營運資金周轉日數
營運資金周轉日數＝應收帳款日數＋服務供裝時程－應付帳款日數
備用材料費用＝（全年度使用材料費／12）×材料平均購儲期間（月）
（三）可避免資金成本＝【（期初固定資產淨額＋期末固定資產淨額）／2＋營
運資金】×資金成本率
二、可避免營運成本
為維持前述電信設備財產之正常運轉所需之必要費用，包括下列項目：
（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寬頻基地臺直接成本
1. 營運中固定資產所需之折舊費用（不含土地）。
2. 為維持交換機房或行動寬頻基地臺之電信機械及線路設備能正常運轉
所需之維護費用。
3. 裝移機、線路查測、用戶設備維修、障礙臺等之用人費用及相關設備
之維修費用。
（二）網路支援成本
1. 話務或訊務品管費用、材料採購及存控管理費用之分攤。
2. 規劃及設計普及服務人員及相關設備之費用。
（三）業務及帳務處理費用
1. 辦理申裝、移、異業務之費用。
2. 帳務處理與收帳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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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可避免成本之計算公式
不經濟公用電話之可避免成本得以單一公用電話之實際可避免成本，或以市內網
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內全部公用電話之平均可避免成本計之。
可避免成本包括公用電話直接使用資產之年度可避免資金成本及可避免營運成本。
一、可避免資金成本
可避免資金成本＝【（期初營運中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淨值＋期末營運中公用電話
終端設備淨值）／2＋營運資金】×資金成本率
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成本包括公用電話機、電話亭（或壁亭）及裝置成本。
可避免營運資金之定義，同附件一。
二、可避免營運成本
可避免營運成本包括：
1. 公用電話終端設備之折舊費用。
2. 公用電話交換及傳輸線路之維護費用。
3. 公用電話維護費用。
4. 電話卡印製與銷售費用。
5. 收箱及數幣成本。
6. 公用電話帳務處理費用。
--------------------------------------------------------------------------註：
（一）附件一、二計算公式中適用於電信普及服務之資金成本率應等於當時臺
灣銀行之基準利率；其餘參數，如營運資金週轉天數及材料平均購儲期
間等，應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若未有規定者，普及服務提供者應
於提出普及服務年度實施計畫時自行提出，由主管機關審查之。
（二）附件一、二可避免資金成本之計算公式中，固定資產淨額係以期初及期
末固定資產淨額之平均計算。但若該實施年度各月份之固定資產淨額變
動很大，則應以當年度十二個月之固定資產淨額加權平均計算之。

292 貳、通訊類法規

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

287

੫Ⴋ߬ဴጆٺҢ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94200437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4430038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5、7 條條文；刪除第 4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者（以下簡稱經營者）及第
一類電信事業籌設者（以下簡稱籌設者）應依本標準繳納特殊電信號碼使
用費。
έన
本標準所稱特殊電信號碼指黃金門號及特定識別碼。
前項所稱黃金門號，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有關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特定識別碼指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
別碼、虛擬專用網路服務網路識別碼、信用式電話服務網路識別碼、第七
號信號系統國際信號點碼及第七號信號系統國內信號點碼。
Ѳన! Ȟւଶȟ
Ϥన
經營者應自獲本會核配用戶號碼次年起，每年五月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三十
一日前，檢具申報書繳納前一年度黃金門號拍賣及選號收入之百分之七
十。
第一類電信事業依法轉分配予第二類電信事業之黃金門號，經第二類電信
事業提供用戶使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應依其黃金門號選號規則及前項規
定，繳納該黃金門號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併得向該第二類電信事業收取
前述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前已核配予經營者，仍未提供用戶使用或於本標準施行後重新
提供用戶使用之黃金門號，亦適用本標準。
ϲన
經營者應設置黃金門號拍賣或付費選號收入之會計科目，並於繳交號碼使
用費時，提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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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請本會查核。
第一項黃金門號拍賣或付費選號收入，經併入繳納年度特許費或許可費所
提報之財務報表者，經營者為前項申報時，得以該財務報表及其查核報告
書為之。
Μన
經營者或籌設者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應依特定識別
碼收費表（如附表）繳納當年度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日期在當年度繳納期間之後者，應自本標準施行日起一個月內
繳納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繳納期間經過後獲核配特定識別碼者，應自核配之次日起一個月內繳納特
定識別碼使用費。
本標準發布當年度之特定識別碼使用費，以本標準施行日至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按日數比例繳納；繳費年度內獲核配之特定識別碼，其特定識別
碼使用費以核配之次日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日數比例繳納。
經營者或籌設者繳納特定識別碼使用費後，經本會收回號碼時，自收回之
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特定識別碼使用費，由本會按日數比例計
算無息退還。
Τన
經營者或籌設者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本
會或至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納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Ξ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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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特定識別碼收費表
項次
1
2
3
4
5
6
7

!

項目
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3D
EX：005 / 006 / 007 / 009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4D
EX：1805 / 1806 / ……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5D
EX：18288 / 18555 / ……
虛擬專用網路服務網路識別碼（VPN）
EX：010-01-XXXX ……
信用式電話服務網路識別碼（CTS）
EX：030-01-XXXX ……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際信號點碼（ISPC）
EX：4-170-0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內信號點碼（NSPC）
EX：9000

收費方式 單位（個） 單價（新臺幣）
年繳

1

1,430,000

年繳

1

143,000

年繳

1

14,300

年繳

1

1,500,000

年繳

1

1,500,000

年繳

1

320,000

年繳

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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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ڥᆓ౩ᒲݲ
1.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交通部電信規字第 0920504616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6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4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規字第 0930500810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
條文；並增訂第 14-1∼14-3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8、11、12、14-1、14-2、21、22、24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1004100263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4、6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0841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4、6、8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平等接取服務：指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其用戶選接其他電信事業之長
途網路或國際網路之通信服務；其提供服務方式包括指定選接及撥
號選接。
二、指定選接：指選接服務提供者依用戶之指定，於其通信網路預先設定
用戶選接之長途或國際網路，當用戶以法定長途或國際指定選接冠
碼之撥號方式撥接長途或國際網路時，其通信網路自動連接用戶指
定之長途或國際網路供用戶通信。
三、撥號選接：指當用戶撥接長途或國際網路時，選接服務提供者之通信
網路依用戶所撥法定長途或國際網路之網路識別碼判別，自動連接
該長途或國際網路供用戶通信。
四、經營者：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許並發給第一
類電信事業執照或經本會許可並發給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之電信事
業者。
五、用戶：指與選接服務提供者訂定契約，使用該選接服務提供者提供之
通信服務者。
六、選接服務提供者：指依本辦法規定應提供平等接取服務之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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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指依本辦法規定應提供平等接取服務之行動
電話業務經營者、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經營
者、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及行動
寬頻業務經營者。
έ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應依下列選接方式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一、以指定選接方式提供其用戶選接任一第一類電信事業長途或國際網路
業務經營者所提供之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
二、以撥號選接方式提供其用戶選接任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
業所提供之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
Ѳన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經營者、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及行動寬頻業務經
營者應依下列選接方式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一、以指定選接方式提供其用戶選接任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
營者所提供之國際網路通信服務。
二、以撥號選接方式提供其用戶選接任一第一類電信事及第二類電信事業
所提供之國際網路通信服務。
Ϥ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有正當理由未能完成與提供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
營者間之網路互連者，於完成網路互連前，得暫不提供對該網路之平等接
取服務。
ϲ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下列實施時程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一、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一九○○兆赫數位式低
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經營者應按本會公告之實施時程，向其用戶提供
指定選接及撥號選接之服務。
二、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應於其開始營業日起，向其用戶提供指定
選接及撥號選接之服務。
三、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及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應於其開始提供語音
服務時起，向其用戶提供指定選接及撥號選接之服務。
本會為前項第一款之公告時，得按不同撥碼方式、不同業務或不同地區等
相關因素分別訂定實施時程。
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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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選接及撥號選接使用之編碼格式，由本會依據電信網路編碼計畫之規
定公告之。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前項公告之編碼格式，向其用戶提供指定選接及撥號
選接之服務。
Τ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
無線電話業務經營者，因其既設交換設備客觀上因素之限制，無法依第三
條、第四條及前二條規定提供平等接取服務者，應於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公告之公告日起三個月內，檢具理由及相關資料，報請本會核定其實施時
程及實施前之因應方案。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及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因實務技術之限制，無
法依第四條及前二條規定，向其預付卡、跨網漫遊等特定類別用戶提供平
等接取服務者，應檢具理由及其相關資料，報請本會核定。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本會之核定，向其用戶提供平等接取服務。
Ξన
依前條規定檢具之相關資料，應包括下列：
一、無法依規定提供平等接取服務之用戶特定類別，或既設交換設備詳細
資料。
二、無法依規定提供平等接取服務理由之實證說明。
三、預定可依規定提供平等接取服務之日期與建置平等接取服務功能之作
業計畫，及在該預定實施日期前之因應方案。
前項第一款之交換設備詳細資料，應包括：
一、該交換設備所使用之電信號碼。
二、該交換設備之設備地點及其通信服務涵蓋之營業區域。
三、該交換設備之設備概況、系統容量、機種、版本及已提供通信服務之
用戶數。
Ϊ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提供平等接取服務應符合平等原則，不得為差別待遇或其他
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
ΪΙ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提供指定選接服務及撥號選接服務之需求話務量，於
其網路發信端至其網路介接點間，設置足夠數量之電路或頻寬，並應符合
本會所定接續完成率標準。
前項接續完成率，指選接服務提供者之用戶撥接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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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時情形下，自選接服務提供者之網路撥至被選接之長途或國際網路介
接點實際完成接續之比率。但屬用戶及長途或國際網路之因素，應予排
除。
選接服務提供者與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間，應依需求話務量協商設
置足夠數量之互連鏈路。
ΪΠన
用戶以指定選接或撥號選接方式撥接之長途或國際網路，除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選接服務提供者不得變更之。
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於其網路發生重大異常狀況無法接通時，應於
一小時內陳報本會及通知各選接服務提供者；其網路重大異常狀況排除
後，並應於一小時內陳報本會及通知各選接服務提供者。
選接服務提供者接獲前項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之重大異常狀況之通
知後，或選接服務提供者發現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之網路發生重大
異常狀況，並向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確認後，得將用戶指定選接之
通信依第四項規定改經由其他長途或國際網路提供服務，並應於接獲前項
異常狀況之排除通知後，回復原狀。
前項改接後之長途或國際網路，由用戶原指定選接之網路經營者預先決
定，其無預先決定者或其預先決定之網路均同時發生重大異常狀況無法接
通時，由選接服務提供者決定之。
第三項改由其他長途或國際網路提供通信服務之通信費，由原應出帳之經
營者依用戶原指定選接網路之費率向用戶收取。但改接後之網路費率較低
者，得依較低之費率計收。
選接服務提供者及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應於營業規章與服務契
約，以顯著方式載明前三項所定意旨。出帳之經營者應於帳單中以顯著方
式載明發生重大異常狀況之網路、發生時間、改接後之網路、該時段資費
之收費方式及其依據等相關訊息。
依第四項規定決定改接網路之經營者，應負責協調改接前後所涉相關經營
者彼此間之帳務處理事宜，並負擔因改接網路所生之資費差額。
選接服務提供者不得拒絕已作指定選接之用戶行使撥號選接之權利。
Ϊέ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本辦法有關撥號選接之規定，向其國內漫遊用戶提供
撥號選接服務。
前項所稱國內漫遊用戶，係指用戶未與選接服務提供者簽訂服務契約，而
因其所屬經營者與該選接服務提供者簽訂漫遊協定，致可使用該選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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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之行動通信網路，進行通信之用戶。
國內漫遊用戶以指定選接撥碼方式，使用選接服務提供者之網路作國際通
信時，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向該國內漫遊用戶提供通
信服務。
前三條之規定，適用於國內漫遊用戶。
ΪѲ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與提供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營者間之網路互連，
應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申請經營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而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向選接服務提供者提
出平等接取服務有關事項之協商時，選接服務提供者不得拒絕。
ΪѲనϞΙ
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之預付卡用戶撥號選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之國際
網路通信服務時，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
經營者間之國際通信費收取及呆帳責任，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
定辦理，不適用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有關通信費收取及
呆帳責任規定：
一、如有協議，依其協議辦理。
二、如無協議，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於通信鏈路建立前，如以適當方式通知
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該通通信係由預付卡用戶
發話者，由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向預付卡用戶
收取國際通信費用並負呆帳責任。
（二）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於通信鏈路建立前，未以適當方式通知
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該通通信係由預付卡用戶
發話者，由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向預付卡用戶收取國際通信
費用並負呆帳責任。
前項所稱以適當方式通知，係指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建立通信鏈路時於
信號鏈路附加訊息、另立預付卡用戶國際通信專屬鏈路、於預付卡用戶撥
接之國際號碼中附加訊息或其他經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同
意之方式，使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於連通該通國際通信前
即可判別是否由預付卡用戶發話者。
第一項之適當方式，應由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
路業務經營者協商並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協議不成時，得依電
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向本會申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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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未獲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同意代收
通信費用與呆帳責任時，得基於呆帳負擔風險或帳務處理困難之因素，停
止開通連接該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所屬預付卡用戶撥接其國際網路通信
服務之通信路由，並應同時以書面陳報本會備查。
ΪѲనϞΠ
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之帳務處理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時，如有致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間
公平競爭實質障礙之情事，本會得於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預付卡類別用
戶實施指定選接前，另訂定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預付卡指定選接撥號時
之處理方式，不適用第十五條之規定。
ΪѲనϞέ
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於推廣預付卡各類廣告中，應明確告知消費者，使
用預付卡無法享有與後付型用戶同等級服務選擇之訊息。其詳細差異，行
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應於公司網站公告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告知消費者。
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國際通信費處理方式變更時，原國際通信費用收取
者應於變更生效之日前四十五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告知其既有用戶。
行動類選接服務提供者及第一類電信事業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對於行動類
選接服務提供者之預付卡用戶之收帳方式，應對消費者善盡告知責任。
ΪϤన
指定選接開始實施前，用戶以指定選接撥碼方式撥接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
者，其連接之長途或國際網路，由選接服務提供者指定之。
前項由選接服務提供者指定之網路，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為限。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以書面明確告知其既有用戶，依第一項規定所指定之長
途或國際網路及其資費計算方式。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於受理用戶申請其電信服務時，以書面明確告知該用戶
依第一項規定所指定之長途或國際網路及其資費計算方式。
選接服務提供者變更指定之網路或資費計算方式者，應於變更生效之日前
四十五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明確告知其既有用戶其變更內容。
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書面告知，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以確實有效之方式送達其
用戶；其經用戶於發送書面告知後六個月內申訴未獲書面通知者，推定為
未送達。
Ϊϲన
指定選接開始實施日起，選接服務提供者應於受理用戶申請其電信服務
時，以書面明確告知該用戶得要求提供指定選接服務；如該用戶不行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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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權利，得由選接服務提供者代為指定。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於指定選接開始實施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明確告知其
開始實施日前之既有用戶得要求提供指定選接服務；如其用戶不行使指定
之權利，得由選接服務提供者代為指定。
前二項由選接服務提供者代為指定之網路，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網路為
限。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用戶之指定，提供指定選接服務；用戶變更指定者，
亦同。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書面告知，應包括用戶不行使指定之權利而由選接服務
提供者代為指定之長途、國際網路及其資費計算方式。
第二項書面告知之送達，準用前條第六項規定。
ΪΜన
用戶得依下列方式申請指定選接服務：
一、以書面向其擬撥接使用之長途或國際網路之經營者，申請長途或國際
網路通信服務。
二、以書面向其簽約之選接服務提供者申請指定選接服務。
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受理時，除有正當理由不接
受該用戶之申請者外，應與申請用戶簽訂書面服務契約，並連同指定選接
設定申請書轉請選接服務提供者於約定開始提供服務日前完成設定作業。
選接服務提供者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受理用戶申請指定選接服務時，應於
受理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將申請書轉送用戶指定之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
者。
前二項申請書之內容，應包括用戶名稱、身分證或營業統一編號、選接服
務提供者配給之電話號碼、出帳地址及所指定之網路。
ΪΤన
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收受前條第三項之申請書後，除有正當理由不
接受該用戶之申請者外，應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不接受用戶申請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者，
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將理由告知
用戶及選接服務提供者，未於限期內告知者，推定為接受該用戶。但依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受理者，得僅告知用戶。
ΪΞన
除有正當理由或另有約定者外，選接服務提供者應於接獲長途或國際網路
業務經營者依第十七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所為指定網路之通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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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四個工作日內，依用戶之指定完成設定作業，並於完成設定時，即刻以
適當方式通知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其屬變更指定選接者，並應同
時通知變更前之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
ΠΪ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受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經營者之委託受理用戶申請長途或
國際網路通信服務者，除有正當理由，應依委託契約之約定辦理前三條所
定應辦事項。但其約定之服務條件，不得低於前三條之規定。
前項委託契約之約定，由選接服務提供者逕行接受用戶者，不受第十七條
第三項及前條規定之作業流程限制。
ΠΪΙన
用戶申請以撥號選接方式使用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所提供之
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應向提供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營者或
其代理人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提出。
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營者應確認及登錄申請第一項服務之用戶資
料，並至少保留該申請資料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其未與用戶完成書面
服務契約簽訂者，依經本會核定之定型化服務契約定其雙方之權利義務關
係。
ΠΪΠ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應依本會之公告或通知，或依提供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
務之經營者之通知，於與各該經營者完成網路直接或間接互連時，即時完
成該網路之網路識別碼路由設定，對其用戶提供撥號選接服務。
ΠΪέ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因提供平等接取服務所生之建置及維護成本，應自行負擔
之。
ΠΪѲన
選接服務提供者不得因提供指定選接服務而向其用戶收取相關費用。但得
向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營者酌收必要之作業成本。
前項必要作業成本項目為：
一、受理申請之行政作業成本。
二、設定作業之行政作業成本。
前項各項目之費率，應採實際增加成本計算，且不得高於用戶申請類似業
務申請費率；經營者並應依平等原則，由雙方協商訂定之。
第二項費率協商若無法於開始協商後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或未能於請求協
商後一個月內開始協商者，任一方得請求本會調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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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不得以第二項費用協商未成之理由，拒絕或延後提供指定選接服
務。
提供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經營者得依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類電信
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之規定向申請其長途或國際網路通信服務之用戶收取申
請費、設定費等相關費用。
ΠΪϤ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本法規定處罰。
Π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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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號碼可攜服務：指用戶由原第一類電信事業轉換至經營同一業務之其
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時，得保留其原使用電話號碼之服務。
二、經營者：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許並發給執照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者。
三、用戶：指與第一類電信事業或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定服務契約，使用該
電信事業提供之通信服務者。
四、攜碼用戶：指轉換第一類電信事業或第二類電信事業而仍保留原使用
電話號碼之用戶。
五、移入經營者：指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攜碼用戶轉換後所屬之經營
者。
六、移出經營者：指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攜碼用戶轉換前所屬之經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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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集中式資料庫：指第七章所定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所管理包括所有攜
碼用戶資料、攜碼狀態及其他號碼可攜必要資訊供各經營者查詢、
交換、儲存及啟動有關號碼可攜相關互動程序或資料管理之資料
庫。
八、攜碼用戶資料庫：指經營者為交換及儲存攜碼用戶路由資訊所需設置
之資料庫。
九、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以下簡稱虛擬經營者）：指經本會許可並
發給執照經營行動轉售服務或行動轉售及加值服務之第二類電信事
業者。
έన
適用本辦法應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之業務，包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通信
網路業務。

第二章 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Ѳన
本辦法所稱固定通信網路業務，係指綜合網路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
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
Ϥన
固定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以下簡稱固網經營者）應提供其用戶下列類別
號碼之號碼可攜服務：
一、同一裝機地點之市內電話號碼。
二、○八○受話方付費電話號碼。
ϲన
固網經營者應依下列實施時程提供前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
一、固網經營者應於其已營業之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臺中市及高雄
市等市內通信營業區域內，提供其用戶號碼可攜服務。
二、前款所定區域外之其他行政區域，有兩家以上之固網經營者已開始營
業者，應提供其用戶號碼可攜服務。
固網經營者應將其計畫營運之區域，於預訂開始營業日前七個月起一個月
內，以書面通知已於該地區營業之其他固網經營者及本會。
Μన
移入經營者於攜碼用戶終止使用其原用之電話號碼時，應於終止使用日或
截答服務截止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將該電話號碼歸還原獲分配之固網經營
者，並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或第五項規定通報。但原獲分配之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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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已終止營業，或該電話號碼已無獲分配之固網經營者時，移入經營
者應將該電話號碼繳回本會。
前項所稱終止使用，不包括因繼承而由繼承人繼續使用者，或因公司合併
而由存續或另立之公司繼續使用者。
除攜碼用戶終止使用其原用電話號碼外，移出經營者不得將該電話號碼核
配予其他用戶。
Τన
固網經營者間應以平等互惠之方式，相互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並應符合公
平合理原則，不得為差別待遇。
Ξన
固網經營者與其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應以顯著方式載明下列事項：
一、用戶得自第六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開始實施日起，要求提供號碼可攜
服務。
二、固網經營者為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得依本辦法規定將必要之用戶資料提
供予其他經營者、第二類電信事業及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
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得酌收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費用。
固網經營者與其既有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未包括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
者，固網經營者應於本辦法實施日起二個月內，另以書面告知既有用戶。
Ϊన
固網經營者向攜碼用戶提供通信服務時，應維持合理之客戶服務品質及網
路性能服務品質。
固網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及七月十日前彙整其前六個月攜碼用戶移入
與移出數量、移轉作業失敗率、平均移轉作業時間，及抽樣攜碼用戶之受
信平均額外呼叫建立時間等資料，提報予本會；其提報格式，由本會訂定
公告之。

第三章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ΪΙన
本辦法所稱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係指行動電話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及
行動寬頻業務。
ΪΠన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以下簡稱行動經營者）應提供其用戶下列類別
號碼之號碼可攜服務：
一、行動用戶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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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受話方付費電話號碼。
行動經營者與合作之虛擬經營者簽訂契約時，不得限制虛擬經營者提供其
轉配電信號碼之號碼可攜服務；其有相反約定者，無效。
擔任虛擬經營者所屬攜碼用戶受信服務網路之行動經營者，應與該虛擬經
營者協商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所定事項；其屬性質上無法
由虛擬經營者為之及經雙方約定由行動經營者辦理之事項，於該事項範圍
內，應由該行動經營者辦理。
行動經營者執行前項所定事項時，攜碼用戶所屬虛擬經營者應配合其作
業，並提供必要之攜碼用戶資訊。
Ϊέన
行動經營者應自獲核配之電話號碼開始營業之日起，提供其用戶號碼可攜
服務。
ΪѲన! Ȟւଶȟ
ΪϤన
移入經營者於攜碼用戶終止使用其原用之電話號碼時，應於終止使用日或
截答服務截止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將該電話號碼歸還原獲分配之行動經營
者，並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或第五項規定通報。但原獲分配之行動
經營者已終止營業，或該電話號碼已無獲分配之行動經營者時，移入經營
者應將該電話號碼繳回本會。
前項所稱終止使用，不包括因繼承而由繼承人繼續使用者，或因公司合併
而由存續或另立之公司繼續使用者，或攜碼用戶依服務契約向移入經營者
申請轉讓予第三人繼續使用者。
除攜碼用戶終止使用其原用電話號碼外，移出經營者不得將該電話號碼核
配予其他用戶。
Ϊϲన
行動經營者間應以平等互惠之方式，相互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並應符合公
平合理原則，不得為差別待遇。
ΪΜన
自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實施日起，行動經營者與其用戶
訂定之服務契約，應以顯著方式載明下列事項：
一、用戶得自號碼可攜服務實施日起，要求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二、行動經營者為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得依本辦法規定將必要之用戶資料提
供予其他經營者、第二類電信事業及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
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得酌收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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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預付卡用戶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行動經營者對其儲值餘額之處理
方式。
行動經營者與其既有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未包括前項各款事項者，行動經
營者應於號碼可攜服務實施日前四十五日起一個月內，另以書面告知既有
用戶。
ΪΤన
行動經營者向攜碼用戶提供通信服務時，應維持合理之客戶服務品質及網
路性能服務品質。
行動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及七月十日前彙整其前六個月攜碼用戶移入
與移出數量、移轉作業失敗率、平均移轉作業時間，及抽樣攜碼用戶之受
信平均額外呼叫建立時間等資料，提報予本會；其提報格式，由本會訂定
公告之。

第四章 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ΪΞన
發信網路經營者應於第六條及第十三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開始實施日起，
採適當方式取得路由資訊，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前項所稱發信網路，指發信用戶所屬經營者之網路。但下列通信之發信網
路依各款規定認定：
一、長途通信：長途網路。
二、國際通信語音服務：國際網路。
發信網路經營者得委託其他經營者執行第一項所定事項，受委託經營者得
向發信網路經營者收取相關費用。
國際通信非語音服務之發信網路依下列各款規定認定：
一、技術上可由國際網路執行者：國際網路。
二、技術上無法由國際網路執行者：由移入經營者與移出經營者或與原獲
本會核配電信號碼之經營者協商之。
前項第二款由經營者間協商之部分，依下列各款規定原則處理：
一、技術上可達成者：由執行第一項發信網路應負義務之經營者向移入經
營者收取相關費用，不適用第三項規定。其收取費用應符合平等互
惠及對相關經營者公平對待原則，由雙方協調並簽訂網路互連協議
規範之；協議不成時，得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向本會申
請裁決。
二、技術上無法達成者：移入經營者應於攜碼用戶申請移入時，善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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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用戶其將無法接受國際非語音服務之義務。
移入經營者得與移出經營者及原獲本會核配電信號碼之經營者外之第三
者，協商國際通信非語音服務提供事宜，並使用該第三者所提供之服務，
不受第四項第二款及前項第一款之限制。
ΠΪ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自下列時程起，應採資料庫查詢方式提供通信服
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一、固網經營者：九十二年一月一日。
二、行動經營者：依第十三條所定應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之日。
第一項資料庫查詢方式，係指發信網路於建立通信鏈路前，先自攜碼用戶
資料庫取得路由資訊。
發信網路經營者與其他經營者約定，其發信網路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
用戶採經由該其他經營者之網路轉接，且該轉接網路於建立連接至受信攜
碼用戶所屬網路之通信鏈路前，先自攜碼用戶資料庫取得路由資訊者，該
通信之處理方式視為符合以資料庫查詢方式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
戶。
依前三項規定查詢之資料庫，不得為集中式資料庫。但法規另有規定或發
生緊急狀態經本會核可者，不在此限。
ΠΪΙన
固網經營者間、行動經營者間及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者間應於前條第一
項所定資料庫查詢方式實施時程前，協商完成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
戶所需之網路碼及路由資訊之設定方式，並於實施前以書面將協商結果報
請本會備查。
前項網路碼之使用，應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之規定申請核准。

第五章 攜碼用戶移轉作業相關規定
ΠΪΠ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攜碼用戶移轉作業：
一、用戶申請號碼可攜服務，應向移入經營者提出書面申請書一式二份，
除有第二項規定情事者外，該申請書視為向移出經營者申請退租。
二、移入經營者應保存第一款申請書至少六個月，供移出經營者查詢或本
會查核。
三、移入經營者應於收到第一款申請書後，與攜碼用戶協調訂定合理之預
訂移轉改接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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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之移入經營者應分別於預訂移
轉改接日之五個及四個完整工作日前，將申請號碼可攜服務之用戶
名稱、原使用之電話號碼及預訂移轉改接之日期與時間通報移出經
營者及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並將第一款申請書送交移出經營者。
五、移出經營者對已因欠費、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服務契約遭其停止通
信之用戶，得拒絕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對訂有限制退租或終止期間
服務契約之用戶，得於該用戶履行因提前退租或終止契約之約定違
約金後，始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六、移出經營者不得於移轉作業期間從事贏回用戶之活動。
七、移出經營者於收到第四款之資料及文件後，應於第二工作日結束前，
向移入經營者確認移轉改接之日期及時間，並於確認後立即向集中
式資料庫管理者及通訊監察執行機關通報；移入經營者於必要時，
得協調用戶及移出經營者變更移轉改接之日期及時間，並於確認後
立即向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通報，移出經營者應於確認變更之移轉
改接日期及時間後立即向通訊監察執行機關通報。
八、其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號碼可攜服務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移出經營
者，於確認之移轉改接日期及時間前，完成用戶迴路及相關設備之
測試，移入經營者與移出經營者並應依確認之移轉改接日期及時間
進行攜碼用戶改接，不得任意提前或延後辦理。
九、其屬行動通信網路業務號碼可攜服務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移出經營
者，於確認之移轉日期及時間前，完成相關設備之測試，移入經營
者與移出經營者並應依確認之移轉日期及時間進行攜碼用戶移轉，
不得任意提前或延後辦理。
十、移轉改接作業完成後，移入經營者應立即向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及通
訊監察執行機關通報。
移出經營者於攜碼移轉作業完成前，再接獲他移入經營者依前項第四款規
定所為對同一電信號碼之移轉通知時之處理方式，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
者應事先協調之，並將協調決定之處理方式陳報本會備查。
為縮短攜碼移轉作業時程，移入經營者得以電子遞送方式傳送第一項第四
款所需訊息，移出經營者於收到該訊息後即應執行攜碼移轉作業，不受第
一項第四款所定完整工作日前通報及第一項第七款需收到第一項第四款之
資料及文件後開始辦理之規定限制。但移入經營者所採電子遞送方式應先
經第三十一條所定委員會討論確認後方得實施。
前項採先以電子遞送方式傳送第一項第四款所需訊息之移入經營者，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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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其傳送內容為真，及負內容不實時所衍生之一切責任，並應於電子遞送
後十五日內將申請書正本送達移出經營者。
申請號碼可攜服務者，非屬該電話號碼之登記租用人或其合法授權者，移
入經營者與移出經營者應不予受理；其因作業疏失致完成移轉作業者，應
回復原狀。
第一項移轉作業遭遇困難時，移入經營者應協調移出經營者解決問題，並
通知攜碼用戶。移轉作業順利完成改接前，移出經營者應維持該用戶原有
之電信服務至移轉作業完成。移出經營者與移入經營者間對第一項第七款
移轉改接之日期及時間無法達成協議時，應檢附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或資
料，報請本會核處。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第一項第十款向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之通報，
移入經營者應改向固網經營者、行動經營者及已建置攜碼用戶資料庫之經
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為之。
第一項向集中式資料庫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之通報內容，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向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之通報：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協調結
果。
二、向通訊監察執行機關之通報：
（一）移出經營者：攜碼用戶電話號碼、移出經營者與移入經營者名
稱、及預訂移轉改接之日期與時間。
（二）移入經營者：攜碼用戶電話號碼、移出經營者與移入經營者名
稱、及完成移轉改接之日期與時間。
ΠΪέన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協商訂定前條所定
攜碼用戶移轉作業之協調方式及測試方法，並於實施前以書面將協商結果
報請本會備查。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後，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依前條規定辦理移轉
作業時，應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協調方式及測試方法為之。
ΠΪѲన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所
為通報，應無償為之；被通報者應於收到資料時，無償立即向移入經營者
確認，並於收到移入經營者之通報後一小時內，更新其攜碼用戶資料庫，
及完成其他必要之路由資訊設定。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移入經營者依第七條第一項或依第十五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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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所為通報，應無償為之；被通報者應於收到資料時，無償立即向移
入經營者確認，並於十二小時內更新其攜碼用戶資料庫，及完成其他必要
之路由資訊設定。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於每月十日前，彙
整前月移入之攜碼用戶資料並無償提供予其他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
供其比對及維護攜碼用戶資料庫之正確性；本會於必要時，得要求經營者
相互提供攜碼用戶資料。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以外之經營者及第二
類電信事業已建置攜碼用戶資料庫時，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依前三
項規定通報之。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除前四項規定者外，固網經營者、行動經營者
及前項已建置攜碼用戶資料庫者間，有一方為核對攜碼用戶資料庫而要求
他方提供攜碼用戶資料時，其程序及費用，由雙方協商定之。
ΠΪϤ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為辦理前條第三項所定資料交換作業，應協商訂
定攜碼用戶資料交換所需之交換方式及測試方法，並於實施前以書面將協
商結果報請本會備查。
ΠΪϲన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後，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於委託管理契約中
訂定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通報作業。
二、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維持攜碼用戶資料之正確性。
三、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介面規格、攜碼用戶資料交換之格式
與程序及攜碼用戶資料交換之測試方法，辦理集中式資料庫與經營
者之攜碼用戶資料庫間之攜碼用戶資料交換。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後，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依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維持攜碼用戶資料之正確性。
ΠΪΜన
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後，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以外已建置攜碼用戶
資料庫者得自行選擇攜碼用戶資料更新之作業方式。

第六章 攜碼用戶資料庫之設置及管理
ΠΪΤన
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管理其攜碼用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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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保並定期檢視攜碼用戶資料庫之資料正確性、安全性及正常運作功
能。
二、確保並定期檢視攜碼用戶資料交換所需設備與功能之正常運作。
三、建立完整之資料備份及備援措施。
四、建立並保留六個月以上之資料異動歷史紀錄檔案。
五、集中式資料庫開始運作前，應配合已建置攜碼用戶資料庫之其他經營
者及第二類電信事業進行攜碼用戶資料庫之資料交換測試。
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者以外之經營者及第二類電信事業已建置攜碼用戶
資料庫者，其攜碼用戶資料庫之管理，適用前項規定。
ΠΪΞన
除有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情形者外，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者應於開始提
供資料庫查詢前，建置完成雙重之攜碼用戶資料庫設備及攜碼用戶資料交
換所需相關設備。
έΪన
前條用戶資料交換設備應具備依第二十五條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所
定資料交換之方式與介面。

第七章 集中式資料庫之設置及管理
έΪΙన
全體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共同監督集中式資料庫之建置、維運與管
理，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共同成立集中式資料庫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並訂定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規定。
二、訂定集中式資料庫管理者（以下簡稱管理者）、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
營者間攜碼用戶移轉作業之協調方式及測試方法。
三、訂定管理者與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間之通報作業方式。
四、訂定管理者接獲第二十二條所定通報後之集中式資料庫更新時限、固
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接獲管理者通報後之攜碼用戶資料庫更新時
限。
五、訂定管理者應定期提供攜碼用戶資料供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檢視
攜碼用戶資料庫資料正確性與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攜碼用戶資
料更新之途徑及作業方式。
六、訂定集中式資料庫與各經營者攜碼用戶資料庫間之介面規格、攜碼用
戶資料交換之格式與程序及攜碼用戶資料交換之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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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訂定管理者應辦理事項及其服務品質標準。
八、訂定對管理者監督機制。
九、訂定管理者之評選標準及評選程序等相關事項。
十、依評選標準及評選程序，選出單一管理者。
十一、訂定委託管理契約。
十二、訂定前後任管理者應交接事宜及監督機制。
十三、訂定管理者出缺時之應變計畫。
十四、訂定其他有關集中式資料庫之設置管理事項相關規定。
前項第七款之服務品質應符合第四十一條之規定。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應辦理事項，除第十款規定外，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
者應共同於實施前報請本會備查；必要時，本會得命其修正之。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於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一個月內共同成立第
一項第一款之委員會，並委託該委員會辦理第一項各款事項。
έΪΠ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共同與管理者簽訂委託管理契約。
使用集中式資料庫服務之經營者或第二類電信事業應個別與管理者簽訂服
務契約；服務契約內容之訂定應以委託管理契約為基礎，且不得牴觸委託
管理契約。
έΪέ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委託之管理者，應為已登記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公
司，其董事長應具中華民國國籍；其為公司組織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外國人持股總數應符合電信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二、不得為任一經營者持有百分之十以上之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
三、不得與任一經營者有相同之董事長或有百分之十（含）以上相同之董
事。
四、不得與任一經營者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半數
（含）以上相同之股東或出資者。
五、管理者之任一持有百分之十（含）以上股份之股東、董事、或工作人
員不得同時持有任一經營者百分之十（含）以上之持有股份比例。
六、管理者之工作人員不得同時為任一經營者之工作人員。
經四分之三（含）以上之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同意者，管理者得不受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之規定限制。
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所稱工作人員，係指受管理者僱用並領取薪資或其
他報酬之全職或兼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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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Ѳన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委託管理契約，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訂
定下列事項：
一、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所定事項。
二、管理者未符第三十三條規定時之提前解約。
三、管理者之服務費率或收費機制。
四、管理者不得拒絕任一經營者或第二類電信事業之服務申請，且應以公
平、合理原則處理之。
五、管理者對攜碼用戶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符合電信相關法令及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應確保其機密與安全。
六、管理者對有關機關（構）依法查詢攜碼用戶資料者，應依電信事業處
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規定提供之。
七、管理者應配合本會之監理。
八、管理者違反委託管理契約所定事項時之處罰或其他法律效果。
έΪϤ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於九十四年一月一日前，完成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各款所定事項。
έΪϲ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進行管理者日常運作及
前後任管理者交接事宜之監督。
έΪΜన
管理者之受託管理期限，每任最長為五年，並得連任；固網經營者及行動
經營者應於管理者任期屆滿前一年起六個月內，完成管理者之續約或改
選。
έΪΤన
管理者受任後有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事者，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
應限期通知其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解任之，
並改選下任之管理者。
έΪΞన
續任管理者未能順利產生時，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應依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之應變計畫辦理。
ѲΪన
固網經營者及行動經營者依本辦法所為之共同行為，應共同負責。
ѲΪΙన

316 貳、通訊類法規

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

311

集中式資料庫應符合下列服務品質：
一、全年至少須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之時間維持正常運轉，且正常狀況下，
每個月停止服務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二、至少須維持百分之九十九點五以上資料之正確性。
三、須具備備援系統，且切換時間不得超過十分鐘。
四、系統發生重大障礙時，部分功能回復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全部
功能回復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項第四款所稱部分功能回復，係指集中式資料庫恢復號碼可攜要求訊息
之接收、處理及通報功能；所稱全部功能回復，係指集中式資料庫恢復正
常狀態下之所有功能。

第八章 費

用

ѲΪΠన
移出經營者不得向移入經營者收取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所生成本。
ѲΪέన
移出經營者得向攜碼用戶酌收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費用。
前項費用不得高於本會公告之金額，移出經營者並應依電信法第二十六條
及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ѲΪѲన
固網經營者與行動經營者為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及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
用戶所需之建置及維護成本，應自行負擔之。
ѲΪϤన
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發信網路所屬經營者為提供通信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所生之額外通信成本或攜碼用戶資料庫查詢成本，應自行負擔之。
ѲΪϲన
經營者向攜碼用戶及非攜碼用戶提供通信服務時，其資費費率應為一致。

第九章 附

則

ѲΪΜన
未設置攜碼用戶資料庫之經營者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不因係其受託者
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而免除其責任。
ѲΪΤన
虛擬經營者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時，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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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及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
七條規定。
ѲΪΞ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罰。
Ϥ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一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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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2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規字第 0920508582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18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規字第 094050923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8∼12 條條文；並增訂第 3-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94200911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18550 號令增訂發布
第 3-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34302075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1 條條文；增訂第 3-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4430038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條文；增訂第 4-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0317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或許可，並發給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
執照之電信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籌設同意書而未取得
特許執照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公眾電信網路互通、識別、交換及控制等正常運作
所需之識別碼、用戶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電信網路內用以識別網路、路由或服務等之電信號
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提供用戶電信服務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眾電信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一定排列規則、特別意義或容易記憶之用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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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委託管理者：指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電信號碼之核配、調整、回收
及其相關管理作業之機關（構）。
Ѳ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用戶號碼、識別碼及編碼之信號點碼，應經主管機關
或受委託管理者核配；變更時，亦同。
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編碼，除信號點碼外，應於使用前報主管機關備查；
變更時，亦同。
Ϥన
籌設者於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後，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
請核配用戶號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電信號碼申請表。
二、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電信號碼使用計畫（含用戶成長預測資料、網路架構接續圖及系統容
量建設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籌設者於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後，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
請核配識別碼或信號點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電信號碼申請表。
二、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電信號碼使用計畫（含介接點位置及其信號方式、網路架構接續圖及
系統容量建設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籌設者未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前，得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
申請供公眾電信網路系統測試所需之電信號碼；測試用電信號碼使用期限
不得超過籌設同意或籌設許可期限，或取得系統或網路審驗合格證明為
止。
ϲ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用戶號碼時，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電信號碼申請表。
二、特許執照影本。
三、電信號碼使用計畫（含用戶成長預測資料、網路架構接續圖及系統容
量建設資料）
四、用戶數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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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識別碼或信號
點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電信號碼申請表。
二、特許執照影本。
三、電信號碼使用計畫（含介接點位置及其信號方式、網路架構接續圖及
系統容量建設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Μ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依下列規定取得電信號碼︰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經營者之撥號選接服務網路之識別碼或信號點碼，
準用前條第二項規定。
二、虛擬行動網路服務經營者之行動網路碼或用戶號碼，應向合作之行動
網路業務經營者申租。
三、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其用戶號碼應向經營 E.164 用
戶號碼網路電話業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申租。但實收資本額已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者，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
四、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之信號點碼，準用前條第二項規
定。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籌設者為測試網路所需，於取得 E.164 用戶
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許可函後，得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配測試
用電信號碼；其使用期限至許可函期限屆滿止。
Τన
主管機關受理電信事業申請核配電信號碼案件之審查與核配基準如附件。
Ξన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或自行終止其
業務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業務實際使用之電信號碼為下列用途之
變更：
一、移轉至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籌設者或經營者之同類業務使用。
二、移轉至自己籌設或經營之其他同類業務使用。
前項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指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
家數一覽表之第二項規定；其業務項目彼此間為前項所稱之同類業務。
受移轉業務之籌設者或經營者申請移轉使用電信號碼屬第一項第一款者，
應於第一項經營者為第一項申請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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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出申請：
一、電信號碼移轉計畫（含移轉時間、電信號碼類別、號碼明細及數量、
網路架構接續圖、系統容量建設資料及使用情形）。
二、經營者及受移轉者所簽訂之電信號碼移轉協議書。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受移轉業務之籌設者或經營者申請移轉使用電信號碼屬第一項第二款者，
應於第一項經營者為第一項申請之日起七日內，檢具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規定之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Ϊన
行動電話業務、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始得提供用戶保留原使用電信號碼移轉至自己經營行動電話業務、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或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前項經營者於提供該移轉服務前，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電信號碼移轉作業計畫（含實施業務範圍、移轉程序、移轉日期及日
移轉量最大值等）。
二、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號碼可攜辦法）所定集中式資料庫
管理者出具之電信號碼移轉作業系統測試合格證明文件。
第一項經營者受理用戶申請電信號碼移轉作業，有關移轉改接、縮短作業
流程及通報內容，準用號碼可攜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項及
第八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經營者依規定核准移轉使用後，用戶終止使用其電信號碼時，應將
該電信號碼歸還原獲核配之經營者；其作業程序準用號碼可攜辦法第十五
條規定辦理。
ΪΙన
經營者於主管機關核配用戶號碼後，應訂定除物聯網號碼外之黃金門號選
號原則，並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前項選號原則應包含附表基本選號原則；經營者列入選號原則之用戶號
碼，應以拍賣或付費選號方式提供用戶租用。
ΪΠ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為新型態電信服務或新技術之研究、測試所需，得檢具實
驗或研究等用途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測試用電信號碼。主管機
關得視號碼資源及業務或技術之發展需要，予以核配。
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前項核配之電信號碼，不得營利或提供電信服務。
第一項電信號碼核配之使用期限屆滿，主管機關應予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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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有使用電信號碼之需要者，準用前三
項規定。
Ϊέన
政府機關（構）
、公益社團、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用事業為提供緊急
救難服務、公共事務諮詢服務、公眾救助服務或慈善服務等因社會公益之
用途所需，經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直屬機關審酌其法定職掌、
設立宗旨、公益需要等而為核准後，得向主管機關或受委託管理者申請核
配特殊服務號碼。
前項所稱公用事業指下列事業：
一、電力事業。
二、自來水事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用事業。
第一項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電信號碼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構）、公益社團、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用事業之各該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直屬機關核准函影本及公益社團、財團
法人、行政法人或公用事業證明文件影本。
三、服務計畫書。
四、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同意配合提供服務之
相關文件。
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者，其資格變更，或使用用途不符第一項規定時，主
管機關得予收回。
ΪѲ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其申請：
一、申請之電信號碼服務類別非屬其特許或許可之業務範圍。
二、申請核配電信號碼之經營者已申請暫停營業中，或現已為暫停或終止
營業。
三、有違法使用電信號碼之情形，未改正。
四、未繳清電信號碼使用費或依本辦法應繳之罰鍰。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項所定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
正或補正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其申請。
ΪϤ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配電信號碼：
一、用戶號碼使用數量未達最低使用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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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具之資料不實。
Ϊϲ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電信號碼，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提供核准業務範圍外之其他用途。
二、配合主管機關調整其所獲核配之電信號碼。
三、除第七條、第九條或其他電信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出借
或轉讓。
四、不得拒絕他經營者對所獲核配電信號碼之網路互連協商要求。
五、用戶退租之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應保留三個月。
六、受移轉使用之用戶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於移轉日無法繼續使用之用
戶號碼應保留六個月。
前項第五款之用戶號碼保留期限，經新用戶同意者，不在此限。
ΪΜ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收回其獲核配電信號碼之一
部或全部：
一、獲核配之號碼單位區塊，自主管機關核配之日起，逾一年仍未開始使
用。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
三、申請核配電信號碼時，提供不實資料，經查證屬實。
四、暫停營業逾核准之期限。
五、經撤銷或廢止籌設同意、特許或許可。
六、特許或許可執照屆期失效。
七、未達主管機關所定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
八、終止營業或終止經營。
前項第七款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之計算得不包含首次獲核配用戶號碼未滿
三年者或再獲核配用戶號碼未滿一年者。
ΪΤ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及七月十日前，將整批出租予第二類電
信事業用戶號碼之統計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用戶號碼之統計截止日期分別為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當年六月三
十日。
第一項整批租用用戶號碼之第二類電信事業終止營業、變更其合作之第一
類電信事業或終止使用時，出租電信號碼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停止出租其
用戶號碼。但已由該第二類電信事業提供予其用戶使用之用戶號碼，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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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承接該用戶，並同意該用戶繼續使用原用戶號
碼。
第一類電信事業依前項規定停止出租之用戶號碼，應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五款之規定辦理。
第二類電信事業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者，原整批出租之第一類電信
事業應停止出租其用戶號碼之一部或全部。
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第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
條等規定或未遵守前項規定者，未改善時不得整批出租電信號碼予第二類
電信事業。
ΪΞన
整批出租電信號碼予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及所獲配電信號碼
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之規定為用戶攜出之經營者，得分別向該第二類
電信事業與移入經營者收取電信號碼使用費。
前項之電信號碼使用費之收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轉售電信服務或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所生之電信號碼使用費，以該第
一類電信事業或移出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繳納該電信號碼之使用費為
限。
二、其他原因所生之電信號碼使用費，得依前款使用費加計百分之五為上
限之行政管理費。
ΠΪ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使用用戶號碼，應符合便利使用者及號碼有效使用之原
則。
籌設者或經營者應按月更新租用及退租之用戶號碼統計資料，並至少保存
三個月。
ΠΪΙన
主管機關得委託他機關（構）辦理本辦法所定電信號碼資源之核配、調
整、收回及其相關管理作業。
受委託管理者負責管理作業項目應包括：
一、電信號碼資源核配、調整及收回。
二、監管電信號碼資源充裕度。
三、預測電信號碼資源需求量。
四、製作電信號碼資源相關核配現況表或統計表。
五、協調各經營者（含籌設者）間之電信號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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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提升核配電信號碼資源效率之方案及其實施機制。
七、維護電信號碼資源網站，除將電信號碼資源之分配情形、統計資料等
公告外，並應每週更新該公布資料至少一次。
八、研究國內外有關電信號碼資源管理及應用之相關議題與發展。
九、其他主管機關委辦事項。
受委託管理者應每年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業務報告；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要求受委託者提供業務相關情形說明及建議。
ΠΪΠన
受委託管理者應為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之法人，且須為電信事業以外
之法人。
前項所稱之法人需符合下列規定：
一、受委託管理者不得持有任一電信事業百分之十以上之表決權股份或資
本總額。
二、受委託管理者不得與任一電信事業有相同之董事長或有百分之十以上
相同之董事。
三、受委託管理者不得與任一電信事業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之半數以上相同之股東或出資者。
四、受委託管理者任一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董事、或工作人員
不得同時持有任一電信事業百分之十以上之持有股份比例。
五、受委託管理者之工作人員不得同時為任一電信事業之工作人員。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工作人員，係指受僱用並領取薪資或其他報酬之
全職或兼職人員。
第一項受委託管理者之評選程序及評選標準等事項，由主管機關依相關法
規訂定公告之。
ΠΪέన
籌設者或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繳納電信號碼使用費。
ΠΪѲ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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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基本選號原則
項次

9 碼長以上之
用戶號碼末六碼

門號規則

範

1

全數相同

AAAAAA

666666

2

六連號

abcdef ɩ

012345

3

末五碼相同

X-AAAAA

1-66666

X、A�4

4

末五碼連號

X-abcde ɩ

1-12345

X�4

5

兩組三碼相同

AAA-BBB

666-888

A、B�4

6

末四碼相同

XY-AAAA

13-6666

X、Y、A�4

7

末四碼連號

XY-abcd ɩ

13-1234

X、Y�4

8

末三碼相同

XYZ-AAA

135-666

X、Y、Z、
A�4

9

兩組相同

ABC-ABC

689-689

A、B、C�4

10

三組兩碼同

AA-BB-CC
AA-BB-AA

66-88-99
66-88-66

A、B、C�4

項次

8 碼長以下之
用戶號碼末四碼

門號規則

1

全數相同

AAAA

6666

2

四連號

abcd ɩ

0123

3

末三碼相同

X-AAA

1-000

X、A�4

4

兩組相同

AA-BB

66-88

A、B�4

5

隔位相同

AB-AB

68-68

A、B�4

範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例

例

備

註

A�4

備

註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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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2 年 2 月 11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公字第 0920500580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網際網路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指為供辨識網際網路主
機號碼位置所在，依網際網路協定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所規劃用以分配予主機之位址。
二、網域名稱（Domain Name）：指用以與網際網路位址相對映，便於網
際網路使用者記憶 TCP/IP 主機所在位址之文字或數字組合。
三、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簡稱 DNS）：指採樹狀階層
式架構，自上而下授權管理，能夠作網域名稱與網際網路位址及其
他資料對映及轉換之系統。
四、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國家級網際網路位址註冊機
構（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簡稱 NIR）之網際網路位址註冊資
料，並提供網際網路位址反解系統（Reverse Domain Name System）
正常運作及相關註冊管理之服務事項。
五、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tw 頂級網域名稱（Top Level
Domain，簡稱 TLD）或其他用以表徵我國之網域名稱註冊資料，並
提供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及相關註冊管理之服務事項。
六、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指從事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註冊管
理業務之非營利法人組織。
七、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指取得註冊管理機構之授權，從事受理
註冊業務之法人組織。
八、註冊人（Registrant）：指與註冊管理機構訂定契約，使用該註冊管
理機構指定之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服務者。
έ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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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與輔導從事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電信總局（以下簡稱電信總局）
。
Ѳన
未取得國際組織認可具有取得及分配網際網路位址之權利者，不得從事網
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業務；未取得國際組織認可具有其所申請註冊管理業
務範圍之.tw 頂級網域名稱或其他足以表徵我國網域名稱之權利者，不得
從事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
前項之國際組織，由電信總局公告之。
Ϥన
註冊管理機構應於提供服務前一個月檢具業務計畫書及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之文件，報請電信總局備查：
一、申請人之名稱、代表人之姓名及主事務所。
二、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之相關證照影本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獲第四條國際組織認可之文件。
前項業務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業務類別及說明。
二、系統及網路設備概況（含各地點建設之系統及網路設備架構圖及其設
備明細表），應載明下列系統之安全及備援措施：
（一）註冊管理業務系統。
（二）網域名稱系統或網際網路位址反解系統。
（三）WHOIS 資料庫系統。
三、可提供全球網際網路互連運作之說明。
註冊管理機構未依第一項規定備齊報備資料者，電信總局得限期命其補
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備查。
第一項備查文件於備查後如有變更者，註冊管理機構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
報請電信總局備查。
ϲన
註冊管理機構從事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之註冊管理業務，不得有下列
行為：
一、違反法律或依法律授權之法規。
二、危害網際網路之互連或運作。
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
四、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註冊管理機構從事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之註冊管理業務未能確保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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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或提供公平服務者，電信總局得限期命其改善之。
Μన
註冊管理機構應就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訂定業務規
章。並應於提供服務前十四日報請電信總局備查；變更時亦同。
業務規章應備置於網站及業務場所供消費者審閱；其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
顯失公平之情事，電信總局得限期命註冊管理機構變更之。
第一項業務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提供服務內容。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三、註冊人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四、消費者申訴之處理。
五、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機制。
六、其他與消費者權益有關之事項。
Τన
註冊管理機構提供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服務收費標
準，應以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
註冊管理機構應邀請專家、學者等組成費率委員會決定服務費率，報請電
信總局備查後實施。
Ξన
註冊管理機構對於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之註冊業務，得委託受理註冊
機構執行。
註冊管理機構應於委託生效次日起十日內，將受理註冊機構名單公告並報
請電信總局備查。
Ϊన
為處理第三人對網域名稱使用或歸屬之爭議，註冊管理機構應就網域名稱
爭議事項，訂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並應於實施前報請電信總局備
查；變更時亦同。
前項網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註冊管理機構應委由專業機構處理網域名稱
爭議事項。
網域名稱爭議處理之決定，不影響註冊人或第三人之訴訟權利。
ΪΙన
註冊管理機構為維持服務之持續性、註冊資料之正確性、完整性、穩定性
及正常運作，應訂定作業規範，報請電信總局備查後實施。
註冊管理機構應將每季業務執行成果，報請電信總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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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總局得隨時派員持證明文件查核註冊管理機構所建置之相關設備及其
業務運作相關文件，必要時得命其提供相關資料，註冊管理機構不得拒
絕。
ΪΠన
註冊管理機構預定終止其業務時，應於預定終止日六個月前報請電信總局
備查，並應於預定終止日三個月前通知註冊人。
註冊管理機構終止其業務時，應保持註冊資料之正確及完整，並無償移轉
相關註冊資料予新註冊管理機構，以維持服務提供之持續性；必要時，電
信總局得為適當之處置。
Ϊέన
政府屬性、教育屬性或國防屬性之屬性型網域名稱註冊管理，由註冊管理
機構與相關政府機關協商處理，但不得有礙全球網際網路之互連運作。
註冊管理機構應於協商完成後十五日內將協商結果報請電信總局備查。
ΪѲన
電信總局得輔導協助註冊管理機構從事下列事項：
一、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相關政策、技術之研究。
二、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運作安全與效能提升之促進。
三、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相關技術之人才培訓。
四、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相關技術發展及業務規劃與推廣。
五、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相關國際會議及活動之規劃參與。
ΪϤన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從事網際網路位址或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之註冊
管理機構，應於本辦法發布施行日起二個月內依第五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
報請電信總局備查，並於三個月內將第七條所定業務規章及第十條所定網
域名稱爭議處理程序報請電信總局備查。
Ϊϲ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本法規定處罰。
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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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89 年 9 月 8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5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並自發
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032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1、12、
13 條條文；並增訂第 9-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1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8、17 條條
文
4.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1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5008500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13、17 條
條文；並增訂第 9-2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6051297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9-2 條條文之附表
7.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企字第 099400071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9-2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企字第 0994002411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22318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
列屬「行政院主計處」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2 月 6 日起改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管轄
9.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24000407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2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①本辦法所稱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公
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
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
以上者。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不符前項所定要件時，得提供相關資料向
本會申請解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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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之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其公式如
下：
[（Pt–Pt-1）÷ Pt-1]×100%≦（△CPI–X）
第四條
①前條公式之各項參數意義如下：
一、Pt：指第一類電信事業於每一實施年度調整資費，其調整後之資費費
率或費額（以下簡稱費率）。
二、Pt-1：指第一類電信事業於每一實施年度調整資費，其前一年度之資
費費率。
三、△CPI：指行政院主計處於每一實施年度前最新公布之台灣地區消費
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
四、X：指調整係數。
五、[（Pt–Pt-1）÷ Pt-1]×100%：指資費調整百分比。
②前項所稱實施年度，指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第五條
第三條之 Pt-1 值，依下列方式定之：
一、首次訂定之資費，以該首次訂定之資費費率為第一個實施年度之 Pt-1
值。
二、第二個實施年度（含）後之 Pt-1 值為前一實施年度三月三十一日之
資費費率。
第六條
調整係數由本會訂定並定期公告之。
第七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每一實施年度之主要資費依第三條所定公式調
整時，應依下列之規定：
一、（△CPI–X）值大於零時，於實施年度內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調
升百分比不得超過（△CPI–X）值。
二、（△CPI–X）值小於零時，於實施年度之首日，第一類電信事業資
費之調降百分比應至少為（△CPI–X）之絕對值；其資費費率於實
施年度內，不得高於依（△CPI–X）調降百分比計算之資費費率。
三、（△CPI–X）值等於零時，於實施年度內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不
得調升。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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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依前條規定得調升者，於實施年度
內每次調整資費時，其調整後之資費費率不得超過依前條第一款所定調升
百分比計算之資費費率。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於實施年度內調升主要資費之幅度未達前條第
一款所定上限者，其未調足之值不得移至該年度以後之實施年度調升。
第九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之調整，應於預定實施日十四日前報
請本會核定，於核定文到次日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
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於公告日起七日後實施。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促銷方案，其實施內容包含主要資費項目
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③前項所稱主要資費，包括下列項目：
一、市內網路業務：
（一）市內網路月租費。
（二）市內網路通信費。
（三）市內網路出租電路月租費。
（四）公用電話通信費。
（五）網際網路上網費。
二、長途網路業務之長途網路出租電路月租費。
三、國際網路業務之國際網路出租電路月租費。
四、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之月租費及預付式之通信費（預付卡）。
五、第十一條所定之批發價格。
六、經本會公告之資費項目。
④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第二項規定陳報之資費違反前二條規定者，
本會得命其改正。
第十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經核定之資費訂定、調整或促銷方案，擬不予
實施或終止實施者，應先敘明理由，報請本會核定。其已公告及揭露者，
並應於原公告之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但尚未公告者，得不
予公告。
第十一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應訂定
批發價格。
②前項批發價格之訂定與調整，應含其建立、變更或解除連線之費用。

334 貳、通訊類法規
③第一項電信服務，其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如附表，並由本會每年定期檢討
公告之。
④第一項批發價格之首次訂定，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
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⑤第一項批發價格之調整，應按下列方式計算之，其費率分別計算結果不一
致時，依較低者：
一、依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二、依第三條規定計算之。
⑥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對其他電信事業不得有不公平競爭行為。
⑦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批發價格之提報期限及實施日期，由本會公告
之。
第十二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調整及其促銷方案，除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外，
應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
資費訊息，並函知本會；取消時亦同。
②第一類電信事業陳報或實施之資費及其促銷方案，若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
不公平競爭之情事，本會得限期命其改正其行為。
第十三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第九條規定報請核定主要資費時，應檢具下
列資料：
一、調整資費之詳細說明及所需之營業收支、損益成本分析及新舊費率對
照表。
二、實施日或預定實施日。
三、定有實施期間者，其適用期間。
四、特定實施地區者，其地區名稱。
第十四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之首次訂定者，其核定或公告，依第
九條至第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五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實施組合式費率、套裝費率或數量折扣費率
者，其組成之資費含主要資費者，應依第七條至第十三條有關規定辦理。
②前項所稱組合式費率，係指第一類電信事業對於同一電信業務不同資費項
目之組合，設定可讓用戶選擇不同費率選單；所稱套裝費率，係指第一類
電信事業對於不同電信業務資費之組合，設定可讓用戶選擇不同費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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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所稱數量折扣費率，係指第一類電信事業對於同一電信業務資費，按
用戶使用訊務量之不同數量等級給予不同之折扣費率。
③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第九條、第十四條及本條規定報請核定資費
時，其電信服務亦屬第十一條第三項之項目時，應同時提報對應之批發價
格，並檢具相關之成本分析資料。
第十六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於實施年度調整主要資費時，如其資費有不同
之費率級距，其資費調整百分比之認定，為各級距費率調整百分比依各該
級距之訊務量，得按附件所定拉氏價格指數公式加權計算之，並不得超過
第二條規定之實施年度資費調整百分比。
②如前項費率級距調整百分比之計算，非以訊務量為計算基礎者，得依用戶
數計算之。
③第一項所稱不同之費率級距，係指同一業務資費依不同時段、不同通信地
點或不同速率等方式分別訂價之費率。
第十七條
本會為辦理資費之核定，得要求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電信法第五
十二條、第五十五條及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或調整，用戶或其他電信事業認有違反本辦法
之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②前項申訴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名稱與住所。
二、被申訴之業者名稱及業務。
三、申訴理由。
③本會應於二個月內處理之，並將處理結果通知申訴人。
第十九條
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陳報或實施之主要資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會得令其變更之：
一、資費之訂定或調整違反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與電
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者。
二、違反第三條規定之公式者。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五項、第十二條或
第十四條之規定者。
四、經依第十八條規定申訴並經確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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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變更資費費率者，如其變更前之費
率高於變更後之費率時，應於三個月內將超收之金額退還用戶。
第二十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於每一實施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向本會陳
報實施年度內有關資費訂定或調整之詳細資料。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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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拉氏價格指數之計算公式
拉氏價格指數（Laspeyres price index）之應用為依變更時之資費為變數，
以上年度之話務量為權數計算，拉氏價格指數公式如下式：

LP 

PA1  A0  PB1  B0
 100%
PA0  A0  PB0  B0

前式 LP 為拉氏價格指數， P 代表資費水準，A、B 代表 A、B 兩級距或
兩地之話務量，上下標 0 代表基礎期（上年度）之數值，上下標 1 代表計算期
（本年度）之數值。
例如上年度之某受管制之電信公司國際電話業務依通信地點不同設定 A、
B 兩地之費率，若 A、B 話務量分別為 60 萬分鐘與 40 萬分鐘，費率水準分別
為每分鐘 5 元及 10 元，假設此受管制之電信公司由第四條第一項之資費計算
公式得出今年必須調降 10%，若此公司今年擬將 A、B 兩地之費率分別調整為
每分鐘 5 元及 8 元，則由拉氏價格指數可得：

LP 

5  60  8  40
 100%  88.6% ，表示該公司之資費調降 11.4%，
5  60  10  40

符合調降 10%之規定。
若此公司今年擬將 A、B 兩級之資費水準分別調整為每分鐘 4 元及 10
元，則由去年之營收加權可得：

LP 

4  60  10  40
 100%  91.4% ，表示該公司之資費調降 8.6%，
5  60  10  40

違反調降 1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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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適用對象

一、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二、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類電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
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 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 話服務之營業項目者
網路電話服務者間之互連電路（含
市、長專線電路）
四、 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網際網路服務經營
（xDSL）電路

者

五、 其他市內、長途數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六、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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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ᑞސႫ߬೩രЅު೩ညٺҢᆓ౩ೣࠌ
1. 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11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2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1 條
2.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21 日交通部(90)交郵發字第 0009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4 條
3.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8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114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裝置規則）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436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9∼11、14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049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8、9、12、17、22 條條文及第 11 條之附件二；除第 17 條修正條文自 98 年 4 月 1 日施
行者外，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246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46301810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8、9、12、22 條條文；並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之設置及使用，應依本規則之規定；本規
則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έన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管箱設備：指收容建築物電信線纜之設備，如電信引進管、垂直
幹管、管道間、線架、水平配管、地板管槽、地板線槽、總配線箱
（架）、光終端配線架、集中總箱、主配線箱（室）、支配線箱、
拖線箱、宅內配線箱及出線匣等。
二、電信配線設備：指使用於建築物之電信電纜、光纜及其固接附屬設
備，如引進線纜、配線架、配線線纜、光纜配線箱（盒）、端子
板、電信插座（包括電話插座、資訊插座或光資訊插座）及保安器
等。
三、電信室：指建築物內專供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引接線纜及設置電信設
備之專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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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信機械設備：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使用於建築物內之電信交換設
備、電信傳輸設備、電信終端介面設備及其相關附屬設備之總稱。
五、電信保安接地設備：指用於保護電信機線設備之接地裝置及各種安全
設施。
六、集線電信設備：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為匯集不同傳輸路由之線纜，
所設置之電信傳輸設備及線纜收容設備等。
七、集線室：指於建築物內除既有電信室外，專供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引
接線纜及設置集線電信設備之專用空間。
八、電信引進管：指以架空或地下方式引進電信電纜或光纜至建築物內總
配線箱（架）或光終端配線架、電信室之電信管道。
九、用戶專用交換設備：指安裝在建築物內，供同一建築基地範圍內之用
戶或合用中繼線用戶使用之專用交換機、分機及其附屬設備等。
十、社區型建築物：指同一宗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或為統一管理而設同
一管理委員會之建築物。
十一、屋外電信管線設施：指建築基地內建築物間之架空、地下電信線路
及地下管路等管線設備。
Ѳన
建築物建造時，起造人應依規定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信設
備之電信室及其他空間。但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公告
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前項之電信設備，包括電信引進管、總配線箱、用戶端子板、電信管箱、
電信線纜及其他因用戶電信服務需求須由用戶配合設置責任分界點以內之
設備。
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不足或供裝置電信設備之空間不足，致不敷該建築
物之電信服務需求時，應由所有人與提供電信服務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
協商，並由所有人增設。
依第一項及前項規定設置專供該建築物使用之電信設備及空間，應按該建
築物用戶之電信服務需求，由各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依規定無償連接及使
用。
Ϥ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連接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之電信網路設備，應設有明確之
責任分界點。
ϲన
前條之設置及維護責任分界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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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物引進電纜者：
（一）建築物設置用戶側端子板設備者，以用戶側端子板之電介接端
子為責任分界。
（二）建築物未設置用戶側端子板設備者，以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
置於建築物端子板之電介接端子為責任分界，但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二、建築物引進光纜者：
（一）建築物設置光終端配線架者，以光終端配線架用戶側光纜配線
箱之光介接端子為責任分界。
（二）建築物未設置光終端配線架者，以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於
建築物之電信設備光或電介接端子為責任分界。
前項責任分界，如附圖一、附圖二、附圖三及附圖四。
Μన
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外之公眾電信固定通信網路設施，由提供電信服務之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設置及維護。但社區型建築物內建築物間之管線設
施，得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由所有人維護。
依第四條規定設置之電信設備，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並由所有
人維護。
Τన
起造人或所有人應設置下列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
一、電信引進管。
二、電信室：須設置電信室者，應備有電表設置位置及電源引接線、總配
線架（板）、用戶側端子板及電信保安接地設備等；無須設置電信
室者，應備有總配線箱、用戶側端子板及電信保安接地設備等。
三、自用戶側端子板後之電信管箱設備、電信配線線纜、宅內配線箱及電
話插座等設備。
四、須引進光纜之建築物者，應增設以下設備：
（一）光終端配線架。
（二）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
。
（三）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至宅內配線箱、支配線箱或單獨所有
權建築物主配線箱之光纜。
（四）宅內配線、出線匣及資訊插座等設備。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於前項建築物內提供電信服務時，應設置下列電信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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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銜接公眾電信網路之引接電信電纜或光纜。
二、經營者端子板或光纜配線箱（盒）。
三、必要之電信機械設備。
Ξన
新建建築物為收容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之電信設備，供該建築物用戶通信
之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設置電信室：
一、用戶側光纜總心數超過二十四心者。
二、地上層五樓以上且設有地下室之建築物，引進電纜總對數超過二十對
以上者。
前項電信室應依附件一電信室面積一覽表設置於建築物適當處所，有關引
進電纜總對數應依本會所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以下
簡稱工程技術規範）計算之。其有地下層兩層以上者，以設於非最底層樓
層為原則。
新建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築物起造人應引進光纜，並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
一、公有建築物。
二、集合住宅。
三、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為下列使用類別之建築物：
（一）公共集會類。
（二）商業類。
（三）休閒、文教類：
1.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
（宿舍除外）
2.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
（宿舍除外）
（四）辦公、服務類。
前項各款建築物之定義，依建築法令相關規定辦理。
Ϊన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之設計（含繪製圖說）
、設置及檢
測，應依本會所定之工程技術規範辦理。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之設計、簽證及監造，應依建築法、建築
師法及技師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其中涉及建築物安全、結構安全及
消防安全等事項，應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屋外電信管線設施之設置，應依建築法令及道路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ΪΙన
建築物起造人於設計屋內外電信設備及其空間時，應備具「建築物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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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
（以下簡稱申請表如附件二）
，洽請市
內網路業務經營者諮商辦理引進管、電信室或總配線箱及線纜之位置等事
項。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受理前項洽辦後，應於七工作日內完成洽辦事宜；其
他未參與洽辦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不得對洽辦結果提出異議。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之設計圖說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設計簽證
後，應於申報開工前送請本會委託辦理審查及審驗之電信專業機構（以下
簡稱審驗機構）審查。
建築物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審驗機構申請審查並繳交審查費：
一、依規定完成洽辦及設計圖說簽證之申請表。
二、依工程技術規範所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計清單及相關設計圖
說（含平面配置圖及垂直昇位圖、建築基地位置圖）。
申請審查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驗機構應限期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其檢具之文件不予退還：
一、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者。
二、檢具之文件不全者。
三、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者。
申請審查案件之文件齊備者，審驗機構應於七工作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
不合格者，審驗機構應限期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或補正
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其檢具之文件及繳交之審查費不予退還。
經依前項駁回申請者，建築物起造人得重新申請審查。
第五項及第六項之補正期間為二個月。但得依建築物起造人之申請展延
之，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ΪΠ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置完成後，建築物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原辦理審查
設計圖說之審驗機構申請審驗並繳交審驗費。
一、依規定完成審查之申請表。
二、依工程技術規範所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檢測紀錄表。
三、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出具之建築物電信設備竣工檢查報告。
四、依前條第四項第二款之電子檔光碟片一份。
申請審驗案件之文件齊備者，審驗機構應於十四工作日內完成審驗；經審
驗合格後，於其申請表簽證合格，其送審查及審驗之文件予以發還。起造
人或所有人應於審驗合格並繳交審定證明證照費後，始得申請核發下列審
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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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纜窄頻審定證明：建築物依照工程技術規範僅設置電話主幹配線
者。
二、電纜寬頻審定證明：建築物依照工程技術規範設置電話及數據配線，
其數據主幹及宅內數據配線採用超五類非遮蔽對絞型或屏蔽對絞型
電纜以上等級設計者。
三、光纜到戶審定證明：建築物依照工程技術規範設置電話及數據配線，
其數據主幹採用光纜設計，宅內數據配線採用超五類非遮蔽對絞型
或屏蔽對絞型電纜以上等級設計者。
申請審驗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驗機構應限期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其檢具之文件不予退還：
一、未依規定繳交審驗費者。
二、檢具之文件不全者。
三、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者。
經審驗不合格者，審驗機構應限期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或補正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其檢具之文件及繳交之審驗費不予退
還。
經依前項駁回申請者，建築物起造人得重新申請審驗。
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補正期間為二個月。但得依建築物起造人之申請展延
之，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作業流程圖詳如附件三。建築物
電信設備審定證明如附件四。
Ϊέ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經審驗合格，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始得提供起造
人或所有人申請之電信服務。但經本會依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公
告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申請前項電信服務時，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各一份：
一、審驗機構核發之審驗合格文件。
二、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光碟片。
ΪѲ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應保存完成洽辦之申請表及其相關資料之電子檔或原
件，備供本會查核。
各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均無法辦理第十一條及前條所定相關事宜時，應成
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建設協商小組，協調各地受理窗口、網路銜接或
共用管線等相關作業事宜，必要時，由本會協調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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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Ϥ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或其他第三人受託代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或維
護用戶建築物電信設備，或負擔其設置、維護、使用之費用者，其約定不
得違反下列規定：
一、不得妨礙用戶選擇不同經營者提供電信服務之機會。
二、不得妨礙不同電信服務經營者爭取用戶之機會。
違反前項規定之約定，無效；其已設置完成之電信設備，未經建築物起造
人或所有人之同意，不得任意拆除或妨礙其使用。
Ϊϲన
建築物所有人所設置之電信設備不符本規則之規定，於建築物所有人改善
或增設前，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得不予銜接提供服務，以維通信安全。
ΪΜన
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內之所有電信設備，應交由電
信工程業者或電器承裝業者施工及維護。但經本會公告為簡易電信設備
者，不在此限。
ΪΤన
建築物內部自用電信機械設備，如用戶專用交換機等，應另依實際需求預
留空間及管線，並與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之電信設備分開設置。但經洽得
提供該建築物電信服務之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同意者，不在此限。
ΪΞ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利用設置於電信室之電信設備，提供該建築物以外之
用戶電信服務者，應事先徵求該建築物所有人同意，其補償由市內網路業
務經營者與該建築物所有人協議之。
ΠΪన
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為建設其電信網路之需要，得有償使用建築物空間設
置集線室及集線電信設備。
ΠΪΙన
建築物電信管箱、配線等電信設備設置，建築物起造人應建立並保留其管
線竣工圖表等明細資料，移交該建築物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所有人
負責保管。
ΠΪΠ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五日修正條文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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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2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公字第 09200508680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143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04300677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以下簡稱審驗機構）
，係指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託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相關設置空間設
計審查及完工審驗等業務之機構。
έన
申請擔任審驗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依法設立之電信、電機、電子等專業公會團體，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
者。
二、申請人應於北、中、南三地區各配置負責審查及審驗之電機技師或電
子技師（以下簡稱審驗人員）至少四人。
前項審驗人員應配置於各直轄市、縣、市（以下簡稱縣市）
；應配置審驗
人員之縣市不得少於十二縣市，其中至少一人須配置於花蓮縣或台東縣。
前二項之審驗人員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一、依法領有電機技師執業執照或電子技師執業執照。
二、最近一年，至少接受十二小時電信法規之教育訓練。
前項第二款教育訓練，由各機構、團體辦理者，應於舉辦訓練前，先經本
會認可，並於訓練後，發給教育訓練證明文件。
Ѳన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擔任審驗機構：
一、建築物電信設備審驗機構委託申請表（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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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資格之人員及其配置資料。
四、審查及審驗部門組織架構及其功能說明。
五、測試設備清單及其校正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之作業程序。
七、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受理窗口清單及其設置規劃。
八、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前項第七款之受理窗口，應包括各直轄市、縣（市）之受理窗口。
申請人依第一項規定檢具之申請文件不齊全者，由本會通知限期補正，逾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Ϥన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完備者，由本會組成評鑑小組，進行
實地評鑑；經實地評鑑未符合規定者，由本會列舉不符合事項通知其限期
改善。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屆期未完成改
善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第一項評鑑小組設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及評鑑委員三至五人，任期
均為一年。
評鑑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一項評鑑作業之項目、標準及方式，如附件二。
ϲన
申請人經本會實地評鑑合格，並與本會簽定委託契約後，始得辦理審查及
審驗業務。審驗機構委託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Μన
審驗機構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設計之審查及完工之審驗等
業務，應依電信法、行政程序法、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
則、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規費收費標準、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
技術規範、及本辦法等有關法令規定辦理，除有正當理由外，對申請審查
及審驗案件不得拒絕或為差別處理。
審驗機構應就同一申請案件辦理設計之審查及完工之審驗。但原審驗機構
未在建築物所在之縣市配置審驗人員者，不在此限。
審驗機構應就申請完工審驗之案件，於受理申請日起七日內，確認其文件
是否完備，文件不完備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正，其補正之期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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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六項規定辦理。
審驗機構應於完成審驗後，將「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
申請表」
（以下簡稱申請表）依建築物所在地點、年份及號次依序編列檔
號，連同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審查紀錄表及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審
驗紀錄表、建築基地位置圖、電信設備垂直昇位圖及平面配置圖進行電子
儲存，並於每季第一週內，將前季申請表電子檔列冊提報本會備查。
審驗機構應於完成審驗日起三日內，將審驗合格案件電子檔，依本會指定
之書表格式傳送至本會或本會之電腦資料庫。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有異動情形者，審驗機構應檢附異
動資料，報請本會備查。
本會得派員至審驗機構進行不定期查核，審驗機構不得拒絕之。
Τన
審驗機構辦理個別申請案件之審驗人員，不得為該審驗人員或該審驗人員
所隸屬執業機構／審驗機構所設計、簽證、監造、施工或檢測案件辦理審
查或審驗。
審驗人員如有增減或其他異動情形，審驗機構應檢附異動人員基本資料，
按月報請本會備查。
審驗人員出缺未補實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最低員額規定時，本
會得令該審驗機構暫停辦理審查及審驗業務；審驗機構得於審驗人員補實
後，檢附審驗人員基本資料，報請本會准予恢復辦理審查及審驗業務。
Ξన
本會與審驗機構簽定之委託契約，期間為五年，委託契約關係消滅時，審
驗機構應將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相關案卷資料，於委託終止日起一個月內
移交本會。
前項契約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第三項暫停者，審驗機構不得再受理新申請
審查及審驗業務。但已受理申請審查及審驗之案件，應繼續辦理至完成審
查或審驗為止。
委託契約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之二個月內，審驗機構得申請辦理續約，本
會得視需要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審查及評鑑。
Ϊన
審驗機構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時，應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收取審查費及審
驗費；本會另按委託契約議定標準核支審驗機構委託費用。
前項審查費及審驗費，審驗機構應於收訖日之次日依本會所定方式解繳國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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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Ιన
審驗機構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二項或第十條規定，本會
得予警告並限期改善。
ΪΠన
審驗機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得終止委託契約。其未完成之審查
及審驗案件，應交由本會另行指定之審驗機構辦理：
一、審查及審驗作業有虛偽不實，且情節重大者。
二、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情事者。
三、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本會責令暫停辦理審查及審驗業
務，且未於三個月內補實者。
四、違反第七條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五、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者。
六、違反第十條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七、違反第十條規定情節重大者。
八、其他依委託契約約定得終止之情形者。
Ϊέన
審驗機構有違反本辦法或委託契約之情事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另應
依委託契約所定處罰或其他約定辦理。
ΪѲన
審驗機構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於委託契約屆滿之日起二年
內，不得重新申請擔任審驗機構。
審驗機構經依第十二條規定終止委託者，於終止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
請擔任審驗機構。
ΪϤన
受委託或終止委託之審驗機構名稱，由本會公告之。
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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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28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89)電信公字第 501063-0 號令、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89)標檢三字第 000976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3.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17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20509917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及審驗辦法）
4.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2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30509765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2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305097654 號公告申請流程、
書表格式、審定證明及符合性聲明證明格式，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319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5、18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3430463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0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94300870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0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終端設備：指任何數位或類比設備，其以無線或有線傳輸媒介，
與公眾電信網路之終端點介接，並以光或電磁波方式進行通信之設
備。
二、型式認證：指由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按電信終端設備之廠牌型
號，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或經本會認可委託之
驗證機構（以下合併簡稱驗證機關（構））申請審驗之程序。
三、符合性聲明：指由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聲明其所製造或輸入之電
信終端設備符合第五條規定，並備妥相關文件向驗證機關（構）完
成登錄之程序。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351

四、系列產品：指不改變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之輸出功率、調變技
術、工作頻率、頻道數目及主要元件之電路板佈線等技術規格、設
計性能，且其通信介面、電磁相容及電氣安全之基本設計、性能、
實體形狀及材質相同之其他產品。
第三條
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於接續時，第一類電信事業除有正當理由外，不
得於接續條件及品質上為差別待遇。
第四條
①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所設電信機線設備之電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
範，並經審驗合格，始得輸入或販賣。
②各種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由本會訂定公告之。
③前項技術規範之內容，應包含檢驗項目與標準，並應確保下列事項：
一、不得損害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或對其機能造成障礙。
二、不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之其他使用者造成妨害。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機線設備與使用者連接之終端設備，應有
明確之責任分界。
四、電信終端設備連接使用時，應確保與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機線設備
正常的介接。
五、電磁相容及與其他頻率和諧有效共用。
六、電氣安全，防止網路操作人員或使用者受到傷害。
④電信終端設備電磁相容及電氣安全檢驗項目、實施日期，由本會公告之。
第五條
各種電信終端設備應依其技術規範所定檢驗項目與標準辦理；尚未訂定檢
驗項目與標準者，應依下列順序規定檢驗之：
一、國家標準。
二、國際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三、區域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第六條
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所設電信機線設備之電信終端設備，除依第四條電信
終端設備技術規範規定之檢驗項目與標準予以檢驗外，第一類電信事業如
需增驗其他檢驗項目與標準始能符合其接續條件者，應先報請本會核准
後，方得為之。
第七條
①申請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依其用途分為販賣用與自用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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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販賣用電信終端設備，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得申請型式認證或符合性
聲明。
③自用電信終端設備，由自用之個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申請審驗。

第二章 審驗作業程序
第八條
①申請自用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者，應填具自用電信終端設備審驗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設備及文件正本或影本一份向本會申請。必要時，本會得要求申
請者提供第十一條之檢驗報告。
一、待審之電信終端設備。
二、中文或英文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應包含頻率及輸
出功率等技術規格。
三、設備來源證明文件。
四、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②前項申請經審驗合格者，發給審定證明及審驗合格標籤；設備於審驗完畢
後發還，其餘文件由本會留存。
③以自用為目的之申請案，其待審之電信終端設備與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
備同廠牌同型號者，得免送第一項第二款資料。
第九條
申請販賣用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者，應向驗證機關（構）申請；經審驗
合格者，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式樣之審定證明。
第十條
①申請販賣用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者，應填具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正本或影本一份向驗證機關（構）申請。必要時，驗
證機關（構）得要求申請者檢送設備樣品。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二、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五、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
檢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經銷商應檢附製造商或進口商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或申請非無
線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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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八、光碟片一份（包含第一款至第七款電子檔）。
②不同廠牌或型號之電信終端設備應分別申請型式認證；申請系列產品型式
認證者，應以書面敘明該產品與原審驗合格型號產品間之差異性，並檢具
檢驗報告及前項各款資料，向原驗證機關（構）提出。
③申請型式認證之文件，驗證機關（構）除留存光碟片外，其餘文件於核發
審定證明時一併發還。
第十一條
①前條所稱檢驗報告應由本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或經本會認可之本國認證體
系認可之測試實驗室（以下合併簡稱檢驗機構）出具。
②前項檢驗機構無法提供檢驗服務時，得由製造商自行或委由他國認證體系
認可之測試實驗室出具符合第五條規定之檢驗報告，申請審驗。
③檢驗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設備樣品 4ｘ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廠牌、型號及電路板零組
件須清晰可辨讀。
二、設備名稱、廠牌及型號。
三、申請檢驗者名稱及地址。
四、檢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五、檢驗報告之唯一識別，與每一頁上之識別。
六、測試接續圖及說明（如須由申請者提供特殊測試點、特殊測試軟體始
能完成測試者，應敘明該特殊測試點及測試軟體名稱）。
七、測試儀器名稱、廠牌、型號、儀器校正日期及其有效期限。
八、適用之技術規範所定之檢驗項目與標準。
九、測試數據及判定結果。
十、測試受理及完成日期。
④檢驗報告應經檢驗機構相關人員簽署。但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檢驗報告，
得由測試實驗室相關人員簽署。
第十二條
①申請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由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填具電信終端
設備符合性聲明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影本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
錄；經登錄完成後，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式樣之電信
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以下簡稱符合性聲明證明）
：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二、中文或英文之規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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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五、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
檢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經銷商檢附製造商或進口商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或申請非無線電
信終端設備審驗者，免附。
七、其他經本會指定公告之資料。
八、光碟片一份，包含第一款至第七款電子檔。
②前項設備樣品檢驗報告，應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③申請符合性聲明登錄之文件，除光碟片由驗證機關（構）留存外，其餘文
件於發給符合性聲明證明時一併發還。
④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實施之項目及日期，由本會公告之。
第十三條
①申請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者，應檢附之文件或物品有誤漏或不全時，驗證機
關（構）應通知申請者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
駁回其申請。
②審驗不合格時，驗證機關（構）應列舉不合格事項，通知申請者於二個月
內改善並向原驗證機關（構）申請複審；申請複審逾期或複審仍不合格
者，駁回其申請。
第十四條
①驗證機關（構）得建置網路申辦系統，受理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及符合
性聲明之申請。
②前項網路申辦作業及實施時程由本會公告之。

第三章 標籤使用及市場管理
第十五條
①審驗合格標籤及符合性聲明標籤專屬取得型式認證證明者及符合性聲明證
明者所有。
②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同意他人於同廠牌同型號之電信終
端設備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次日起三十日內，應檢具使用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備查表送本會備查。
③未依前項規定檢具使用電信終端設備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備查
表送本會備查者，本會得通知其敘明理由，並令其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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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前項同意他人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
之；其實施時程及申請流程，由本會公告之。
第十六條
①取得審定證明或完成符合性聲明登錄者，應依審定證明內之審驗合格標籤
式樣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內之符合性聲明標籤式樣，製作標籤黏貼或印鑄於
電信終端設備本體明顯處，始得販賣；依前條規定經同意使用審驗合格標
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亦同。
②審驗合格之自用電信終端設備，申請者應將審驗合格標籤黏貼於設備本體
明顯處後，始得使用。
③未依第一項規定黏貼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驗證機關（構）
得通知其敘明理由，並命其限期改正及暫行停止公開陳列或販賣。
第十七條
①經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電信終端設備，如變更其廠牌、型
號、設計或性能時，應重新申請審驗。但經變更設計或性能時，仍符合技
術規範者，得僅對變更部分報請驗證機關（構）備查。
②前項設備經擴充其通信介面時，於不影響原審驗合格之通信介面功能者，
得僅對擴充部分辦理審驗。
③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經修正時，原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應依修正後
之技術規範公告所定實施期限及方式辦理審驗。
第十八條
①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遺失、毀損或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時，得向原
驗證機關（構）申請補發或換發。
②申請前項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電信終端設備模組增列適用平臺或不變動原射頻性能之調整，經原驗
證機關（構）同意者。
二、製造商變更或新增。
三、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申請者變更公司名稱。
四、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申請者因公司合併或分割，經報請主管
機關同意由合併或分割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使用原審定證明或符合
性聲明證明。
③依前二項規定申請補發或換發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遺失或毀損：換（補）發申請書。
二、前項第一款：換（補）發申請書、原驗證機關（構）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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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第二款：換（補）發申請書、器材生產合約影本及器材符合技術
規範之聲明書。
四、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換（補）發申請書、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第十九條
驗證機關（構）得隨時抽驗市售之電信終端設備。
第二十條
①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後，經發現申請時所檢附之資料為偽造或
虛偽不實者，原驗證機關（構）得撤銷其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
②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發給審定證明或
符合性聲明證明之原驗證機關（構）得廢止其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
明：
一、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
二、經抽驗未能符合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
三、因代理權、專利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或違反其他規定致不得
販賣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
四、電信終端設備之本體、說明書、包裝盒、內建韌體或軟體之螢幕顯
示，致損害我國國家尊嚴，經限期命其改正仍未改正。
第二十一條
①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個月
內，不得就同廠牌同型號之設備重新申請審驗，本會並得將原持有人及撤
銷或廢止事由公告之。
②前項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廠商應回收已販賣之電
信終端設備，若他人權益因而受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二條
依本辦法申請審驗者，應依本會所定之收費標準，向驗證機關（構）繳交
審驗費。
第二十三條
①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費，於申請審驗時繳交。
②依本辦法規定駁回申請時，申請者所繳交審驗費不予退還。
第二十四條
經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電信終端設備相互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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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協定或協約者，本會得承認他國或他經濟組織體之驗證機構依該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之國外電信終端設備檢驗報告、驗證證明書或符合性聲明
書之效力。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表、作業流程、審定證明及符合性聲明證明格式，由本
會訂定公告之。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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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2 月 15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0861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
2.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27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1 年 9 月 1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0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436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8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259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4 條第 2 款第 4 目、
第 5 條第 6 款所列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年 2 月 17 日起改由
「勞動部」管轄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所稱高級電信工程人員，係負責及監督電信事業電信設備之施工、
維護及運用。
本辦法所稱電信工程人員，係負責電信終端設備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
信機線設備之施工或監督。
Ѳన
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從事電信交換、電信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
滿一年以上能提出證明，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自動控制工程、電力工
程、控制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理、
資訊科及格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檢覈電機工程
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科或特種考試一、二、三等考
試電信高級技術員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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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業人員高級技術員升資考試及格
者。
（三）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一級線路作業員考試及格者。
（四）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非屬本款第一目之技術類
別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間，並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以高
級技術員以上資位銓敘合格者。
二、曾從事電信交換、電信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
滿三年以上能提出證明，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四等考試電力工程、電子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理科或特種考試四等考試電信技術員
及格者。
（二）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業人員技術員升資考試及格者。
（三）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二級線路作業員、交換機作業員考試
及格者。
（四）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乙級通信技術技術士證者。
（五）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非屬本款第一目之技術類
別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間，並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以技
術員以上資位銓敘合格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學院以上
電信工程、電力工程、電子工程、控制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
理、資訊、電機工程及其相關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從事電信交
換、電信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滿二年以上
能提出證明者。
四、具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規定資格之條件，並曾從事電信交換、電信
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滿五年以上能提出證
明者。
五、具第五條第九款至第十款規定資格之條件，並曾從事電信交換、電信
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滿八年以上能提出證
明者。
Ϥన
電信工程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自動控制工程、電力工程、控制
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資訊工程、資訊處理、資訊科及格
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檢覈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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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資訊技師科及格者。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四等考試電力工程、電子工程、
資訊工程、資訊處理科及格者。
三、特種考試電信技術佐以上及格者。
四、特種考試有線電話作業員考試及格者。
五、任職電信機構期間，應交通事業人員技術佐升資考試以上及格者。
六、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丙級以上通信技術技術士證者。
七、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外國專科以上學校
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資訊、資訊工程、資訊處理、
電力工程、控制工程及其相關科系畢業得有證書，或依教育部所定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取得專科以上學力鑑定及格證書者。
八、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非屬本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技術
類科及格，任職電信機構期間，並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以技術
員以上資位銓敘合格者。
九、特種考試電信技術士以上及格，並曾從事電信交換、電信傳輸、數據
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滿三年以上能提出證明者。
十、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外國
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之電機、電子、電子自動控制、控制、
電訊、電子通訊、資訊及其相關科系畢業得有證書，或依教育部自
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取得職業學校學力鑑定及格證書，並曾從
事電信交換、電信傳輸、數據通信、電信電力或電信線路等工作滿
三年以上能提出證明者。
ϲన
電信事業應自行審核及遴用符合本辦法規定資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並
由其負責及監督電信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用。
從事電信終端設備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電信機線設備之業者，應自行審核
及遴用符合本辦法規定資格之電信工程人員，並由其負責施工或監督電信
終端設備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電信機線設備之供裝接續事宜。
業者應於遴用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之日起六十日內，依附件
一或附件三之格式造具簡歷表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審查暨遴用簡歷表、電信工程人員
資格審查及遴用簡歷表、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及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審查及報
備作業流程圖如附件（電信事業部分如附件一、二，非電信事業部分如附
件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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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業者不得遴用其為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
員：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原以考試及格資格取得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資格，經依
考試法規定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
三、送交主管機關備查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電信工程人員遴用簡歷表中
所列之資格條件，經主管機關審查不符本辦法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
者。
Τన
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者，其資
格續予認定。
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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Ⴋ߬ώแཾᆓ౩ೣࠌ
1.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3114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後三個月施行
2.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2837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9、13 條條文

Ιన
本規則依電信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工程業：指從事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間電信設備互連，及第一類
電信事業交換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戶建築物內之用戶終端設備間之
電信設備施工及維護工程者。
二、專任電信工程人員：指未同時擔任其他電信工程業職務之電信工程人
員。
έన
經營電信工程業，應先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信
工程業登記執照（以下簡稱登記執照，格式如附件一）
。
電信工程業者取得登記執照後，於一個月內加入相關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始得營業。相關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
Ѳన
電信工程業之登記分甲、乙、丙三級；其從事工程範圍規定如下：
一、甲級電信工程業：從事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間電信設備互連，及第一
類電信事業交換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戶建築物內之用戶終端設備間
之電信設備施工及維護工程者。
二、乙級電信工程業：從事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交換機房總配線設備至用
戶建築物內之用戶終端設備間之電信設備施工及維護工程者。
三、丙級電信工程業：從事用戶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內之電信設備施工及
維護工程者。
Ϥన
申請登記為甲級電信工程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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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設置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列第一目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第二目之專
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第三目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二名：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或甲級通信技術（電
信線路）職類技術士。
（二）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乙級以上通信技術
（電信線路）或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三）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丙級以上通信技術
（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ϲన
申請登記為乙級電信工程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設置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列第一目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第二目之專
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乙級以上通信技術
（電信線路）或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二）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丙級以上通信技術
（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Μన
申請登記為丙級電信工程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設置固定營業場所。
三、僱有符合下列各目資格之一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
（一）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
（二）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
士。
（三）丙級以上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配電電纜裝
修、變電設備裝修、用電設備檢驗職類技術士或依法考驗合格
取得證書之甲種或乙種電匠。
Τన
電信工程業之負責人，具有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之受僱資格者，得自任該
電信工程業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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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申請登記執照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經審查符合者，
由主管機關核發登記執照：
一、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但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
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得免審查營業項目。
三、資本額。但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得免
審查資本額。
四、專任電信工程人員符合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身
分證影本及受僱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二）。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之格式如附件三，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或行號名稱及營業所在地。
二、公司或行號之負責人、電信工程人員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
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資本額。
第一項申請者檢附文件有不全或不符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逐項列出，一次
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申請，其檢具之文件不
予退還。
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之申請、換發或補發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之；其實施
時程，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Ϊన
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及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與管理辦法第四條所稱之高級
電信工程人員或第五條所稱之電信工程人員，自本規則施行之日起，五年
內均得替代乙或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資格之
專任電信工程人員，受僱於電信工程業。
ΪΙన
登記執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執照號碼。
二、公司或行號名稱。
三、負責人。
四、資本額。
五、公司或行號營業所在地。
六、電信工程業登記等級。
七、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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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Πన
登記執照登載事項變更者，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應檢附第九條第
一項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電信工程業者所領登記執照遺失或破損者，應檢附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換發或補發之登記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登記執照
同。
Ϊέన
登記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登記執照期限屆滿後仍需繼續經營者，經營者
應於登記執照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
照，其有效期間自原登記執照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計算。
一、申請書。
二、資本額。
三、原登記執照。
四、營業項目已登載電信工程業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五、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六、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
ΪѲన
專任電信工程人員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電信工程業應於三個月內
補足人數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電信工程業未依前項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時，其受僱之專任電信工程人
員得檢具離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同意備查者，應
通知電信工程業於三個月內補足人數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及第二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者，應檢附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明
文件影本、身分證影本及受僱同意書。
ΪϤన
電信工程業申請停業，期限不得超過一年，並應將其登記執照送繳主管機
關核存；於申請恢復營業時，發還之。
電信工程業終止其業務或解散時，應於終止或解散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廢止其登記，並將原領登記執照繳還。
Ϊϲన
電信工程業申請登記不實者，由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
電信工程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一、以登記執照借與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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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擅自減省工料或未經核准擅自施工因而發生危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
三、工程投標有違法情事，負責人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四、依第五條至第七條僱用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解僱或離職後三個月內未
補足人數，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五、未於停業期限屆滿前，申請恢復營業。
六、依其公司或商業登記，經營主體已解散或不存在。
除前項第五或六款情形外，經撤銷或廢止登記之電信工程業，其負責人於
三年內不得重行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
ΪΜన
依本規則申請登記、變更或屆期換發、遺失或破損補發執照，應依主管機
關所定之電信工程業證照費收費標準，繳交證照費。
ΪΤన
本規則自發布後三個月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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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17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20509875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1205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電信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①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以下簡稱驗證機構）係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委託辦理電信終端設備審驗工作之機構。
②前項委託辦理審驗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由本
會公告之。
③驗證機構與本會簽訂電信終端設備委託審驗契約（以下簡稱委託審驗契
約）
，及取得本會核發之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認證證書（以下簡稱認證
證書）
，始得辦理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工作。
④前項認證證書記載事項如下：
一、證書號碼。
二、驗證機構名稱。
三、驗證機構地址。
四、檢驗機構名稱。
五、檢驗機構地址。
六、有效期間。
七、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
第三條
①申請擔任驗證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依法設立之本國法人、機構。
二、未從事輸入、設計、製造或販賣前條所公告電信終端設備之驗證項目
之相關業務。
三、本會認證或經本會認可之本國實驗室認證組織認證之實驗室（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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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須設置一名以上之專業且專職之驗證人員。
②前項第四款之驗證人員資格應為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以上學校之電信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或其他
相關科系畢業或於相關檢驗機構任職相關檢驗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者，具備
電信專業技術知識與能力，並應瞭解相關政府法令與技術規範，且不得兼
任檢驗機構之檢驗工作。
第四條
①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申請書。
二、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三、檢驗機構認證證書影本。
四、驗證人員資格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組織架構圖與功能說明表。
六、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手冊。
七、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文件一覽表。
八、電信終端設備（依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之審驗作業程
序。
九、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②前項申請文件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應於本會通知之限期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③前項補正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第五條
①申請人經本會審查合格者，由本會依下列各款進行實地評鑑：
一、產品驗證制度符合 CNS 17065 或 ISO／IEC 17065 標準。
二、本會公告之電信終端設備相關技術規範或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規定。
三、其他經本會指定之事項。
②經本會評鑑合格後，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得認證證書。
③經評鑑不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者，本會應列舉不符合事項通知其限期改
善，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屆期未完成者，
駁回其申請。
④前項改善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第六條
①驗證機構對於申請電信終端設備審驗案件（以下簡稱審驗案件）
，非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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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不得拒絕或為差別待遇。
②驗證機構辦理審驗案件時，應以驗證機構之名義為之。
第七條
驗證機構及其驗證人員不得從事輔導廠商或改變電信終端設備技術特性之
相關工作。
第八條
①驗證機構申請增列或減列電信終端設備審驗之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
項目者，應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申請及辦理委託審驗契約、認證證書之
換發；換發之委託審驗契約、認證證書有效期間與原委託審驗契約、認證
證書同。
②驗證機構認證證書記載事項異動時，除前項增列或減列審驗類別、驗證類
別及驗證項目外，應自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認證證書報請本會換
發，其有效期間與原認證證書同。
③驗證機構設置之專業且專職之驗證人員如有出缺、增加之異動，應於異動
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資料報請本會備查。
④驗證機構如有驗證人員出缺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時，本會得
令該驗證機構暫停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驗證機構應於驗證人員補實後，
檢附驗證人員基本資料，報請本會核准後，始得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
⑤驗證機構之檢驗機構經本會或本會認可之本國認證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
織）確認應暫停執行事務時，驗證機構應暫停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並於
暫停之日起十日內，報請本會備查；經本會或認證組織確認可執行事務
時，驗證機構報請本會核准後，始得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
第九條
①驗證機構應依審驗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審驗作業、審定證明之核發、補發、
換發、撤銷或廢止等事項，並於審驗案件完成之日起七個工作天內，將審
驗案件資料傳送至本會指定位置。但外觀照片須保密者，得於國內、外公
開陳列、販賣前再傳送。
②前項保密期間最長一年，必要時得申請展延。
第十條
①驗證機構依審驗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抽驗時，其抽驗件數每年至少一件且不
得低於審驗案件合格件數之百分之五。必要時，本會得指示驗證機構抽驗
特定之電信終端設備。
②驗證機構辦理前項抽驗時，抽驗樣品應至少一件由其他驗證機構二年內審
驗合格，且抽驗件數取樣方法應符合公平及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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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抽驗之每一案件應於二個月內製作抽驗結果並報請本會備查。驗證機構得
於規定之期限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二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本會得派員至驗證機構進行不定期查核，驗證機構不得拒絕。
第十二條
①委託審驗契約之期間為三年。
②驗證機構如欲於期間屆滿後繼續辦理審驗工作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起之二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申請書。
二、檢驗機構認證證書影本。
三、驗證人員名冊。
四、產品驗證制度符合 CNS 17065 或 ISO／IEC 17065 標準之認證證書影
本。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③前項申請文件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④經審查合格者，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得認證證書。
⑤前項委託審驗契約期間自原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次日起計算。
⑥驗證機構未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
得認證證書，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辦理。
⑦本會應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一個月通知驗證機構不得再受理審驗案
件。驗證機構應於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已受理之審驗案件。但驗證機
構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申請繼續辦理審驗工作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①驗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會得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並令其繳回認證
證書及註銷其認證證書：
一、違反電信法、行政程序法、審驗辦法或本辦法等法令規定。
二、受理申請審驗案件，無正當理由拒絕或差別待遇。
三、核發之審定證明虛偽不實。
②驗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會得令驗證機構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本會得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並令其繳回認證證書及註銷其認證證書：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條件。
二、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三、逾越委託審驗契約授權範圍或怠於辦理審驗案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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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正當理由拒絕本會不定期查核。
第十四條
①驗證機構之委託審驗契約經本會終止時，驗證機構應將未完成之審驗案件
交由本會指定之驗證機構辦理。
②驗證機構應於委託審驗契約終止日起七日內將所有審驗案件相關之完整資
料移交本會。
③前二項規定於驗證機構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後，未申請繼續辦理審驗
工作者，亦同。
④驗證機構之委託審驗契約經本會終止者，於委託審驗契約終止日起一年
內，不得重新申請擔任驗證機構。
第十五條
①驗證機構受理審驗案件時，應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開立繳款憑條，並交付
申請審驗者。
②本會依委託審驗契約議定標準核支驗證機構委託費用。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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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17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06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8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11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Πన
電信線路之遷移費用及電信設備損壞賠償負擔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但當事
人另有協議者，依其協議辦理之。
έన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為請求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以下
簡稱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遷移其既設電信線路時，所衍生相關費用之
負擔原則與計算方式等事項，及因修建房屋、道路、溝渠、埋設管線等工
程或其他事故，致既設電信設備遭受損壞時之相關賠償負擔事項。
Ѳన
本辦法所稱電信線路，係指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所設置之管、線及其
相關設備構成之線路系統。
Ϥన
請求遷移電信線路者，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該電信線路所屬機關
（構）為之：
一、請求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二、遷移線路範圍、地點。
三、請求遷移事由。
四、預定會勘日期。
五、其他。
ϲన
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收到前條所定之請求通知後，應即參酌請求人預
定之會勘日期，商訂日期進行會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先以協商方式辦理，協商不成者，得洽請當地政府

368! 貳、通訊類法規

電信線路遷移費用及電信設備損壞賠償負擔辦法

373

或許可各該管線設置之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一、無適當地點可供遷移者。
二、施工技術或經濟上有重大困難無法解決者。
三、有關於遷移費用負擔之爭議者。
四、線路遷移有發生糾紛之虞者。
Μన
請求遷移電信線路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負擔全部遷移費用。
Τన
既設電信線路通過請求人自己或他人之土地，致自己土地使用收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占有人或使用人得請求該電信線路所屬
機關（構）免費遷移：
一、妨礙水利運用及農機耕種作業。
二、妨礙依法令許可之建築或其他權利正當行使。
Ξన
電信線路經過公私有土地之上下，其非該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占有人或使
用者等請求遷移，並經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查勘受理者，請求人應負
擔遷移費用之三分之二。
Ϊన
電信線路因配合辦理道路工程而須遷移者，其相關線路遷移費用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辦理國道、省道公路及直轄市所轄之快（高）速道路工程時，既有管
線必須永久遷移者，應由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負擔全部費用。
二、附掛於前款道路上橋樑之管線，遇有橋樑拓寬或改建，電信線路所屬
機關（構）應配合施工，辦理遷移，並負擔全部費用。
三、辦理第一款道路以外之道路工程時，既有管線必須永久遷移者，電信
線路所屬機關（構）應即配合施工，辦理遷移，並負擔全部遷移費
用。
四、電信管線配合道路工程屬臨時遷移時，由道路施工單位全額負擔遷
移、搶修費。
ΪΙన
電信線路因配合辦理都市計畫法規定之公共設施建設、土地重劃或區段徵
收必須永久遷移者，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應即配合辦理，並負擔全部
遷移費用；其屬臨時遷移時，由辦理規劃單位、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或
需用土地人全額負擔遷移費用。

374 貳、通訊類法規

電信線路遷移費用及電信設備損壞賠償負擔辦法!

369

前項土地重劃係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者，其遷移費用由參加重劃土地
所有權人與電信事業機關（構）協議之。
ΪΠన
電信線路因配合鐵路或捷運系統之建設必須遷移改善者，其所需遷移費用
依鐵路法、大眾捷運法相關規定辦理。
Ϊέన
其他管線單位因維修或建設需要，要求遷移電信線路，經電信線路所屬機
關（構）會勘受理者，所需遷移費用由各該管線單位全額負擔。
ΪѲన
電信線路遷移費用依照原有線路型式、數量計算之。
計算遷移費用時應以材料費、人工費、運屯費、道路路面修復費及施工補
償費，分別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材料費：如拆回材料堪用者以新料價七折折價，如無再利用價值者不
予折價，拆回之材料應歸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處理。
二、人工費：按實際參加工作人數核實計算，工資以電信線路所屬機關
（構）之員工薪津標準計算。
三、運屯費：以料具自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之工程單位或料庫運往作
業現場之運費及該等料具屯住於屯住地與作業現場之費用為限。
四、道路路面修復費：應按道路主管機關所訂標準核實計算。
五、施工補償費：與遷移管線上下之地上物之補償費為限。
電信線路遷移工程若採發包方式辦理，得依實際發包內容，按實際結算金
額計算。
ΪϤన
因修建房屋、道路、溝渠、埋設管線等工程或其他事故損壞依法設置之電
信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之施工，除緊急事故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者外，應於開始施工七
日前，書面通知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攜帶管線圖面資料到場指明電信
線路設置位置，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不到場指明或雖到場指明而指明
不正確者，施工者不負損壞賠償責任。
Ϊϲన
電信設備遭受損壞時，賠償費用之計費方法準用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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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65 年 6 月 25 日交通部(65)交郵字第 0553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8 條
2. 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19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16 號令、行政院新聞局(86)起廣字第
04045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6 條（原名稱：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工程技術管
理規則）
3. 中華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交通部(88)交郵發字第 889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7 條
4.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6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47 號函修正發布第 1∼4、10、21、
26∼30、34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68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廣播電視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6. 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 9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62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2、25、
26、27 條條文；並刪除第 28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04182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3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8.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189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1430434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8、12、27、29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065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0、26、27 條條文
11.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6630190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5、8、12、25、26、27、30、31 條條文及第二章章名；刪除第 11、29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場強度：指在天線感應場外（至少距天線一個波長距離），以高二
公尺標準半波偶極天線所測得之無線電波強度，以微伏特／公尺
（μV/m）或以分貝微伏特／公尺（dBμV/m）為單位。
二、地波：電波之傳播方式可概略分為直射波、反射波、折射波、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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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表面波及散射波等六種，其中沿地球表面傳播的無線電波稱為
地表波，簡稱地波。經由電離層反射傳播的無線電波稱為天波。直
射波、地表反射波及地波合稱為地上波。
三、轉播站：指本身未具有製作節目設備而利用中繼系統接收主臺節目，
同時將其轉播之電臺。
四、共同鐵塔：指二以上之廣播或電視電臺共同附掛發射天線之鐵塔。
έన
在地面以無線電波播放聲音、影像、資訊，供公眾收聽收視之無線廣播及
無線電視電臺（以下簡稱電臺）
，其電臺設置工程技術之審查，工程人員之
管理，工程評鑑，電臺設備、工程技術標準及設備維護，電臺使用頻率、
呼號、電功率等電波監理，均依本辦法之規定。
Ѳ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電臺設置
Ϥన!
電臺之設立，應依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籌設，申請
人應於取得籌設許可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合格，發
給電臺架設許可證後，始得架設：
一、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書。
二、電臺設備說明書，其內容應載明機件出品廠名、機件型號、機件原廠
型錄並附系統圖，如屬無線電設備部分應註明電功率、電臺頻率、
發射方式，並附天線增益、位址座標、天線場型圖等相關資料。
三、預估電波涵蓋區域表。
四、干擾評估表。
五、工程主管資歷表。
六、天線之鐵塔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應檢具開業建築師或與建築物結構
有關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鑑定之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
本。
七、電臺架設切結書。
前項審查期間為六個月，審查時主管機關得視審查評估之需要，要求申請
人進行實地測試。
電臺之天線鐵塔設置位置不得違反主管機關公告或指定之廣播服務區。
二以上之廣播或電視電臺，與其他廣播、電視或電信電臺使用同一共同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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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廣播電臺並使用指向性天線，經主管機關評估無干擾之虞，且未偏離
原主要服務區域者，其電臺天線鐵塔得設置於距離廣播服務區界限外三公
里內，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乙、丙類調頻廣播電臺得在不干擾其他既設合法電臺下，於主管機關指定
之廣播服務區內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立同頻轉播站。
第一項申請如涉及天線鐵塔新設及異動，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證時，應
副知架設地點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申請人未依第一項第七款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實，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
止其架設許可證。
ϲన
電臺設置天線鐵塔高度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及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
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之相關規定。
天線鐵塔之標誌及障礙燈應符合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之規
定。
Μన
電視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二年，廣播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
年。必要時申請人得於期滿三十日前敘明理由，繳附原架設許可證，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間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電臺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處所。
三、發射機廠牌、型號、數量及功率放大器數量。
四、電臺頻率範圍。
五、電臺頻寬。
六、電功率。
七、電臺呼號。
八、天線廠牌、型號、組數。
Τన!
申請人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完成機器架設，自行對電臺內部系統運作、
電波涵蓋範圍及干擾評估進行測試，測試完成後，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
審驗合格者，應檢具原領之電臺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執照，
經許可後發給之。
前項審驗之處理期間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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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測試時，僅得發射測試用之測試音及檢驗圖，用以量測輻射電場強
度、評估電波涵蓋範圍與電波干擾情形，不得為其他使用。但既設電臺及
轉播站得使用其節目進行測試。
申請人取得電臺執照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廣播或電視執照。
申請審驗電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明，國外輸入者，並應附進口證明。（證明文件至
少應包含廠牌、型號、序號、出廠日期）
二、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表。
三、頻率使用費預估表或服務區內人口數估算表。
四、八方位電場強度及干擾評估表。
五、電波涵蓋圖。
Ξన
電臺測試、試播時間，不得妨礙其他電臺之播放。
Ϊన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後仍需繼續營運者，應於期滿三十日前自
行檢驗機件，並填具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表，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換發電臺
執照。
電臺執照應記載之事項如下：
一、電臺名稱。
二、電臺所屬機關或法人名稱。
三、工程主管。
四、核定電功率。
五、電臺頻率。
六、電臺頻寬。
七、電臺呼號。
八、設置處所。
九、發射機主機、備機之廠牌型號、數量、機件號碼及電功率，功率放大
器數量。
十、主控室或播音室地點。
十一、天線廠牌、型號、組數及電功率增益。
ΪΙన Ȟւଶȟ
ΪΠన!
既設電臺遷移發射地點、變更頻率、變更電功率、變更天線、增設發射機
及換裝發射機時，應向主管機關請領架設許可證，並經審驗合格換發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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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始得使用。
前項請領架設許可證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之文件。但增設發射機或換裝發
射機者，得免附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文件；變更頻率、變更電功
率或變更天線者，得免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文件。
電臺架設許可證，經依第七條展期一次仍無法完成架設者，得依前二項規
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
申請第一項審驗者，應檢附第八條第五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文件，並準用
第八條第一項之程序規定辦理之。但增設發射機、換裝發射機者，僅須檢
附第八條第五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文件。
Ϊέన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遺失或毀損致不堪用者，應即登報聲明作廢，
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補發。
ΪѲన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內所載事項變更，非屬第十二條規定之事項
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換發。
ΪϤన
依前二條規定補發、換發之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許可
證或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間相同。

第三章 工程人員管理
Ϊϲన
電臺工程人員分為工程主管、工程師及技術人員三類。
ΪΜన
無線廣播或電視電臺均應置合格之工程主管乙名，負責全般工程技術與設
備之維護；並得視需要遴聘工程人員，協助電臺架設與設備維護。
ΪΤన
電臺工程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
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
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職務
四年以上者。但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
子、資訊、電信、電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者，其相關實際
工作經驗得為二年以上。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以上校院或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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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認定之國外專科以上校院之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電
力、控制工程或相關科、系、所畢業，並在行政、軍事機關、學校
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電力、控
制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或其研究工作三年以上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或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
證認定作業要點認定之國外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之電機、電
子、資訊、通信、電信、電力、控制或相關工程科畢業，並在行
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
信、電力、控制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六年以上者。
四、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關
實際技術工作二年以上者；或取得視聽電子或工業電子丙級技術士
證，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關實際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
五、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校院，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四四小時之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
關實際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或經職業訓練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
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三個月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
任廣播或電視相關實際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
六、曾任廣播電臺專任工程師三年以上者或電視電臺專任工程師二年以上
者。
前項所稱行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民營企業機構電機、電子、資訊、通
信、電信、電力、控制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
ΪΞన
各廣播或電視電臺，於申請架設許可證時，應造具工程主管詳歷表，連同
其職稱、詳細工作地點，送請主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第四章 工程技術標準主要設備及維護
ΠΪన
電臺之工程設備，應符主管機關所定各類無線廣播電視電臺工程設備技術
規範。
ΠΪΙన
電臺發射設備包含下列各項：
一、發射機（具有備援功能）。
二、天線系統。
三、供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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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附屬設備。
ΠΪΠన
電臺負責人，就其電臺設應經常維護並自行監視，使符合各項規定。違反
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善。
ΠΪέన
電臺應備工程日誌，記載下列事項，並由工程主管審閱後簽名或蓋章：
一、輪值工作人員姓名及時間。
二、發射機件開啟、關閉時間及節目開始與終止時間。
三、機件保養維護情形。
四、故障或停播及修復或復播時間。
五、市電停電及恢復時間。
六、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前項工程日誌之保存期限為一年。工程日誌之格式由各電臺自行訂定之。
ΠΪѲన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至電臺檢查機件設備，電臺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為維護電波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及促進無線廣播電視工程技術
水準，得自行辦理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無線廣播電視電臺工程評鑑。
工程評鑑項目為工程設施、傳輸品質、監理業務及綜合評分等四項，領有
主管機關核發之廣播電視執照者之電臺及其分臺，均得列為受評對象。
實施工程評鑑時，辦理評鑑之機關或團體得要求受評鑑者提出必要之文
件，受評鑑者不得拒絕。

第五章 頻率、呼號、電功率及其他電波監理
ΠΪϤన!
電臺使用之頻率，由主管機關規劃支配。
電臺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
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
新設備，電臺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調頻廣播電臺發射副載波信息及無線數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資訊應檢
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合格，核准換發電臺執照，始得使
用。
利用調頻廣播電臺發射副載波信息及無線數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資訊
須符合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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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供公眾直接接收且不涉及向公眾收取任何費用者為限。
二、播送之信息不得使原電臺節目產生顯著劣化，或干擾既有廣播、電視
及通信等無線電臺。
三、信息內容涉及節目或廣告者，仍應符合廣播電視法之規範。
電臺違反前項規定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者，應停止以調頻廣播電臺發射
副載波信息及無線數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資訊，且不得要求補償。
ΠΪϲన!
各類電臺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度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甲類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三千瓦特（3kW）以
下，於距發射天線半徑四十公里外之地波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定
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八十公里。
（二）乙類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五千瓦特（5kW）以
下，於距發射天線半徑六十公里外之地波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定
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公里。
（三）丙類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得為五千瓦特（5kW）
以上，於距發射天線半徑一百公里外之地波電場強度，不得大
於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定
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二百公里。
（四）其他類型及海外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電場
強度由主管機關依事實需要規定之。
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甲類調頻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宜蘭、花蓮、臺東（以
下簡稱宜花東）及外島地區為一千五百瓦特（1500W）以下，
其他地區為七百五十瓦特（750W）以下。宜花東及外島地區於
距發射天線半徑十五公里外之地上波電場強度，不得大於五百
微 伏 特 ／ 公 尺 （ 500μV/m ） 或 五 十 四 分 貝 微 伏 特 ／ 公 尺
（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定
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三十公里；其他地區於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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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天線半徑十公里外之地上波電場強度，不得大於五百微伏
特 ／ 公 尺 （ 500μV/m ） 或 五 十 四 分 貝 微 伏 特 ／ 公 尺
（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定
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二十公里。
（二）乙類調頻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三千瓦特（3kW）以
下，宜花東及外島地區於距發射天線半徑三十公里外之地上波
電場強度，不得大於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六十公
里；其他地區於距發射天線半徑二十公里外之地上波電場強
度，不得大於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
伏特／公尺（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
則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四十公里。
（三）丙類調頻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三十千瓦特（30kW）
以下，於距發射天線半徑六十公里外之地上波電場強度，不得
大於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
尺（54dBμV/m），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圓時，則前述規
定之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公里。
（四）其他類型調頻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度由
主管機關依事實需要規定之。
三、全區無線數位電視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十千瓦特（10kW）以
下，無線數位廣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率為五千瓦特（5kW）以
下，發射電場強度由主管機關依事實需要規定之。
前項電臺，如須配合主管機關傳播管理需要，或受電波干擾，須以調整發
射電功率解決者，其發射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度，得由主管機關視事實需
要調整之；電臺因調整發射電功率而產生干擾者，應協商解決之，如無法
協商解決干擾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並應依其決定辦理。
ΠΪΜన!
各類電臺干擾保護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零千赫茲（0kHz）
）
：於既設電臺電場強度二千
微 伏 特 ／ 公 尺 （ 2000μV/m ） 或 六 十 六 分 貝 微 伏 特 ／ 公 尺
（66dBμV/m）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一百
微伏特／公尺（100μV/m）
；既設電臺電場強度一百微伏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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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100μV/m）或四十分貝微伏／公尺（40dBμV/m）範圍內，
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二千微伏特／公尺
（2000μV/m）
。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距九千赫茲（9kHz）
）
：於既設電臺電場強度
五百微伏特／公尺（500μV/m）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μV/m）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五百
微伏特／公尺（500μV/m）
。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距十八千赫茲（18kHz））：於既設電臺電場
強度二萬五千微伏特／公尺（25000μV/m）或八十八分貝微伏
特／公尺（88dBμV/m）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不
得逾二千微伏特／公尺（2000μV/m）；於既設電臺電場強度二
千微伏特／公尺（2000μV/m）或六十六分貝微伏特／公尺
（66dBμV/m）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二萬
五千微伏特／公尺（25000μV/m）
。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距二十七千赫茲（27kHz））：於既設電臺電
場強度二萬五千微伏特／公尺（25000μV/m）或八十八分貝微
伏特／公尺（88dBμV/m）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場強度
不得逾二萬五千微伏特／公尺（25000μV/m）
。但新（移）設電
臺因設置地點特殊需求，致無法符合本目規定，以工程技術處
理改善後，仍有干擾之虞，應與既設電臺進行協商，並達成協
議，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零千赫茲（0kHz）
）
：於既設電臺六十分貝微伏
特／公尺（60dBμV/m）電場涵蓋範圍內，新（移）設電臺電
場強度不得逾四十分貝微伏特／公尺（40dBμV/m）
。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距二百千赫茲（200kHz）
）
：於既設電臺六十
分貝微伏特／公尺（60dBμV/m）電場涵蓋範圍內，新（移）
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五十四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μV/m）
。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距四百千赫茲（400kHz）
）
：於既設電臺六十
分貝微伏特／公尺（60dBμV/m）電場涵蓋範圍內，新（移）
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八十分貝微伏特／公尺（80dBμV/m）。
但新（移）設電臺因設置地點特殊需求，致無法符合本目規
定，以工程技術處理改善後，仍有干擾之虞，應與既設電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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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距六百千赫茲（600kHz）
）
：於既設電臺六十
分貝微伏特／公尺（60dBμV/m）電場涵蓋範圍內，新（移）
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一百分貝微伏特／公尺
（100dBμV/m）。但新（移）設電臺因設置地點特殊需求，致
無法符合本目規定，以工程技術處理改善後，仍有干擾之虞，
應與既設電臺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三、數位廣播電臺：地區區域網於主管機關核定之服務範圍邊界，其電場
強度不得大於三十二分貝微伏特／公尺（32dBμV/m）。但於邊界地
區，經相鄰區域之經營者協商同意不相互干擾情形者，不在此限。
廣播電臺使用共同鐵塔，或發射天線相距一公里以內，經主管機關評估無
干擾之慮者，得不受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之限制。
既設調幅廣播電臺遷移發射地址，電臺設立地點逾十五年以上，且遷移距
離不超過十五公里者，遷移電臺應與受干擾鄰頻電臺協商，並達成協議，
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與第三目規定之限
制。
同一廣播事業所屬廣播電臺間之干擾保護，應報請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ΠΪΤన
電臺發射機之安裝，應避免影響其他既設之電信設備功能，並避免妨礙或
干擾合法之通信工作。
ΠΪΞన! (ւଶ)
έΪన!
廣播、電視事業終止使用電臺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繳銷其電臺執照，
其發射機相關管制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辦理。
έΪΙన
未領、未換領、被撤銷或被廢止電臺執照之電臺，均不得發射電波。但本辦法
與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訂定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廣播、電視事業之廣播、電視執照或籌設許可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未
獲准換發或換發後廢止全部或部分頻率使用權時，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該
電臺架設許可證、全部或部分頻率之電臺執照及頻率使用權。其發射機相關
管制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辦理。
έΪΠన
主管機關為促進廣播及電視新科技之研究與發展，得自行辦理或甄選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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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辦理並實施實驗性試播。

第六章 附

則

έΪέన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
έΪѲన
申請設置電臺者，應繳納審查費、審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其因配合政府政策變更頻率、電功率、設置地點或發射機設備者，得免收
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έΪϤన
本辦法所訂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公告之。
έ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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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本辦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臺（以下簡稱電臺）
，指供計程車調度與聯絡
通信而設置之下列設備：
一、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基地臺（以下簡稱基地臺）。
二、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車臺（以下簡稱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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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控制室。

第二章 申請、許可及證照
第三條
①申請設置電臺者（以下簡稱申請人）
，以經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計程車
客運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法人或團體為限。
②前項申請人於其申請設置基地臺所在地之同一計程車營業區域內之車臺數
量，應達一百五十臺以上。但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得視當地特性，於會商主
管機關後，公告調整車臺數量。
③申請人為依法核准設立之身心障礙團體、法人者，其前項車臺數量之規
定，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四條
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得視需要指定無線電頻率供各公路
主管機關受理設置電臺申請。
②前項申請之時程，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①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書。
三、計程車所有人架設車臺意願之同意書或駕駛人切結書及其清冊。
②前項第二款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組織架構。
二、資金來源。
三、營業方式。
四、工作人員編制。
五、發展計畫。
六、建立服務品牌計畫。
③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申請案之審查，得邀請其他公路主管機
關、當地警察機關、本會及專家學者，組成審核評估小組。
④第一項第一款文件由本會審查，第二款、第三款文件，由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審查。
⑤第一項申請案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申請人應於一個月內向本
會申請架設許可證；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
明理由，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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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①申請人向本會申請架設許可證，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審查合格通知書。
二、無線電頻率指配申請表。
②前項申請經審查合格者，由本會指配無線電頻率及核發架設許可證。
③申請人檢具文件不齊或應載明事項不完備者，經本會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第七條
①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
②申請人未能在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完成架設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
內，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展延。展延期間最長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③申請人於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限內，變更電臺設備或設置地點時，應向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轉本會審查合格後，於原證上註記更正；不
合格者，駁回其申請。
④申請人於架設許可證期滿未完成架設者，其持有之基地臺及車臺設備依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①申請人完成基地臺架設及備妥第三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數量之車臺後，
始得向本會申請審驗。
②本會辦理審驗時，應通知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派員會同
審驗。
③審驗時，申請人應出具架設許可證及設備合法來源證明，設備為國外進口
者，並應出具設備進口許可證。
④經審驗合格者，由本會將車臺編號，並發給基地臺執照及車臺執照（以下
簡稱執照）
。
⑤經審驗不合格者，申請人應於接獲本會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改善並申請複
查；屆期未改善或經複查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申請人得於架設許可
證有效期間內重新申請審驗。
第九條
①於執照有效期間內，電臺設置者應維持第三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之車臺
數量。但報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評估當地計程車車臺供需情形後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②電臺設置者未維持第三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之車臺數量，且未獲專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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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者，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得限電臺設置者於三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通知本會廢止其無線電頻率指配，並註銷執照。
③前項經註銷執照者，基地臺及車臺設備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第十條
①車臺應裝設於電臺所屬計程車，車臺執照應交予所屬計程車駕駛人隨車攜
帶。
②車臺裝設於電臺所屬計程車後，電臺設置者應填具車臺編號、車牌號碼對
照表一式三份，一份由電臺設置者保管；一份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
查；一份交由駕駛人隨車攜帶。
③安裝車臺之計程車異動時，電臺設置者應審核車臺使用人資格，並更新車
臺編號、車牌號碼對照表，一份於異動之次日起二日內報請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備查；一份即交駕駛人隨車攜帶。
第十一條
①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
②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電臺仍需繼續使用者，電臺設置者應於期滿前三個
月內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轉本會換發執
照。
③執照期滿未申請換發者，廢止電臺無線電頻率指配及註銷執照；基地臺及
車臺設備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④第二項申請換照之案件，於必要時，得辦理基地臺及車臺審驗。
第十二條
①電臺非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轉讓。
②電臺主控制室應設於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管轄區域內。
第十三條
①執照遺失、毀損或執照內所載事項有變更時，電臺設置者應即報請補發、
換發或更正，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同。
②電臺設備或基地臺設置地點變更時，應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本
會核發架設許可證，架設完成，向本會申請審驗，其審驗程序準用第八條
規定。
③前項審驗合格者，予以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同。
④電臺轉讓，或變更組織、名稱、地址、負責人者，電臺設置者應報請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核轉本會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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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①電臺暫停使用時，電臺設置者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查，由該管公路
主管機關會同本會封存電臺設備。
②前項暫停使用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且不得超過執照有效期限。
③電臺因故暫停使用後恢復使用時，電臺設置者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
轉本會辦理啟封及審驗。本會辦理審驗時，應通知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及洽
請當地警察機關派員會同審驗。
④電臺暫停使用期滿，未申請恢復使用者，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通知本會廢
止其無線電頻率指配，並註銷執照。
⑤電臺不再營運時，電臺設置者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轉本會廢止其無
線電頻率指配，並註銷執照。
⑥前二項經本會註銷執照者，其基地臺及車臺設備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①一部計程車以架設一車臺為限。
②經公路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查獲計程車重複設置車臺者，由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通知本會廢止該重複設置之車臺執照，其車臺設備依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章 設備及通信規定
第十六條
電臺設備應符合附件規定之技術基準及規格。
第十七條
①電臺設置者須設置二十四小時自動錄音系統，記錄話務內容，並保存一
週。
②公路主管機關每年定期會同本會、警察機關查核前項紀錄。必要時，公路
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查核。
第十八條
電臺不得干擾或妨礙既設之合法通信。

第四章 附
第十九條（刪除）
第二十條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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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設置者申請參與治安聯防，經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同意後，賦予
行政區之名稱及電臺編號，其通訊連絡事宜由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規
定之。
第二十一條
申請設置電臺者，應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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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電視業者：指依廣播電視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製播
廣播電視業務之業者。
二、中繼：指將無線電信號接收、放大、變頻並轉發。
三、衛星機構：指擁有在太空運作或即將運作並在國際電信聯合會登錄之
衛星之國內外機構或組織。
四、衛星轉頻器（以下簡稱轉頻器）：指設置於衛星上之通信中繼設備，
其功用為接收地球電臺發射之上鏈信號、將其放大、變換成下鏈頻
率，再經功率放大後向地面發射。
五、地球電臺：指在地球上與衛星間做廣播電視節目信號接收、處理、發
射之設備。
六、上鏈：指地球電臺發射至衛星所構成之無線電鏈路。
七、下鏈：指衛星發射至地球電臺所構成之無線電鏈路。
八、主要業務：指經主管機關指配使用之無線電頻率，有權不受其他業務
無線電頻率干擾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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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要業務：指經主管機關指配使用之無線電頻率，不得干擾主要業
務，且須忍受主要業務無線電頻率干擾之業務。
十、鎖碼：指將節目信號適當編碼，使未裝設合法授權之解碼器者無法收
信之技術。
十一、壓縮技術：指將信號經轉換、處理過程，以減少所需資訊量，使傳
送該信號所需頻寬縮小之技術。
十二、工程主管：綜理地球電臺全盤工程技術事項，並負責及監督地球電
臺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作者。
έన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申請、許可及證照
Ѳన
廣播電視業者中繼節目信號，申請指配頻率使用轉頻器者，應自行設置地
球電臺；其不申請指配頻率者，得委託衛星通信業務經營者為其中繼節目
信號。
Ϥన
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地球電臺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
率：
（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一、衛星轉頻器資料紀錄表。（如附件二）
二、主管機關核發之事業許可相關證照影本。
三、衛星轉頻器使用權利證明書或合約書影本。
ϲన
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地球電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地球電臺架
設許可證（以下簡稱架設許可證，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
一、地球電臺設置申請書（如附件四）。
二、經依前條規定核准使用頻率函影本。
三、設備規格。
四、微波頻率干擾分析協調資料表（如附件五），及干擾分析評估資料。
五、架設於建築物屋頂之地球電臺，其天線直徑大於三公尺者，應檢具依
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與建築物結構有關之專業工業技師鑑定之建
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本。
六、地球電臺工程主管資歷表（如附件六）。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證後，始得架設。但地球電臺天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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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或面積依建築相關法規須請領雜項執照者，應先取得雜項執照後，始
得架設。
第一項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之事項為廣播電視業者名稱及地址、地球電臺名
稱及地址、申請人名稱、設置處所、機件名稱、天線資料及有效期間等。
Μన
地球電臺架設完成後須符合衛星機構所定傳輸規格，並檢具下列文件報請
主管機關審驗，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者，於繳回原領之架設許可證後，申
請主管機關核發地球電臺執照（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
一、經衛星機構認可之證明文件。
二、衛星廣播地球電臺自行審驗報告書（如附件七）
前項地球電臺執照應記載之事項為地球電臺名稱、電臺負責人所屬廣播電
視電臺名稱、代表人、工程主管姓名、設置處所、發射機（升頻器、高功
率放大器）
、頻率資料、天線廠牌型號、通信方式、通信範圍、衛星名稱
及有效期間等。
Τన
架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一年，未能在有效期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滿
前一個月敘明理由，附繳原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最長不得
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Ξన
地球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間為五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應檢附「地球電臺自
行查驗紀錄表」
（如附件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照，其有效期間為五
年，自原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地球電臺執照時，主管機關得派員審驗地球電臺設置
情形。審驗不合格者，應即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仍
不合格者，不予換發執照。
Ϊన
廣播電視業者終止使用地球電臺時，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繳銷執照；
其未繳銷執照者，由主管機關註銷之。
前項電臺之射頻器材，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ΪΙన
廣播電視業者增設或變更地球電臺天線或處所時，應依第六條規定檢具同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六款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架設許可證。
廣播電視業者增設或變更地球電臺電信射頻管制器材時，應檢具地球電臺
設置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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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二項規定完成增設或變更時，應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核准換發地
球電臺執照，始得使用；其地球電臺執照仍以原核定之有效期間為準。
ΪΠన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不得轉讓、出租。如有遺失、毀損或前條以外之證照記
載事實變更時，應檢附有關証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證照。
前項換發、補發之證照，其有效期間仍以原核定者為準。

第三章 使用頻率
Ϊέన
衛星中繼節目信號使用之頻率依下列規定：
一、下鏈頻率：
（一）三‧四至四‧二秭赫（次要業務）
。
（二）一一‧四五至一二‧二○秭赫（次要業務）
。
（三）一二‧二至一二‧七五秭赫（主要業務）
。
（四）一八‧六至一八‧八秭赫（主要業務）
。
（五）一九‧七至二一‧二秭赫（主要業務）
。
二、上鏈頻率：
（一）五‧八五○至六‧七二五秭赫（次要業務）
。
（二）一四‧○至一四‧五秭赫（主要業務）
。
（三）一七‧三至一七‧八秭赫（主要業務）
。
（四）二七‧五至三○‧○秭赫（主要業務）
。
ΪѲన
移動式地球電臺之上鏈頻率限用 KU 頻段一四‧○至一四‧五秭赫。

第四章 使用限制與安全規定
ΪϤన
廣播電視業者使用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由主
管機關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Ϊϲన
廣播電視業者使用衛星中繼節目信號，採用壓縮、鎖碼或其他技術，其節
目信號限供本身業務使用，不得供公眾或其他廣播電視業者直接接收，亦
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
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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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公眾安全，架設地球電臺天線及其相關設備時，應予妥善固定，並
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且須符合主管機關所定衛星廣播電視地球電臺審驗技
術規範。
ΪΤన
地球電臺發射天線之仰角不得低於五度，以確保公眾安全及避免干擾其他
通信。

第五章 工程人員管理
ΪΞన
地球電臺應置工程主管一人，並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聘任之：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
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事業
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控制、廣播或電視有關
技術之職務三年以上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以上院校或依教育部查證認定國外學歷作業要
點認定之國外專科以上院校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控
制工程或相關科、系、所畢業，並在行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民
營事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
務四年以上者。
三、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
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事
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六
年以上者。
四、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並擔任電機、電子、資
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相關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
五、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或依教育部查證認定國
外學歷作業要點認定之國外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之電機、電
子、資訊、電信、電力、控制或電視工程科畢業，並在行政、軍事
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控
制、廣播或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八年以上者。
六、曾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
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十年以上者。
七、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院校，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四四小時之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者，並擔任廣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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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電機、電子、資訊或電信相關實際技術工作五年以上者，或經
職業訓練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三個月廣播
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工程師五年以
上者。
八、曾任電視電臺工程師三年以上者。
前項所指行政、軍事機關及公、民營事業機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
廣播或電視有關技術職務之年資，得合併計算。
ΠΪన
廣播電視業者，須造具工程主管資歷表（如附件六），敘明學經歷等資料，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六章 監

理

ΠΪΙన
廣播電視業者使用之射頻載波頻率及發射功率，主管機關得隨時監測。未
按規定使用或其設備故障致影響或干擾無線電波之合法使用者，主管機關
得限期令其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停止使用。
ΠΪΠన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至地球電臺查核機器設備使用情形。
ΠΪέన
主管機關為維護電波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及促進廣播電視工程技術水
準，得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固定型地球電臺執照工程評鑑。
工程評鑑項目為工程設施、傳輸品質、監理業務及綜合評分等四項；領有
交通部核發之固定型地球電臺執照之經營者，均應參與工程評鑑；設有分
臺之電臺，由主管機關公開抽選參與工程評鑑。
實施工程評鑑時，主管機關得命受評鑑者提出必要之文件，受評鑑者不得
拒絕。
ΠΪѲ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有關規定處罰。

第七章 附

則

ΠΪϤన
本辦法之技術標準、器材規範及干擾處理，得參照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
法、國際電信公約、國際無線電規則等有關電信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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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ϲన
申請核准使用轉頻器或設置地球電臺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收費標準繳
納審查費、審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等。
Π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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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5 年 9 月 20 日交通部(85)交郵發字第 0853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1 條；並自
發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89 年 11 月 11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59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16、20、
21、27、29；原第九章章名遞改為第八章章名；原第 56∼61 條條文遞改為 54∼59 條條
文；並增訂第 53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3 年 4 月 1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3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53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6050534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7、8、11、14∼17、20、21、24、30、43、49 條條文；並刪除第 37、44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5、9、11、13、16∼20、24、28、29、33、35、39、42、43、46、47、50∼52 條條
文
6.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3183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46 條；除第 8 條第 1 項自修正發布之日起十五個月後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五十一條規定
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線電規章：指主管機關參照國際電信聯合會之國際無線電規則所訂
定之各類規則、細則、辦法及規範等。
二、業餘無線電人員：指基於個人興趣，不以營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測
試及格，取得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者。
三、業餘無線電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成立，從事業餘無線電活動之團
體。
四、輻射：指以無線電磁波形式向外流動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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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射：指由無線電臺所產生之輻射或其輻射產物。
六、必需頻帶寬度：指足使資訊傳輸獲得在各類發射所規定條件下之傳輸
品質及所需速率之頻帶寬度。
七、混附發射：指於發射之必需頻帶寬度外產生之輻射或頻率，其位準可
再降低而不致影響所傳送之信息，包括諧波發射、寄生發射、相互
調變及頻率轉換所產生者。但頻帶外之發射不包括在內。
八、佔用頻帶寬度：指以總發射平均功率為中心衰減至低於總發射平均功
率至少二十六分貝處，包括發射機容許頻率漂移及杜卜勒頻率漂移
之頻率帶域寬度。
九、單邊帶發射：指僅含單一調幅邊帶之發射。
十、減載波單邊帶發射：指載波遏制之程度足以使載波信號回復供解調使
用之一種單邊帶調幅發射。
十一、遏制載波單邊帶發射：指載波被實質遏制，於解調時不予使用之一
種調幅單邊帶發射。
十二、天線結構：指無線電波輻射系統及其支撐結構和附屬物之總稱。
十三、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指不屬發射機原始設計內之組件，可與發射
機連結使用而加大發射輸出功率之裝置。
十四、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套件：指一組可由使用者自行依說明書組裝成
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之電子零件；即使須另外加裝其他零件者亦
屬之。
十五、發射機：指具有將電能轉為電磁輻射能輸出之器具，包含任何可能
使用之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
十六、峰值波封功率：指發射機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於其調變波封尖峰上
一個射頻週期內，輸出至天線傳輸線上之平均射頻功率。
十七、發射功率：指由業餘無線電臺作業所產生之射頻電功率，包括採用
下列三種計量方法：
（一）輸出功率：由發射機射頻輸出端測得之峰值波封功率。
（二）有效輻射功率（e.r.p.）：由發射機輸出傳送到天線之功率及
其天線與半波偶極天線相對增益之乘積。
（三）等效全向輻射功率（e.i.r.p.）：供至天線之功率與給定方向
上相對於全向天線的增益（絕對或全向增益）的乘積。
十八、妨害性干擾：指無線電通信作業產生之干擾，危及無線電導航或其
他無線電安全維護作業，或對合法無線電通信造成明顯減損、阻
礙、重複中斷等現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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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業餘無線電作業：指業餘無線電人員為自我訓練、相互通信及技術
研究目的，所為之無線電通信作業。
二十、廣播：指採用直接或中繼方式供公眾接收之發射作業。
二十一、緊急通信：指處於危急狀態下，為保護生命、財產安全而建立之
緊急無線電通信作業。
二十二、業餘無線電臺：指由建立無線電通信所需之業餘無線電機等設備
構成之固定式或行動式業餘無線電作業電臺，簡稱業餘電臺。
二十三、臨時電臺：指由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供短期特定目的從事業餘無
線電作業之業餘電臺。
二十四、示標電臺：指發射或接收做為觀測電波傳播及其他相關實驗活動
信號之業餘電臺。
二十五、中繼電臺：指自動轉發其他電臺信號之業餘電臺。
二十六、太空電臺：指設置於超過地面五十公里之業餘電臺。
二十七、地球電臺：指設置於離地面五十公里以內，擬與太空電臺或經由
其他一或數具太空上之載具與其他地球電臺通信之業餘電臺。
二十八、遙控電臺：指經由控制鏈路間接遙控控制之業餘電臺。
二十九、遙測電臺：指利用業餘無線電傳送遠端觀測實驗信號之業餘電
臺。
三十、指揮電臺：指傳送無線電信號以指揮太空電臺之起動、修正或停止
作業之業餘電臺。
三十一、控制員：指業餘無線電臺執照所記載之業餘無線電人員。
三十二、頻率協調員：指由業餘電臺或中繼電臺控制員共同認可，擔任協
調電臺所適用發射及接收頻道、相關作業及技術參數任務之人
員。
三十三、控制點：指控制員執行控制作業任務之地點。
三十四、即席控制作業：指在電臺內直接調校、控制無線電通信作業。
三十五、遙控控制作業：指經由控制鏈路間接調校、控制無線電通信作
業。
三十六、自動控制作業：指依控制員設定之設備及程序，自動調校、控制
無線電通信作業。
三十七、第三者通信：指業餘電臺之控制員為他人傳送信息予另一控制員
之通信。
三十八、國際摩爾斯碼：指由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所定義之電報電
碼，簡稱摩氏電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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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業餘無線電電子佈告欄：指以業餘無線電傳送與業餘作業直接相
關，專供指導業餘無線電人員作業之訊息資料庫。
Ѳన
主管機關得委託全國性業餘無線電團體協助辦理以下事項：
一、承轉特殊業餘電臺及臨時電臺之設置申請，或非本國籍業餘無線電團
體或人員短期操作業餘電臺之申請，並研提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就業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學科試題題庫，提供專業意見供主管機關
參考。
三、舉辦業餘無線電推廣及教育講習活動。
Ϥన
業餘電臺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時，應符合專用電信設
置使用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ϲన
經主管機關測試及格，領有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者，始得申設業餘電臺，
經取得業餘電臺執照及電臺呼號後，始得從事業餘無線電作業。
外國人參加前項所定之測試，以持有居留證明或護照者為限；外國人申設
業餘電臺，以取得居留證明及我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者為限。

第二章 業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及業餘無線電人員執
照核換發
Μ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之資格分等如下：
一、一等業餘無線電人員。
二、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
三、三等業餘無線電人員。
Τ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之測試題組及格標準如下：
一、一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題組包括無線電規章與相關法規十三題、
無線電通訊方法十五題、無線電系統原理十五題、無線電相關安全
防護三題、電磁相容性技術二題、射頻干擾的預防與排除二題共計
五十題，至少應答對四十題。
二、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題組包括無線電規章與相關法規十二題、
無線電通訊方法十二題、無線電系統原理十題、無線電相關安全防
護二題、電磁相容性技術二題、射頻干擾的預防與排除二題共計四

404 貳、通訊類法規

業餘無線電管理辦法!

399

十題，至少應答對三十二題。
三、三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題組內容包括無線電規章與相關法規十三
題、無線電通訊方法十三題、無線電系統原理六題、無線電相關安
全防護一題、電磁相容性技術一題、射頻干擾的預防與排除一題，
共計三十五題，至少應答對二十五題。
前項測試題組及格標準，自中華民國一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本辦法修正發布
之日起十五個月後施行；前項測試題組及格標準施行前，依修正前第八條
規定辦理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但修正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二等業餘無線
電人員之學科或術科之及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間末日不得超過前項測試題組
及格標準施行前一日。
Ξన
主管機關應於一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本辦法修正發布一年內公告新編定業餘
無線電人員測試題庫。
前項題庫之考題數目，至少包含各等級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所需題組數目
十倍以上。
各等級業餘無線電人員之測試題目，依前條所定題組及題數，以隨機方式
自第一項題庫內選取。
Ϊన
三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及格者，始具有參加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之
資格。
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及格及設置二等業餘無線電臺達一年以上者，始
具有參加一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之資格。
ΪΙన
各等級業餘無線電人員測試及格者，得於測試及格之日起一年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該等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逾期申請執照者，應重新測試。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
二、執照字號、資格級別。
三、發照日期及有效日期。
本辦法第八條業餘無線電人員之測試題組及格標準施行前，某一等級業餘
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所需全部測試科目及格者，得於最後科目及格日起一
年內，提出全部測試科目及格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或換發該等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逾期不予受理。
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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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無線電人員經主管機關核發較高等級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時，原執
照失其效力。
Ϊέ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有效期間為十年。業餘無線電人員應於執照有效期間
屆滿前六個月起五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遺失、毀損或其應載明事項變更時，應即申請補發或
換發；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

第三章 業餘電臺之設置
ΪѲన
業餘電臺分為一等、二等及三等，並依其設置方式分為固定式業餘電臺或
行動式業餘電臺。
業餘無線電人員得申請設置之業餘電臺如下：
一、一等業餘無線電人員得申請一等、二等或三等業餘電臺。
二、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得申請二等或三等業餘電臺。
三、三等業餘無線電人員得申請三等業餘電臺。
設置業餘電臺者，除臨時電臺外，應申請架設許可，經審驗合格，取得電
臺執照，始得使用。
設置行動式業餘電臺之業餘無線電機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輸出功率未達二十五瓦特。
二、輸出功率在二十五瓦特以上五十瓦特以下，且發射頻率之頻段在五十
百萬赫以下。
ΪϤ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設置業餘電臺應依下列規定：
一、固定式業餘電臺數量，除第十八條規定特殊業餘電臺及第十九規定臨
時電臺外，一人限一座，其業餘無線電機至多六部，且一座一照。
二、行動式業餘電臺數量，一人限五部，且一部一照。
三、業餘無線電人員得先使用業餘頻段專用收信機，熟悉業餘無線電通信
實務。
Ϊϲన
申請固定式業餘電臺執照者，以經型式認證合格之業餘無線電機申請架設
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架設許可，經審驗合格後發給固定式
業餘無線電臺執照：
一、固定式業餘電臺設置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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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影本。
三、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型式認證審定號碼。
前項申請者以未經型式認證合格之業餘無線電機申請架設時，應檢附前項
前二款文件及技術規格資料（含頻率、輸出功率等技術資料）影本，向主
管機關申請架設許可，並經審驗合格後發給業餘無線電機審驗合格標籤及
固定式業餘電臺執照。
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六個月；無法於期間內完成架設者，得於期間
屆滿前二個月起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間為六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電臺審驗不合格者，得於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申請複驗，並以一次為
限。
固定式業餘電臺設置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資格級別及電臺申設等級。
二、設置目的。
三、設置地址。
四、無線電機廠牌、型號、序號、發射頻率及電功率。
固定式業餘電臺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臺名稱、呼號及設置地址。
二、所屬者名稱及所屬者負責人姓名。
三、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
四、無線電機廠牌、型號、序號、發射頻率、電功率及發射種類。
五、發照日期及有效日期。
ΪΜన
申請行動式業餘電臺執照者，以經型式認證合格之業餘無線電機申請時，
應備妥經型式認證合格之業餘無線電機，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驗合格後發給行動式業餘電臺執照：
一、行動式業餘電臺執照申請書。
二、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影本。
前項申請者以未經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合格時，應備妥業餘無線電機，
並檢附前項文件及頻率、輸出功率等技術規格資料影本，向主管機關申
請，經審驗合格後發給業餘無線電機審驗合格標籤及行動式業餘電臺執
照。
電臺審驗不合格者，得申請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行動式業餘電臺執照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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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姓名、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資格級別及電臺申設等級。
二、設置目的。
三、無線電機廠牌、型號、序號、發射頻率、電功率。
行動式業餘電臺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臺名稱及呼號。
二、所屬者名稱。
三、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
四、無線電機廠牌、型號、序號、發射頻率及電功率。
五、發照日期及有效日期。
ΪΤన
申請設置下列特殊業餘電臺應檢具特殊業餘電臺及呼號指配申請書與設置
使用管理計畫書，經全國性業餘無線電團體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檢具
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依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設置電臺：
一、示標電臺。
二、中繼電臺。
三、地球電臺。
四、太空電臺。
五、遙控電臺。
六、遙測電臺。
七、指揮電臺。
申請人為前項申請時，應副知主管機關。
全國性業餘無線電團體應於收到申請人所送申請書之日起十四日內將申請
書及設置使用管理計畫書送主管機關。
第一項特殊業餘電臺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資格級別及電臺申設等級。
但實際負責調校、控制電臺之業餘無線電人員非申請人時，應另載
明該人員之姓名及執照號碼。
二、設置目的及預期效益。
三、設置地址。
四、系統架構圖。
五、擬使用非原業餘電臺呼號之特殊業餘電臺呼號、使用頻率、發射功
率、發射方式、操作期間及設臺地點。
第一項設置使用管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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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臺控制作業之運作方式及架構。
（二）業餘無線電機具發射或兼具收發功能。
（三）電臺呼號之傳送原則，包括時間間隔。
（四）通信紀錄之保存方式及保存期間等規劃。
（五）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其作業、傳送內容違反規定或產生妨害性
干擾時，應即停止發射之執行方式。但屬第三十七條所定即席
控制作業者無須載明。
二、屬太空電臺者應加列下列事項：
（一）使用頻率之干擾評估。
（二）信號或信息之轉發方式及來源對象，以及基於頻率和諧共用及
避免轉發第四十二條所定不得有之操作行為所傳送之信號或信
息之事前、事中管制原則。
（三）使用之太空軌道種類、高度與示意圖說及該軌道之運行衛星現
況說明。
（四）電臺動力之來源、可運作期間評估及運作期間後電臺之處置方
式。
（五）指揮電臺及其呼號之列表。
三、屬中繼電臺者應加列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所定事項。
ΪΞ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設置使用臨時電臺，應於預定設置使用日十日前檢具臨時
電臺及呼號指配申請書，經全國性業餘無線電團體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及
指配臨時電臺呼號。
臨時電臺設置使用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第一項申請臨時電臺者，以使用取得業餘電臺執照之業餘無線電機設置者
為限。
申請人為第一項申請時，應副知主管機關。
第一項臨時電臺及呼號指配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業餘電臺所屬者姓名、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電臺
呼號、資格級別、聯絡電話及住居所地址。
二、擬使用臨時電臺呼號、使用頻率、發射功率、發射方式、操作期間、
設臺地點及原業餘電臺執照號碼。
三、設置事由。
ΠΪన
申請文件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備者，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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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ΠΪΙన
業餘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
業餘電臺所屬者應於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五個月內，向主管
機關申請換照。
ࢵ第一項執照遺失、毀損或其應載明事項變更時，業餘電臺所屬者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
ΠΪΠన
業餘電臺所屬者變更業餘電臺機件設備或固定式業餘電臺設置地點時，應
填具電臺異動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異動，經審驗合格，換發電臺執照
後，始得使用。
依第十九條規定，以取得固定式業餘電臺執照之業餘無線電機申請設置臨
時電臺，致有前項固定式業餘電臺設置地點變更情形者，得免申請異動。
但應於臨時電臺設置使用期限屆滿或提前停止使用時拆除電臺設備，並回
復原設置地點。
ΠΪέన
業餘電臺之天線不得違反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之規定。
業餘電臺之天線結構應與高壓電線保持安全距離，其高度超過地平面六十
公尺者，應具有航空色標及標識燈具，避免危及公共安全。

第四章 業餘電臺之設備
ΠΪѲన
業餘電臺之業餘無線電機之輸出功率及工作頻率應符合業餘無線電機技術
規範之規定。
ΠΪϤన
業餘電臺之業餘無線電機之頻率容許差度及混附發射應符合電波監理業務
管理辦法之規定。
業餘無線電機之混附發射對其他無線電接收機產生妨害性干擾者，應立即
停止發射並予以改善。

第五章 業餘電臺之作業
ΠΪ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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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電臺增設或變更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或套件時，所屬者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經審驗合格，換發電臺執照，始得使用；業餘電臺拆除外接射頻功
率放大器或套件時，所屬者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並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電臺執照。
前項業餘電臺之外接射頻功率放大器或套件，應符合業餘無線電機技術規
範之規定。
ΠΪΜన
業餘電臺之呼號，由主管機關於核發業餘電臺執照時指配。但臨時電臺得
於申請設置使用時，由主管機關逕予指配。
業餘無線電人員不得要求指配特定呼號。但特殊業餘電臺與臨時電臺之呼
號符合第二十八條規定及無重複指配之虞時，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指配之。
業餘無線電人員取得較高等級之資格後，原設置之業餘電臺得申請改配呼
號。
前項業餘電臺呼號一經改配，原業餘電臺呼號予以收回，不得再使用。
ΠΪΤన
業餘電臺之呼號組合，原則如下：
一、第一字元使用英文字母Ｂ。
二、第二字元優先由英文字母Ｍ、Ｎ、Ｏ、Ｐ、Ｑ、Ｕ、Ｖ、Ｗ及Ｘ內選
配。
三、第三字元使用一個阿拉伯數字，用以代表業餘電臺所在之直轄市、縣
（市）及臨時電臺。其編配方式如下：
（一）0：臨時電臺。
（二）1：基隆、宜蘭。
（三）2：臺北、新北。
（四）3：桃園、新竹。
（五）4：苗栗、臺中。
（六）5：彰化、南投、雲林。
（七）6：嘉義、臺南。
（八）7：高雄。
（九）8：屏東、臺東、花蓮。
（十）9：臺灣本島以外地區。
四、第四至六字元，以一組三字元以內之英文字母，依字母個數分成下列
三組：
（一）一個字母者：代表特殊業餘電臺。但呼號之第二字元為字母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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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表中繼電臺。
（二）二個字母者：代表一等業餘電臺。
（三）三個字母者：呼號之第二字元為字母Ｘ者，代表二等業餘電
臺，其他字母代表三等業餘電臺。
臨時電臺呼號組合不受前項第四款之限制。臨時電臺之申設目的涉及紀念
性質，其呼號組合亦得不受前項第三款之限制。但以第三及第四字元均使
用阿拉伯數字者為限。
非本國籍業餘無線電團體或人員經主管機關核准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短期操
作業餘電臺者，其臨時電臺呼號之第三字元應使用斜線。
特殊業餘電臺經主管機關准核者，得使用電臺所屬者之既有電臺呼號或準
用前三項臨時電臺之呼號組合方式組合特殊業餘電臺之呼號。
ΠΪΞ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於初次建立通信或通信完畢時，應報明其業餘電臺呼號，
通信中至少每隔十分鐘應報其業餘電臺呼號一次。
έΪన
業餘電臺之識別及呼號方式規定如下：
一、語音通信時，應使用英語或國際無線電規則規定之英語識別代字。
二、數據及展頻通信時，應符合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三、影像傳輸之圖片中應以英文明顯標示呼號。
四、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相當等級以上之業餘電臺作業時，得以所在業餘
電臺之呼號作業。
五、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較低等級之業餘電臺作業時，應於所在業餘電臺
之呼號後以斜線字元分隔再加上其業餘電臺呼號，予以識別。
έΪΙ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利用業餘電臺傳送無線打字或數據時，應使用下列規定之
數據碼操作模式：
一、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建議書 CCITT F.1, Division C 所定義之 No.2
五單位起止國際電報字母碼（即鮑多碼 BAUDOT 碼）。
二 、 國 際 無 線 電 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書 CCIR 476-2 （ 1978 ） 、 476-3
（1982）、476-4（1986）或 625（1986）所規定之七單位碼（即
AMTOR 碼）。
三、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建議書 CCITT T.50 所定義之 No.5 國際字母
碼或美國國家標準協會所定義之 X3.4-1977 或國際標準組織之國際標
準 ISO646（1983），及 CCITT 建議書 T.61（馬拉加－拖里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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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所提供而擴充之七單位碼（即 ASCII 碼）。
四、J2D 類數據通信。
業餘無線電人員使用前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數據碼之操作模式傳送無線打字
或數據前，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業餘電臺時，應確實符合電信監理法規之規定。主管
機關於必要時得命業餘無線電人員採行以下措施：
一、停止使用前項規定以外之數據碼操作模式傳送無線打字或數據。
二、禁止傳送任何擴充指令之數據碼。
三、保存所有數據發射通信之轉碼資訊或原始碼紀錄。
έΪΠ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應負責管理其業餘電臺之全部收發信設備，並依下列規定
作業：
一、應以和諧共用方式，互相協調選用符合業餘無線電人員等級之頻率及
電功率，並選擇佔用頻寬最小之調變方式作業。
二、應優先讓緊急通信作業。但正在從事業餘無線電救災作業網路之通聯
測試者，不在此限。
三、不得對無線電通信或信號故意或惡意干擾。
四、基於試驗之目的，在符合其等級之頻率，利用其業餘電臺發送短暫週
期之試驗信號。
五、業餘電臺間發生干擾時，相關業餘電臺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及頻率協調
員，應共同負責消除干擾。
特殊業餘電臺設置者應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記錄及保存通信紀
錄，並依主管機關要求方式提供之；非經主管機關同意或職權通知，特殊
業餘電臺設置者不得自行停止。
έΪέ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從事定點間之展頻通信實驗，應自行指定一人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後，始得為之；並於實驗時，提供所採用之展頻通信編解碼器供
主管機關監測之用。
前項申請及從事展頻通信實驗者，限一等或二等業餘無線電人員。提出申
請案時，應敘明所有參與者及所使用之業餘電臺。
展頻通信實驗，其通信之內容應以明語傳送。展頻通信實驗不得干擾合法
通信，並須忍受合法通信之干擾。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展頻通信實驗者
採行以下措施：
一、停止展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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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展頻發射信號強度至所指示的程度。
供展頻通信實驗之發射機輸出功率不得大於一百瓦特，且工作頻率應為四
三○百萬赫以上。
展頻通信實驗應做成紀錄，並應保存一年。
前項紀錄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發射信號之技術性說明。
二、發射信號之必要相關參數：包含作業之頻率或頻率群，若有涉及時亦
應含片率（chip rate）、碼率（code rate）、展開函數（spreading
function）、傳輸協定（transmission protocols）、達到同步的方法以
及調變方式等。
三、所傳送信息之型式：聲音、文字、記憶體傾注、傳真及電視等一般性
說明。
四、電臺標識之方法及所使用之頻率或頻率群。
五、每個發射信號之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
主管機關為解調聲音、文字、影像等原始信號，必要時，得命展頻實驗者
錄製及提供展頻通信之發射信號，並提供第六項紀錄。
έΪѲన
業餘電臺發射之佔用頻帶寬度，於作業頻率未達二九百萬赫時，不得超過
十千赫；作業頻率在二九百萬赫以上時，除業餘無線電機技術規範另有規
定外，不得超過二十千赫。
έΪϤన
業餘電臺得與警察、消防或衛生機關設置之緊急救難電臺構成通信網，經
警察、消防或衛生機關協調，協助救災及提供服務。
前項通信網得使用三‧五百萬赫、七百萬赫、一四百萬赫、二一百萬赫、
一四五百萬赫及四三三百萬赫等頻率。
一四五百萬赫及四三三百萬赫為呼叫及緊急救難頻率，任何電臺不得停留
佔用及干擾。
έΪϲన
為辦理業餘無線電之監理業務，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業餘電臺之作業及設
備。

第六章 業餘電臺之控制
έΪΜన
業餘電臺控制作業分為即席控制作業、遙控控制作業或自動控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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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電臺至少應有一個控制點，其傳送信息或信號時，除自動控制作業
外，控制員應在其中一個控制點上作業。
業餘電臺所屬者得租用電信事業提供之電信機線設備作為業餘電臺之遙控
控制鏈路之全部或一部。
έΪΤన
自動控制作業之業餘電臺僅能傳送超過頻率五十百萬赫之無線打字或數據
通信。
自動控制作業之業餘電臺需傳送頻率五十百萬赫以下無線打字或數據通信
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自動控制作業之業餘電臺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其作業違反規定或產生妨害
性干擾時，應即停止發射；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重新發射。

第七章 業餘無線電人員之管理
έΪΞ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業餘電臺，應符合附表：業餘無線電分配頻段、發射
功率及發射方式表之規定。
前項之發射方式屬於數據通信者，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命其提供所採用之
數據通信編解碼器供監測之用。
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業餘電臺，使用業餘無線電次要業務之頻段時，應遵
守以下事項：
一、不應對業經指配之主要業務電臺產生妨害性干擾。
二、須忍受合法通信之妨害性干擾。
ѲΪన
為業餘無線電作業之推廣或教育活動目的，業餘無線電團體或一等、二等
業餘無線電人員，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得於活動現場，在其監督及
指導下，提供業餘電臺或臨時電臺供非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
前項操作不得違反無線電規章之規定。
ѲΪΙన
非本國籍業餘無線電團體或人員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短期操作業餘電臺，應
於預定開始操作日十日前由提供業餘電臺之業餘無線電人員檢附下列文
件，經全國性業餘無線電團體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及指配臨時電臺呼號：
一、非本國籍人士短期操作業餘電臺及呼號指配申請書。
二、非本國籍業餘無線電團體或人員之護照或居留證及其業餘無線電人員
證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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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餘電臺執照影本。但屬臨時電臺者免附。
前項核准之作業期間，最長不得逾六個月；單次入境以核准一次為限，但
與我國簽訂條約、協定、協議或相互提供互惠措施之國家之業餘無線電團
體或人員，主管機關得依所簽訂內容多次核准其申請案。
申請人為第一項申請時，應副知主管機關。
第一項業餘電臺指本國業餘無線電人員之既設業餘電臺或其臨時電臺。提
供業餘電臺之本國業餘無線電人員應在操作現場隨同作業，並記錄之。
非本國籍人士短期操作業餘電臺及呼號指配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非本國籍申請者姓名、國籍、護照號碼、護照到期日、入境日期、原
電臺呼號及資格級別。
二、擬使用臨時電臺呼號、使用頻率、發射功率、發射方式、操作期間及
地點。
三、業餘電臺所屬者姓名、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號碼、電臺呼號、資格級
別、聯絡電話及住居所地址。
ѲΪΠ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操作業餘電臺時，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使用未經指配之電臺識別呼號。
二、從事違法通信或傳送非法信息。
三、涉及公眾電信業務或從事具有任何營利性質之通信。
四、傳送不實之信號或信息。
五、從事廣播或蒐集新聞活動。
六、轉發非業餘電臺之信息或作為該等電臺之中繼站。
七、使用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密語或密碼通信。
八、對其他無線電信號產生干擾。
九、播放音樂、唱歌、吹口哨、使用鄙俚、淫邪之語音、影像信號或爭吵
之信號。
十、將電臺租予他人使用。
十一、從事第三者通信。但與我國訂有互惠協定者，不在此限。
十二、在業餘無線電電子佈告欄內登載非關無線電之訊息。
十三、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強行不當佔用特定業餘無線頻率。
十四、於遙控無人機利用業餘電臺傳送信號或信息。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禁止有關電波干擾之事項。

第八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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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έన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業餘電臺執照不得讓與、出租或出借。
ѲΪѲన
依本辦法申請審查、認證、審驗及核發證照作業，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
標準繳納審查費、認證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ѲΪϤన
凡對業餘無線電業務有關科學研究、管理工作及服務社會等作出重大貢獻
之團體或個人，得由主管機關給予獎勵或商請相關單位獎勵之。
ѲΪϲన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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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6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07 號令、教育部(86)台高（四）字第
86016436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22 條
2.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1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10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1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5∼9、13、14、16、20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所稱學術試驗無線電臺，係指以研究無線電學術及技術創新為目
的，專供試驗、實習而設置之無線電臺（以下簡稱電臺）
。
Ѳన
設置電臺申請者，以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限：
一、設有電機、電子、物理、電信、運輸、氣象等相關科、系、所之大專
校院。
二、設有電機、電子、運航管理、海運技術、航海、電信等相關科別之高
級中等學校。
三、依法令核准成立之電信研究機構、社教機構，或辦理有關無線電運
用、研究與發展之政府機構。
四、從事無線電學術研究發展之團體或個人，有具體貢獻並經政府登記有
案者。

第二章 申請、許可及證照
Ϥన
申請設置電臺者，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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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條第一款或第二款申請設置電臺者，應以學校名義報請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始得申請。
ϲన
依前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指配電臺頻率後，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經審查合格後，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以下簡稱架設許可證）
：
一、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二、電臺設置申請書。
三、電臺設備說明書，其內容應載明機件型號、機件出品廠名及通信方
式，並附系統圖，如屬無線電設備部分（含基地臺及行動臺），應
註明電功率、頻率、發射種類、天線增益、天線場型及頻帶寬度。
四、工程主管資歷表。
五、天線及鐵塔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應檢具開業建築師或與建築物結構
有關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鑑定之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
本。但依相關建築法規不須請領雜項執照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應於接獲主管機關通
知補正之期限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Μన
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
申請人未在有效期間架設完成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最長為六個月，以一次為限。
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申請者名稱及其代表人。
三、設置處所。
四、無線電機機件廠牌、型號。
五、發射及接收頻率。
六、發射頻寬。
七、發射功率。
八、有效期間。
Τన
電臺依前條規定架設完成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者，由
主管機關發給電臺執照（以下簡稱執照）後，方得使用。審驗不合格者得
於一個月內申請複驗一次，經複驗不合格或逾期未申請複驗者，不予核發
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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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驗電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架設許可證。
二、天線及鐵塔依相關建築法令規定須請領雜項執照者，其雜項執照影
本。
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
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後仍需繼續使用電臺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計算。
執照如有遺失、毀損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電臺之
名稱、所屬組織或負責人變更時，應檢具相關文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換
發證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同。
執照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所屬者名稱及其代表人。
三、負責人。
四、電臺工程主管。
五、設置處所。
六、發射機廠牌型號及機件號碼。
七、發射及接收頻率。
八、發射頻寬。
九、發射功率。
十、接收機廠牌型號及機件號碼。
十一、天線廠牌型號。
十二、附屬機件設備。
十三、有效期間。
Ξన
架設許可證及執照均不得出借、出租或讓與第三人。
電臺發射機設置處所變更或設備變更時，應依第六條之規定，重新申請架
設許可證，經主管機關依第八條規定審驗合格後，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
重新起算。

第三章 工程人員管理
Ϊన
電臺應置工程主管一人及技術員若干人，辦理工程技術與設備維護事項。
但申請人為個人時，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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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Ιన
電臺工程主管，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聘任之：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
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
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職
務四年以上者。但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
子、資訊、電信、電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者，其相關實際
工作經驗得為二年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以上校院或依「教育部查證認定國外學歷作業
要點」認定之國外專科以上校院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工程或相關科、系、所畢業，並在行政、軍事機關、學校或
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
術職務或研究工作三年以上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中等學校或依「教育部查證認定國外學歷作業
要點」認定之國外高級中等學校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
控制工程或相關工程科畢業，並在行政、軍事機關、學校或公、民
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電信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職務
六年以上者。
四、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並擔任廣播或電視有關
技術職務二年以上者，或丙級技術士證，並擔任廣播或電視有關技
術職務四年以上者。
五、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校院，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百四十四小時之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播或電
視有關技術職務四年以上者；或經職業訓練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
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三個月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訓練合格，
並擔任廣播或電視有關技術職務四年以上者。
六、曾任廣播電臺有關技術職務三年以上者或電視臺有關技術職務二年以
上者。
前項各款年資得合併計算。

第四章 維運管理
ΪΠన
電臺應備維運日誌，記載下列事項並由工程主管或電臺負責人核章：
一、輪值工程人員姓名及輪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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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臺運作情形。
三、機件保養維護情形。
四、故障發生情形及其開始與修復時間。
五、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前項維運日誌之保存期限為一年。
Ϊέన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持證明文件查核電臺機件設備及相關文件。

第五章 頻率、呼號、電功率及其他電波監理
ΪѲన
電臺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呼號，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非經核
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
新設備，業者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ΪϤన
電臺作連續發射試驗時，應於開始與結束時各發送核定之呼號至少一次。
Ϊϲన
依第四條第一款或第三款申請設置之電臺，其發射電功率不得超過五百瓦
特；依第四條第二款或第四款申請設置之電臺，其發射電功率不得超過五
十瓦特。
前項電臺發射電功率，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ΪΜన
電臺頻率之誤差及混附發射功率，均應符合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及各類
無線電臺工程技術規範之規定。
ΪΤన
電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射無線電波：
一、未依規定申請執照。
二、執照逾期。
三、執照被撤銷。
四、執照遺失未申請補發。

第六章 附
ΪΞన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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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之。
ΠΪన
申請設置電臺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審查費、審
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ΠΪΙ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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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1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20 號令、教育部(86)台高（四）字第
86026246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25 條
2. 中華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交通部(88)交郵發字第 889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6 條
3.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6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48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5、7、
19、20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6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學校實習廣播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5.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29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07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215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6、9、13、21 條條文；並增訂第 28-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181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2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係指以專供大專校院廣播電視、新
聞、大眾傳播、傳播科技等相關科、系、所之教學與實習需要而設置之無
線電臺（以下簡稱電臺）
。
έ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電臺之設置、使用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營利之行為。
二、不得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

第二章 申請、許可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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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న
電臺分為使用假天線與設置天線兩類。
申請設置電臺時，應由學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後，檢具該機關同
意函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許可及頻率指配。
ϲన
電臺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置並指配電臺頻率後，申請人應於六個月內檢具下
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
一、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二、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書。
三、電臺設備說明書，其內容應載明機件出品廠名、機件型號、機件原廠
型錄並附系統圖，如屬無線電設備部分應註明電功率、電臺頻率、
發射方式，並附天線增益、位址座標、天線場型圖等相關資料。
四、工程主管資歷表。
五、天線之鐵塔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應檢具開業建築師或與建築物結構
有關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鑑定之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
本。
前項申請架設許可審查期間為三個月。
Μన
電臺設置天線鐵塔高度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之規定。
天線鐵塔之標誌及障礙燈應符合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之規
定。
Τన
電臺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必要時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
敘明理由，繳附原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間不得逾六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電臺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處所。
三、發射機廠牌、型號、數量及功率放大器數量。
四、電臺頻率範圍。
五、電臺頻寬。
六、電功率。
七、電臺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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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申請人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完成機器架設，其使用假天線者，經主管機
關審驗合格後，檢具原領之電臺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執照，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發給之；設置天線者，自行對電臺內部系統運作、電波
涵蓋範圍及干擾評估進行測試，測試完成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審
驗合格者，檢具原領之電臺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執照，經主
管機關許可後發給之。
前項審驗之處理期間為三個月。
進行第一項之測試時，僅得發射測試用之測試音，用以量測輻射電場強
度、評估電波涵蓋範圍與電波干擾情形，不得為其他使用。
電臺測試時，不得妨礙其他電臺之播放。
申請審驗電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明，國外輸入者應附進口證明（證明文件至少應包
含廠牌、型號、序號、出廠日期）。
二、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表。
三、電波涵蓋圖。
四、天線鐵塔依相關建築法令規定須請領雜項執照者，其雜項執照影本。
Ϊన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後電臺仍需繼續使用者，應於期間屆滿三
十日前自行檢驗機件，並填具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表，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後換發之。
電臺執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所屬學校名稱。
三、所屬學校負責人。
四、電臺負責人。
五、工程主管。
六、核定電功率。
七、電臺頻率。
八、電臺頻寬。
九、電臺呼號。
十、設置處所。
十一、發射機主機、備機之廠牌型號、機件號碼及電功率，功率放大器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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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播音室地點。
電臺發射機應一機一照。但主、備機得併載於一張電臺執照上。
ΪΙన
既設電臺遷移發射地址、變更頻率、電功率及換裝發射機時，應向主管機
關請領架設許可證，並經審驗合格換發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前項請領架設許可證應檢具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文件辦理之。但單純汰換機
件設備或變更頻率、電功率者，得免附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文
件。
第一項申請審驗應檢附第九條第五項所定之文件辦理之。但單純汰換機件
設備者，得免附第九條第五項第三、四款文件；僅變更頻率、電功率未涉
及天線鐵塔變更者，得免附第九條第五項第四款文件。
ΪΠన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遺失或毀損不堪用者，應即登報聲明作廢，並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補發。
Ϊέన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內所載事項變更時，非屬第十一條規定之事項
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換發。
ΪѲన
依前二條規定補發、換發之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許可
證或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間相同。
ΪϤన
架設許可證及電臺執照均不得移轉、出租或讓與第三人。

第三章 工程人員管理
Ϊϲన
電臺應置合格之工程主管一人負責全般工程技術與設備維護，並得視需要
遴聘技術員，協助電臺工程設備之維護。
ΪΜన
電臺工程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
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
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電力、控制或廣播電
視有關技術職務四年以上者。但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
試之電機、電子、資訊、電信、電力、控制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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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相關實際工作經驗得為二年以上。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以上校院或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
點認定之國外專科以上校院之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電
力、控制工程或相關工程科、系、所畢業，並在行政、軍事機關、
學校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電信、電
力、控制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職務或研究工作三年以上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或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
證認定作業要點認定之國外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之電機、電
子、資訊、通信、電信、電力、控制或相關工程科畢業，並在行
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資訊、通信、
電信、電力、控制或廣播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六年以上者。
四、取得視聽電子或儀表電子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關
技術工作二年以上者，或取得視聽電子或工業電子丙級技術士證，
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關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
五、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校院，修習至少八學分或
一四四小時之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任廣播或電視相
關實際技術工作四年以上者；或經職業訓練主管機關許可或登記之
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三個月廣播或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並擔
任廣播或電視相關技術職務四年以上者。
六、曾任廣播電臺專任工程師三年以上者，或電視臺專任工程師二年以上
者。
前項各款年資得合併計算。
ΪΤన
各電臺於申請架設許可證時，應造具工程主管詳歷表，連同其職稱、詳細
工作地點，送請主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第四章 工程及管理
ΪΞన
電臺應備工程日誌，記載下列事項，並由工程主管審閱後簽名或蓋章：
一、輪值工作人員姓名及時間。
二、發射機件開啟、關閉時間及節目開始與終止時間。
三、機件保養維護情形。
四、故障或停播及修復或復播時間。
五、市電停電及恢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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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前項工程日誌之保存期限為一年。工程日誌之格式由各電臺自行訂定之。
ΠΪన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至電臺檢查機件設備，電臺不得拒絕。

第五章 頻率、呼號、電功率及其它電波監理
ΠΪΙన
電臺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呼號，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非經核
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因應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
新設備，學校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電臺發射副載波信息應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換發電
臺執照，始得使用。
電臺發射副載波信息，不得使原電臺節目產生顯著劣化，或干擾既有廣
播、電視及通信等無線電臺。
電臺違反前項規定或相關法規之規定者，應停止發射副載波信息，且不得
要求補償。
ΠΪΠన
設置天線之調頻電臺其電波涵蓋區域，不得超過電臺所在地校園外三公
里；區域外之電場強度不得超過五百微伏／公尺或五十四分貝（微伏／公
尺）
。
民國八十三年以前之既設調幅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其核定發射電功率
及電波涵蓋區域，以經核定之電功率及涵蓋區域為限，並不得干擾其他既
設調幅廣播電臺。
學校設置之電臺頻率不敷使用，或干擾其他既設電臺時，主管機關得降低
電臺核配電功率及縮小電波涵蓋區域。
ΠΪέన
電臺之主要設備及天線，除得免設置備用發射機外，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
各類無線廣播電視電臺工程設備技術規範。
ΠΪѲన
電臺頻率之容許差度及混附發射容許差度，均應符合有關電信法規。
ΠΪϤన
電臺發射機之安裝，應避免影響其他既設之電信設備功能，並避免妨礙或
干擾合法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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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ϲన
電臺停播時，除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報外，應同時向主管機關繳銷其電
臺執照，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頻率使用權，其發射機除讓與他人者外，應
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封存或監銷、監燬。
電臺將前項之發射機讓與他人者，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第六章 附

則

ΠΪΜ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
ΠΪΤన
申請設置電臺，應繳審查費、審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其因
配合政府政策變更頻率、電功率、設置地點或發射機設備者，得免收審查
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ΠΪΤనϞΙ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公告之。
Π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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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無線電臺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2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4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8 條
2. 中華民國 90 年 11 月 28 日交通部(90)交郵發字第 00088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5 條
（原名稱：船舶無線電管理辦法）
3.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5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400850391 號令修正發布第 8、12、13、
19、21 條條文；並刪除第 22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13、16、18∼2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7420205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9∼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422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2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9430012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船舶無線電臺之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或參
照國際無線電規則、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有關電信部分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四條
①船舶上裝設無線電收發信設備及遇險自動通報設備，供通信之用者，稱船
舶無線電臺。
②船舶無線電臺主管人員為船長。
第五條
船舶無線電臺分為下列二種：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二、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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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船舶無線電臺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具有船舶電信專長之船員，負
責操作從事通信及電子作業。
②船舶無線電臺應備有船舶無線電臺日誌，指定一員於遇險事故中負無線電
通信之主要任務；並將電臺操作情況詳實記錄。
第七條
船舶無線電臺通信設備之性能標準及裝設，應符合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之
有關規定。

第二章 船舶通信
第八條
船舶無線電臺除下列情形外，不得於船舶停泊於港內時從事特高頻無線電
話通信：
一、因緊急事故須與海岸電臺或港埠電臺通信，且除利用無線電通信外並
無其他方法可供船岸間通信連絡者。
二、因船舶審驗人員之需要。
三、僅使用無線電接收機者。
第九條
船舶無線電臺之通信，其優先順序如下：
一、遇險通信。
二、緊急通信。
三、安全通信。
四、有關無線電導航定位之通信。
五、有關與從事搜救作業航空器聯繫之航行安全通信。
六、有關船舶航行動態及發往氣象機構之氣象觀測報告通信。
七、其他通信。
第十條
船舶無線電臺得依照各國電信事業機構之相關規章，收發旅客及船舶作業
人員之電信，並收取費用。
第十一條
船舶無線電臺之遇險呼叫與遇險通報之發送、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通報之
發送以及緊急呼叫與緊急通信之發送，應經船長或其職務代理人指示，始
得為之。
第十二條
船舶在海上時，其船舶無線電臺應依下列規定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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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裝有特高頻之數位選擇呼叫接收機者，應於特高頻第七十頻道連續守
聽；設備可行時，並應連續守聽遇險頻率特高頻第十六頻道及航行
安全通訊頻率第十三頻道。
二、裝有中頻之數位選擇呼叫接收機者，應連續守聽遇險與安全專用頻率
2187.5 kHz。
三、裝有中頻及高頻之數位選擇呼叫接收機者，應連續守聽遇險與安全專
用頻率 2187.5 kHz 與 8414.5 kHz；此外尚應在遇險與安全頻率
4207.5 kHz、6312 kHz、12577 kHz 或 16804.5 kHz 等四種頻率中，選
擇適合該船舶電臺接收之頻率至少一種予以連續守聽。此項守聽並
得以掃頻接收機為之。
四、船舶地球電臺，應連續守聽岸上經由衛星對船舶之遇險通報。
五、應維持守聽向該航行海域播送之有關海事安全資訊。
六、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應連續守聽遇險頻率特高頻
第十六頻道；設備可行時，並應維持守聽遇險頻率 2182 kHz 及航行
安全通訊頻率特高頻第十三頻道。
第十三條
①船舶之遇險、緊急及安全通信，其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及通信作業，應依船
舶無線電臺通信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②前項船舶無線電臺通信作業要點由主管機關訂定並發布之。
第十四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於收到警報信號，應立即停止可能妨礙該警報信號後續通信
之電波發射，並注意守聽。
②船舶無線電臺收到他船之遇險呼叫，確悉遇險船舶係在附近，但尚無海岸
電臺答覆時，應適時向其答覆或轉發其遇險通報，並將本船名稱、位置及
到達現場所需之時間等告知遇險船舶。如不能立即前往援救，亦應將原因
通知遇險船舶。
第十五條
遇險之船舶無線電臺或管制遇險業務之電臺，當遇險業務已告終止，或作
為遇險業務之頻率已無靜默之必要時，應在該頻率上發送對所有電臺之通
信，告知正常工作得以恢復。
第十六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不得濫發遇險信號，或與遇險信號容易混淆之信號。
②如有前項情形，應依船舶無線電臺通信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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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行中，遇冰山、漂流物、暴風及其他對船舶航行構成嚴重危險性之
情形者，應即利用安全通信，告知附近船舶及最近之海岸電臺。
第十八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遇險呼叫通信設備之緊急操作使用步驟，應以鮮明標示張貼
於駕駛臺。
②前項緊急操作使用步驟之內容、格式應依船舶無線電臺通信作業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三章 電臺設置及管理
第十九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之設置使用，應填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架設許可
證。但已於國外架設並經主管機關委託或認可之機構完成審驗或船舶用無
線電對講機經審驗合格者，得免申請架設許可證，直接申請船舶無線電臺
執照。
②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六個月，未能於期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限屆滿
前一個月內敘明理由申請展延，展延期間為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船舶號數（或小船編號）、船名、船
舶總噸位、船舶長度、船舶種類、航行區域、船籍港、電臺種類、
無線電信機件設備資料。
二、漁船除前款資料外，應另載明漁船統一編號、作業漁區及所屬區漁
會。
③船舶所有人於船舶無線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內得檢具無線電機件規格說明
書，申請核發增設電臺設備架設許可證。
第二十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依前條規定架設完成後，應向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委託或
認可之機構申請審驗，審驗合格由主管機關發給船舶無線電臺執照方得使
用。
②航行國際航線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之船舶，應向主管機關委託或認
可之機構申請安全證書或安全無線電證書。
③航行國際航線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之船舶及遠洋漁船應於船舶無線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內，由始日起算，每屆滿一年之前後三個月內，向主管
機關或經主管機關委託或認可之機構申請審驗，審驗合格後於電臺執照或
證書上簽署之。但遠洋漁船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規定時間內接受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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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於原應申請審驗之期間內，向主管機關敘明理由，申請延期審驗。
④主管機關得辦理船舶無線電臺之不定期檢查；其實施要點由主管機關訂定
並發布之。
第二十一條
①船舶無線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
②船舶所有人應於前項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內，申請換發新照；其程
序如下：
一、遠洋漁船及航行國際航線之船舶，船舶所有人應向主管機關或經主管
機關委託或認可之機構申請審驗，審驗合格後換發新照。
二、前款船舶以外之船舶，船舶所有人得檢附船舶無線電臺屆期換照自主
檢查表（如附表）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船舶無線電臺執照，經審查
合格後換發新照。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辦理審驗，審驗合格後換發
新照。
三、前款船舶僅設置船舶用無線電對講機或輸出功率在五瓦特以下之手持
式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電臺者，得免經審驗或審查，逕予換發新
照。
③船舶所有人變更時，應申請換發船舶無線電臺執照。
④船舶無線電臺執照遺失、毀損時，應申請補發；執照內所載事項變更時，
應申請註記變更，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
⑤船舶無線電臺執照之核、換、補發或註記變更，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四條
申請設置船舶無線電臺者，應繳審驗費及證照費，其收取依預算程序辦
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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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船舶無線電臺屆期換照自主檢查表
設備種類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特高頻 (VHF)
無線電設備 1
特高頻 (VHF)
無線電設備 2
特高頻 (VHF)
無線電設備 3
中 / 高頻
（M/HF）無線
電話設備 1
中 / 高頻
(M/HF) 無線電
話設備 2
手持式雙向特高
頻 (VHF) 無線
電話 1
手持式雙向特高
頻 (VHF) 無線
電話 2

156.80MHz
(CH16)
156.80MHz
(CH16)
156.80MHz
(CH16)
自選 1 筆常
用之通話頻
道或頻率：
自選 1 筆常
用之通話頻
道或頻率：
156.80MHz
(CH16)

通訊對象 / 符合檢查標 備註
設備資料
準
能與其他電臺
是□ / 否□
正常通話
能與其他電臺
是□ / 否□
正常通話
能與其他電臺
是□ / 否□
正常通話
能與其他電臺
是□ / 否□ SSB 或
正常通話
DSB
能與其他電臺
正常通話

是□ / 否□ SSB 或
DSB

能與其他電臺
正常通話

是□ / 否□

156.80MHz 能與其他電臺
(CH16)
正常通話

是□ / 否□

應急指位無線電
示標 (EPIRB)

雷達詢答機
(SART) 或 AIS
搜救發送器
(AIS-SART)

1. 固定安置於
船艙外側明
顯可及處
2. 電池在有效
期限內
3. 自動浮離裝
置在有效期
限內
電池在有效期
限內

EPIRB 機 是□ / 否□ 請檢附
件序號：
照片
有效日期：是□ / 否□ 請檢附
照片
有效日期：是□ / 否□ 請檢附
照片
有效日期：是□ / 否□ 請檢附
照片

＊本表格僅適用於航行國際航線之船舶及遠洋漁船以外之船舶，申請換發船舶無線電臺執照使
用；更換電臺設備者不適用。
＊ 請檢附最近 1 次出航前，依航政機關規定辦理完成之自主檢查表、安全檢點表、安全設備表
或船舶檢查證書。

船舶所有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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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11 月 3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8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
2. 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20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77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7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6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訂定之。
Πన
民用航空器（以下簡稱航空器）無線電台之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
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或參照國際無線電規則有關電信部分之規定辦理。
έన
本辦法所稱民用航空器無線電台（以下簡稱電台）
，係指於航空器上裝設無
線電收發訊設備，供飛航時通信之無線電台。
Ѳన
電臺應由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
申請核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發給執照，始得設置使
用。
電臺之設置使用，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核轉本會核准：
一、申請書。
二、電臺登記表。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申請新設電臺或換發電臺執照時，應接受審
驗，不合格者不發給執照。
Ϥన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保持電台機件設備之正常通信功能，民航局得隨
時派員查核電台機件設備及查閱相關文件。
ϲన
電臺用以通報或通話之頻率應經本會核配指定。
航空器於飛航時，電臺操作人應守聽飛航管制單位適當之頻率，並建立雙
向通信及能收發超高頻（UHF）二四三點零兆赫或特高頻（VHF）一二
一點五兆赫之緊急頻道。電臺操作人對其他航空器之遇險呼叫及通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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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接收，迅速答覆，並立即採取必要行動。
Μన
電臺之機件設備因損壞而妨礙其正常通信功能者，在未修復前，該航空器
應依民用航空法第四十條規定停止飛航。
Τన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修改或改裝電台之機件設備，應依航空器適航檢定
給證規則及民航局核准之相關技術文件辦理。
Ξన
電台操作人應領有交通部核發之合格執業證書，始得操作。
Ϊన
電台應僅專供收發與飛航有關之電信，不得做為其他用途。
ΪΙన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申請新設電台或換發電台執照者，應依電信法第七
十條規定繳納證照費。
ΪΠన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依電信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處罰之。
Ϊέ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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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3 日交通部(88)交郵發字第 8810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3 條
2. 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16 日交通部(91)交郵發字第 091B000002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7、
8、9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28 日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2B000075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微波電臺管理辦法）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0552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7、8、9 條條文；增訂第 9-1、2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4630303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5、8、9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0552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1、13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電視業者：指經主管機關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
廣播電視法規定核准籌設、許可經營廣播電視業務或取得有線播送
系統登記證之業者。
二、纜線：指光纖電纜或同軸電纜。
三、中繼：指將無線電信號接收、放大、變頻並轉發。
四、節目中繼電臺：指利用微波、超高頻或特高頻技術傳送無線電信號之
設備。
五、壓縮技術：指將信號經轉換、處理過程，以減少所需資訊量，使傳送
該信號所需頻寬縮小之技術。
έన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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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業者因地形、地物之阻隔或其他實際困難，有傳輸中繼節目信號
之必要者，得申請設置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臺。
Ϥన
申請設置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臺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合格後發給架設許可證，始得架設：
一、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申請書。
二、廣播電視頻率指配申請表。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廣播執照、電視執照、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或有線
廣播電視經營者營運許可證影本或其籌設許可證明文件、有線播送
系統登記證影本。
四、頻率干擾評估協調資料。
前項審查，主管機關得視審查評估需要，要求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申請
人為填寫前項第二款之申請表，得向主管機關請求提供相關頻率資料。
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臺架設完成後，應檢附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
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明，國外輸入者，並應附進口證明。
二、節目中繼電臺自行檢驗紀錄表。
三、天線鐵塔依相關建築法規須請領雜項執照者，其雜項執照影本。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案件之處理期間，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必要時得
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以一次為限，並應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
請人。
ϲన
廣播電視業者為從事現場轉播之需要，得申請設置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
臺。
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不得作為固定點節目中繼使用。
Μన
申請設置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者，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合格後發給架設許可證，始得架
設。
前項審查時，主管機關得視審查評估需要，要求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申
請人為填寫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表，得向主管機關請求提供相關頻
率資料。
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架設完成後，應檢附節目中繼電臺自行檢驗紀錄表
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電臺執照，始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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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案件之處理期間，為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必要時
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以一次為限，並應將延長之事由通知
申請人。
Τన
架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未能於有效期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間屆
滿前三十日內敘明理由，檢附原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
期間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電臺頻率。
四、電臺頻寬。
五、發射機電功率。
六、發射機廠牌。
七、發射機型號。
八、天線廠牌、型號、組數及電功率增益。
Ξన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廣播電視業者於期間屆滿三十日前應檢附原執
照及節目中繼電臺自行檢驗紀錄表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
為三年，自原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電臺執照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電臺名稱。
二、設置地點。
三、所屬者名稱。
四、電臺頻率範圍。
五、核定電功率。
六、發射機廠牌。
七、發射機型號。
八、發射機序號。
九、天線廠牌、型號、組數及電功率增益。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發執照時，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審驗設備，
審驗不合格，應即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合格者，
不予換發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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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ϞΙ
既設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臺遷移發射地址、變更頻率、頻寬、電功率及換裝
發射機時，應依第五條規定，向主管機關請領架設許可證，經審驗合格換
發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請領前項架設許可證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文件。但僅換裝發射機者，得免
附該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
申請第一項審驗應檢附第五條第三項之文件。但使用廣播電視電臺既設鐵
塔者，得免附該項第三款文件。
既設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變更頻率、頻寬、電功率及換裝發射機時，應
依第七條規定，向主管機關請領架設許可證，經審驗合格換發電臺執照始
得使用。
請領前項架設許可證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件。但僅換裝
發射機者，得免附該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
申請第四項審驗應檢附第七條第三項之文件。
Ϊన
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如有遺失、損
毀、或所記載事實變更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
發證照。
前項換發、補發之證照，其有效期間仍以原核定者為準。
ΪΙన
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臺之運作，應符合下列各項之規定：
一、電臺使用之頻率範圍為 12.75 GHz 至 13.15 GHz、2.4 GHz 至 2.4835
GHz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配之頻率。
二、使用固定點節目中繼電路傳送信號，得採用壓縮、鎖碼或其他技術傳
送。
三、使用第一款 12.75 GHz 至 13.15 GHz 頻率之發射機者，其電功率不得
超過五瓦特。其發射天線應使用具有指向性之天線，且有效輻射功
率不得超過五十五分貝瓦特（dBW），天線輻射場型須符合附表五
之規定。
四、使用第一款頻率範圍自 2.4 GHz 至 2.4835 GHz 者，其發射機應依低
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型式認證，經審查合
格發給型式認證證明始得設置。使用時並應遵守低功率射頻電機技
術規範之規定，其經工業、科學及醫療設備或其他合法通信之使用
者通知干擾其合法通信時，應即變更使用頻率或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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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Πన
電臺設置天線鐵塔高度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辦法及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
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業法規之相關規定。
天線鐵塔之標誌及障礙燈應符合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之規
定。
Ϊέన
廣播電視業者申請設置之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
定：
一、頻率範圍為：
（一）2.4835 GHz 至 2.50 GHz。
（二）13.15 GHz 至 13.20 GHz。
（三）23.60 GHz 至 23.80 GHz。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配之現場轉播之節目中繼頻率。
二、節目中繼鏈路傳送之信號，得採用壓縮、鎖碼或其他技術傳送。
三、使用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頻率者，其發射機電功率不得超過五瓦
特，發射天線之有效輻射功率不超過四十五分貝瓦特（dBW），並
應使用指向性天線，其天線輻射場型須符合附表五之規定。但攜帶
型之現場轉播節目中繼電臺，其發射功率在○．二五瓦特以下者不
在此限。
四、收、發信機應具備可調整使用頻率之功能。
五、使用第一款第一目頻率範圍之設備其經工業、科學及醫療設備或其他
合法通信之使用者通知干擾其合法通信時，應即變更使用頻率或停
止使用。
ΪѲన
廣播電視業者間使用轉播車作現場轉播時，應自行協調使用頻率，以避免
相互干擾。
ΪϤన
節目中繼電臺應由工程主管負責相關工程技術及設備之維護。
檢具籌設許可證明文件申請設置節目中繼電臺者，其工程主管之資格應先
依相關法規報經主管機關完成審查。
Ϊϲన
廣播電視業者使用頻率作衛星上鏈業務者，應依衛星通信相關規定辦理。
ΪΜన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437
443

廣播電視業者依本辦法使用之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等，由主管機關統
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之發展，必要時得調整廣播電視業者使用頻率
或要求更新設備，業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ΪΤన
廣播電視業者依本辦法使用之頻率，應專供其本身業務使用，不得任意連
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
ΪΞన
電臺發射機之發射，應避免影響其他既設之電信設備功能，且不得干擾合
法之通信。
ΠΪన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依電信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ΠΪΙన
節目中繼電臺之技術標準、器材規範及干擾處理原則，本辦法未規定者，
得依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國際電信公約及國際無線電規則等有關電信
之規定辦理。
ΠΪΠన
申請設置節目中繼電臺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審驗
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ΠΪΠనϞΙ
本辦法所訂之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格式及相關申請作業流
程，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公告之。
ΠΪέ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五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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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31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03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8、11、13、16、17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1430023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7、12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Πన
本辦法所稱微波電臺，指在第十二條規定頻率範圍內，於固定點間利用指
配之頻率接收或發送射頻訊息之電信設備。
έ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第一類電信業務籌設者或經營者依法建置之通信系統銜接機線設備之電
路，因備援電路需要或因地形、地物之阻隔或其他實務應用需要，得依實
際訊務量申請指配頻率及設置微波電臺。
前項所稱第一類電信業務，指經行政院依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七項公告之業
務。
第一項所稱籌設者，指依規定取得第一類電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者。
Ϥన
第一類電信業務籌設者或經營者申請設置之微波電臺，非經依第七條規定
許可，不得設置；非經審驗合格發給執照，不得使用。
前項微波電臺審驗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ϲన
第一類電信業務籌設者或經營者所設置之微波電臺射頻設備，應經主管機
關型式認證合格後，始得申請設置。
前項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Μన
申請設置微波電臺者（以下簡稱申請者）應檢附頻率申請表（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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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臺架設許
可：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臺設置申請表（如附件二）。
二、頻率指配核准函影本。
三、微波頻率干擾分析協調資料（如附件三）。
四、切結書。
前項指配之頻率，自指配日起逾六個月無正當理由未依前項規定提出核發
電臺架設許可之申請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指配。
申請者如申請設置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頻率之微波電臺，免申請頻率指
配。
前項申請者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電臺架設許可。
電臺架設許可有效期間為一年。申請者無法於期間內完成架設時，應於期
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架設。申請
展期架設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電臺架設期間，除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之短期測試或主管機關進行現場
技術審驗外，該電臺不得發射電波。短期測試之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五日。
電臺架設涉及電臺建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消防安全及基地使用權等事
項者，申請者應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申請者未依第一項切結書之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實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架設許可；切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更，申請者應先另行切結。
Τన
申請者完成電臺架設報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執照（如附件
五）
。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
微波電臺設置者（以下簡稱設置者）應於電臺執照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主管機關得重新辦理技術審驗，經審驗合
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新照，新照之有效期間自舊照失效之次日起計算之。
Ξన
申請者或設置者取得電臺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後，應即將文件影本張貼於
該電臺設備外觀明顯處，備供查核。
Ϊన
申請者或設置者變更電臺之設置地點、發射頻率、功率、頻寬或機件廠牌
型號者，應依第七條規定重新申請電臺設置，並經審驗合格發給執照，方
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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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變更電臺之機件廠牌型號而不涉及發射頻率、功率、頻寬之變更者，
得免申請頻率指配。
ΪΙన
電臺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
前項執照有遺失、損毀、或有非前條所定事項之變更者，應檢附有關證明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證照。
ΪΠన
微波電臺使用之頻率如下：
一、固定通信網路業務微波鏈路使用頻率為：
（一）3.7 GHz 至 4.2 GHz。
（二）5.925 GHz 至 6.425 GHz。
（三）10.7 GHz 至 11.7 GHz。
（四）14.8 GHz 至 15.35 GHz。
（五）17.7 GHz 至 19.7 GHz。
（六）21.2 GHz 至 23.6 GHz。
（七）24.5 GHz 至 24.9 GHz。
（八）25.5 GHz 至 25.9 GHz。
（九）37 GHz 至 37.4 GHz。
（十）38.3 GHz 至 38.7 GHz。
二、第一類電信事業區域多點分散式服務（LMDS）使用頻率為 24 GHz
至 42 GHz。
三、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微波鏈路使用頻率為：
（一）17.7 GHz 至 19.7 GHz。
（二）24.5 GHz 至 24.9 GHz。
（三）25.5 GHz 至 25.9 GHz。
（四）37 GHz 至 37.4 GHz。
（五）38.3 GHz 至 38.7 GHz。
四、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於偏遠地區通信系統銜接機線設備之備援電路得使
用頻率為：
（一）2.4 GHz 至 2.4835 GHz。
（二）5.725 GHz 至 5.825 GHz。
五、其他可供公眾電信中繼網路使用之頻率，得視相關技術發展及頻率資
源使用情形依規定核配之。
微波電臺之運作，應考量頻率之和諧有效共用等需要，並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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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射機功率不得超過十瓦。
二、最大電磁波功率密度為一毫瓦／平方公分（mW/cm2）。
三、應使用具有指向性之發射天線，且其有效等向輻射功率（EIRP）不
得超過五十五分貝瓦特（dBW）。
Ϊέన
設置者依本辦法規定使用之微波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等，由主管機關
統籌管理，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要，必要時得調整設置者使用之微波
頻率或要求更新設備，設置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設置者經獲指配之頻率範圍內，與既設電臺無法協調其取得頻率之使用以
避免干擾或所受干擾嚴重無法排除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移頻，主管機關
得視頻率資源核准之。
ΪѲన
設置者依本辦法規定使用之微波頻率，專供其本業務使用，不得供設置目
的以外之用。
ΪϤన
微波電臺使用之天線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營建相關法規。
Ϊϲన
申請者或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微波頻率之指配及
微波電臺之架設許可：
一、業務籌設同意書期間屆滿，且未依規定取得特許執照者。
二、經撤銷或廢止所營業務之籌設同意或經營特許者。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
ΪΜన
申請設置微波電臺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審驗費、
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ΪΤన
微波電臺之技術標準及干擾處理原則，本辦法未規定者，得依電波監理業
務管理辦法、國際電信公約及國際無線電規則等有關規定辦理。
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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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935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0324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4、9、14、17、19、2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34300486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7 條條文及第 7 條條文之附表一、附表二
4.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6630049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5、7、8、10、14、17、19 條條文；刪除第 9、1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66301911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5、21 條條文；增訂第 15-1、15-2 條條文
6.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北字第 10950014741 號修正發布第
5、5-1、17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行動通信：指利用無線電終端設備經由行動通信網路進行無線電通
信。
二、行動通信系統：指由行動通信交換設備、行動臺、基地臺、網路管理
及帳務管理等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系統。
三、行動通信網路：指由行動通信系統及電信機線設備所構成之通信網
路。
四、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指電信法第十二條第六項行政院公告之業務。
五、行動臺：指供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以下簡稱行動業務）使用之無線電
終端設備。
六、基地臺：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供行動業務行動
臺間或行動臺與非行動業務使用者通信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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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得標者：依第四款業務所定各該管理規則相關規定認定之。
八、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執照之行動業務者。
九、使用者：指向經營者註冊登記，使用行動通信服務之用戶。
十、室外基地臺：指天線之設置，主要供使用者於室外接取之基地臺。
十一、室內基地臺：指天線之設置，主要供使用者於室內接取之基地臺。
十二、微型基地臺：指射頻設備最大輸出功率大於一點二六瓦特且為七點
九四瓦特以下之基地臺。
十三、重大公共工程：指高速鐵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高速公路、快
速公路、航空站、港口、隧道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供公眾使用
且具一定規模之公共工程。
十四、最大有效等向輻射功率：發射機每一載波傳輸到天線端之淨射頻功
率和天線增益之乘積。
十五、共站：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於同一棟建築物設置基地臺。
十六、共構：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以共用天線、基頻設備、射頻
設備或鐵塔等方式設置基地臺。
十七、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指利用設置於空地且高度九公尺以上之鐵塔
或鐵柱，附掛天線及射頻設備之基地臺。

第二章 基地臺設置
第四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非經取得電臺架設許可，不得設置基地臺，非經審驗合格
發給電臺執照，不得使用。但為配合重大公共工程之建設，檢具重大公共
工程或建物主管機關（構）書面同意函，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後，於取得
架設許可前，得先行設置。
②得標者或經營者得將其經核准設置之行動業務實驗研發網路所用之基地
臺，或自其他行動業務實驗研發網路管理者受讓其經核准設置之行動業務
實驗研發網路所用之基地臺，移用為其系統網路之一部。其屬移用前後設
置處所相同之設備者，於取得架設許可前，得免予拆除。
③得標者或經營者如經主管機關核准將其自身或其他行動業務經營者之基地
臺移用為其系統網路之一部，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及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電臺架設切結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移用前具架設許可者，申請換發架設許可，架設許可效期重新計算；
二、移用前具電臺執照者，申請換發電臺執照，得免基地臺審驗，電臺執
照效期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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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基地臺架設許可：
一、電臺設置申請表及相關規格資料。
二、電臺架設切結書。
②前項基地臺其發射之頻率為 3300MHz 至 3570MHz 頻段者，應至主管機關
之「電臺監理資訊系統」進行評估，並依評估結果分別檢附下列文件供主
管機關審查：
一、設置地點位於既設鄰頻衛星地面接收站干擾保護協調區以外者，提供
設置地點位於干擾保護協調區以外之文件。
二、設置地點位於既設鄰頻衛星地面接收站干擾保護協調區以內者，提供
設置地點位於干擾保護協調區以內之文件，及該衛星地面接收站所
有人同意架設之文件。
③前項第二款之同意文件得以得標者或經營者檢具之無干擾之虞相關說明文
件代之。
④依第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除應檢具第一項文件
外，並應檢具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文件影本。
⑤得標者或經營者申請新設室外基地臺架設許可時，應檢具基地臺架設清
單、平面圖及立面圖等資料，副知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⑥基地臺新設防護天線相關附屬電信設施時，得標者或經營者應檢附平面
圖、立面圖，並檢具相關專業技師鑑定結構安全與消防安全證明之文件正
本，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⑦得標者或經營者未依第一項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實，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架設許可；切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更，得標者或經營者應即另行切結，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⑧申請基地臺架設許可者，經審查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但主
管機關得視需要進行現場查勘，得標者或經營者不得拒絕。
⑨基地臺架設涉及基地臺建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及基地使用權事項，得標
者或經營者應依相關規定，逕向權責單位申請辦理。
第五條之一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得使用電信桿、號誌桿、路燈桿、標誌桿、電話亭、候車
亭、高架橋、橋樑、橋墩、天橋、陸橋、地下道、隧道、公園、土地及其
他公有設施及建物等，設置基地臺。
②前項基地臺設置於公有土地、設施或建物者，應經管理機關（構）同意，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配合管理機關（構）之要求，為必要之美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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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①基地臺架設許可有效期間為一年，得標者或經營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架設
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
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②基地臺架設期間，除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短期測試或主管機關進行現場
技術審驗外，不得發射電波。短期測試期間最長不得逾五日。
第七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完成基地臺架設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基
地臺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電臺執照：
一、電臺執照申請文件。
二、自評報告。
三、屬微型基地臺者，併附相同廠牌型號之微型基地臺設置數量及地點清
單。
②單一業務基地臺抽驗標準，按發射機最大射頻輸出功率區分如下：
一、大於七點九四瓦特者，抽驗數量如附表一。
二、屬微型基地臺者，抽驗數量如附表二。
③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政府權責機關依法認定不得架設基地臺並函
知主管機關者，主管機關得廢止或撤銷核發之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
第八條
①基地臺發射機最大射頻輸出功率大於七點九四瓦特者，電臺執照有效期間
為五年，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起之一個月內，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
新照有效期間自舊照有效期間屆滿次日起重新計算。
②前項申請換照，主管機關得視情形重新辦理技術審驗，於審驗合格後由主
管機關換發新照。
③屬微型基地臺者，除變更登載事項外，無須申請換發電臺執照。
④前項電臺執照所載微型基地臺之設備款式或發射地點異動時，得標者或經
營者應於異動日起一個月內，申請註銷登載異動之微型基地臺。
⑤前項電臺執照所載微型基地臺全部註銷者，該電臺執照失其效力。
⑥重新設置第四項異動之微型基地臺須再申請架設許可，架設完成後申請審
驗，審驗合格後納入新電臺執照清單。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未變更基地臺設置地址，且未變更基地臺提供行動通信服
務所採用之技術標準，有下列情形者，應於變更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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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相關登載事項；其屬已取得電臺執照者，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變更，並報
請主管機關換發電臺執照：
一、變更天線所在地址。
二、變更基地臺設備型號，未變更設備廠牌。
三、變更基地臺射頻單體數量。
②得標者或經營者未變更基地臺設置地址而變更設備廠牌，或室內基地臺變
更為室外基地臺，應重新申請核發基地臺架設許可。主管機關依第五條之
規定，審查合格後，核發架設許可，依第七條之規定，審驗合格後，核發
電臺執照。
③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重新整編門牌號碼，改變基地臺或天線地址，得
標者或經營者應檢具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電臺執照。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①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如有遺失、毀損，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②依前項規定補發、換發之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許可或執
照之有效期間相同。
③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
擔保予他人。

第三章 工程技術標準
第十三條
①室外基地臺天線不得違反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會銜發布之航空站飛行
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之規定。
②前項天線結構之高度超過地平面六十公尺者，應具有航空色標及標識燈
具，並應與高壓電線保持安全距離，避免危及公共安全。
第十四條
①室外基地臺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按基地臺發射機最大射頻輸出功率區
分，應確保其水平方向正前方於下列距離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
物：
一、大於七點九四瓦特者：十五公尺。
二、微型基地臺：八公尺。
②基地臺天線輸入端之射頻功率大於二瓦特者，其為室外電波涵蓋所設置之
天線不得架設於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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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之基地臺射頻設備，應經主管機關型式認證合格，始得申
請設置。
第十五條之一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應設置供語音使用之基地臺備用電源，其容量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之備用電源容量須達四小時以上。但其設置因技
術、空間或其他因素之限制，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偏遠地區設置於建築物上之基地臺備用電源容量須達二小時以上。但
備用電源之重量有影響建築物結構安全，經出具相關專業技師鑑定
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三、經主管機關指定為應具防救災功能之基地臺，其備用電源容量須達七
十二小時以上。但其設置因技術、空間或其他因素之限制，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②前項第三款設置基地臺備用電源之相關費用，得由主管機關依規定補助
之。
③空地型鐵塔式基地臺之鐵塔耐風程度應達十五級以上。
④得標者或經營者應備具相關專業技師鑑定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⑤經營者應將每年自行檢查備用電源容量及鐵塔耐風程度之紀錄，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之二
既設基地臺之備用電源容量或鐵塔耐風程度未符合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及
第三項規定，或防護天線相關附屬電信設施未取得第五條第四項相關專業
技師鑑定結構安全與消防安全之證明文件者，除屬免設置許可項目之基地
臺外，經營者應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七日本辦法修正發布後三個月內，檢
附改善規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設置之基地臺設備，主管機關得辦理定期或不定期審驗。
第十七條
①經營者應於共用天線比例起算日起，使其共用天線之基地臺數量占基地臺
建設總數之比例，至少達下列標準：
一、於一年內達百分之五。
二、於二年內達百分之十。
三、於三年內達百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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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四年內達百分之十四。
五、於五年內達百分之十六。
六、於六年內達百分之十八。
七、於七年內達百分之二十。
②經營者因天線因素致無法與他業者基地臺共用天線者，應於取得特許執照
之日起，使其共站基地臺數量占基地臺建設總數，於一年內達百分之十，
於二年內達百分之二十。
③基地臺架設於政府機關（構）之公有建物或土地時，應以共構或共站方式
為之。
④基地臺發射機最大射頻輸出功率為七點九四瓦特以下者，得不列入基地臺
共用天線比例之計算。
⑤第一項之共用天線比例起算日如下：
一、一百零二年釋照者：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二、一百零四年釋照者：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三、一百零六年釋照者：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
四、一百零八年釋照者：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

第四章 頻率及電功率
第十八條
①為避免或改善得標者或經營者間無線電頻率等各種干擾，各不同得標者或
經營者須自行協調基地臺之設置地點及頻道安排，或運用其他有效技術至
改善為止；其未能取得協議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②得標者或經營者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如遭受其他經核准之既設合法電臺無
線電頻率干擾時，應與其設置者協調處理；如未能取得協議者，得報請主
管機關處理。
③得標者或經營者設置中之基地臺，如干擾其他經核准之既設合法電臺無線
電頻率時，應運用有效技術改善，必要時應暫停該基地臺運作至改善為
止。
第十九條
①行動業務設置之基地臺應遵守下列功率標準：
一、最大有效等向輻射功率為五十七分貝毫瓦（57dBm）。
二、各頻段最大電磁波功率密度：
（一）未達四百百萬赫（400MHz）頻段者為零點二毫瓦特每平方公
分（0.2mW／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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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百百萬赫（400MHz）以上至二千百萬赫（2000MHz）以下
頻段者為該頻段百萬赫（MHz）值乘以零點零零零五毫瓦特每
平方公分（0.0005mW／c ㎡）
。
（三）逾二千百萬赫（2000MHz）頻段者為一點零毫瓦特每平方公分
（1.0mW／c ㎡）
。
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期限改善之。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命令，按其經營之行動業務，成立行動通信
建設協商小組，協商基地臺共構、共站或預留天線通信埠等事項。
第二十一條
①得標者或經營者如以共站或共構方式設置天線，應注意天線排列方式，融
入景觀。
②基地臺天線設置之避雷針，以共用為原則。
③基地臺之防護天線格柵或其他類似防護設施，屬基地臺之附屬電信設施。
第二十二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申請設置基地臺，應按申請審驗及證照等作業，依主管機
關所定收費標準，繳納審驗費及證照費。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並公告。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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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基地臺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Ⅰ
重缺點（A）：2.5
AQL

品質表示：不良率（%）

檢驗水準：普通ɛ

總缺點（A+B）：4.0
正常檢驗

嚴格檢驗

每
批
數
量

(A)
抽
驗
數
量

合
格
判
定
數

(A)

(A+B)

不
合
格
判
定
數

合
格
判
定
數

減量檢驗
重缺點 總缺點

重缺點 總缺點

重缺點 總缺點
不

抽

合

驗

格

數

判

量

定

合
格
判
定
數

數

(A)

(A+B)

不
合
格
判
定
數

合
格
判
定
數

不

抽

合

驗

格

數

判

量

定

合
格
判
定
數

數

(A+B)

不
合
格
判
定
數

合
格
判
定
數

不
合
格
判
定
數

50 以下

8

0

1

1

2

8

0

1

1

2

3

0

1

0

2

51~90

13

1

2

1

2

13

1

2

1

2

5

0

2

0

2

91~150

20

1

2

2

3

20

1

2

1

2

8

0

2

1

3

151~280

32

2

3

3

4

32

1

2

2

3

13

1

3

1

4

281~500

50

3

4

5

6

50

2

3

3

4

20

1

4

2

5

501~1200

80

5

6

7

8

80

3

4

5

6

32

2

5

3

6

1201 以上 125

7

8

10

11 125 5

6

8

9

50

3

6

5

8

備註：
一、每批數量等於或低於最低抽驗數量，則須全數檢驗。
二、檢驗標準：
（一）缺點等級：
缺點等級分為主要缺點（以 A 表示）及次要缺點（以 B 表示）。
（二）合格品質水準 AQL（Acceptable Quality Levels）：
重缺點（A）：AQL 採用 2.5。
總缺點（A+B）：AQL 採用 4.0。
三、合格判定標準：
（一）基地臺設備審驗表內有任何一項主要項目不符合規定，即計一個主要缺
點。有任何一項次要項目不符合規定，即計一個次要缺點。累計主要缺
點為「重缺點（A）」，累計主、次要缺點為「總缺點（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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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均小於或等於合格判定數且經改
善後，判定合格。
（三）「重缺點（A）」或「總缺點（A+B）」大於或等於不合格判定數，判定
不合格。
（四）於減量審驗時，如「重缺點（A）」或「總缺點（A+B）」超過合格判定
數，但「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尚未達到不合格判定數，
且經改善後（以一次為限），仍判定合格。
四、抽樣檢驗等級轉換：
（一）由正常檢驗轉成嚴格檢驗：
於實施正常檢驗時，申請審驗經連續二批被判定不合格者，改採用嚴格
檢驗。
（二）由嚴格檢驗轉成正常檢驗：
於實施嚴格檢驗時，申請審驗經連續二批被判定合格者，改採用正常檢
驗。
（三）由正常檢驗轉成減量檢驗：
於實施正常檢驗時，申請審驗經連續二批被判定合格者，改採用減量檢
驗。
（四）由減量檢驗轉成正常檢驗：符合下列任一情形者
1. 於實施減量檢驗時，經檢驗不合格者，改採用正常檢驗。
2. 於實施減量審驗時，如「重缺點（A）」或「總缺點（A+B）」超過
合格判定數。但「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尚未達到不
合格判定數者，改採用正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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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基地臺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Ⅱ
重缺點 (A)：2.5
品質表示：不良率 (%)

AQL

檢驗水準：普通 I

總缺點 (A+B)：4.0
正常檢驗
每批
數量

減量檢驗

抽

重缺點

總缺點

抽

重缺點

總缺點

驗

(A)

(A+B)

驗

(A)

(A+B)

數
量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判定數 判定數 判定數 判定數

數
量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判定數 判定數 判定數 判定數

50 以下

5

0

1

0

1

2

0

1

0

1

51~90

5

0

1

0

1

2

0

1

0

1

91~150

8

0

1

1

2

3

0

1

0

2

151~280

13

1

2

1

2

5

0

2

0

2

281~500

20

1

2

2

3

8

0

2

1

3

501~1200 32

2

3

3

4

13

1

3

1

4

1201~3200 50

3

4

5

6

20

1

4

2

5

3201 以上 80

5

6

7

8

32

2

5

3

6

備註：
一、每批數量等於或低於最低抽驗數量，則須全數檢驗。
二、檢驗標準：
（一）缺點等級：
缺點等級分為主要缺點（以 A 表示）及次要缺點（以 B 表示）。
（二）合格品質水準 AQL（Acceptable Quality Levels）：
重缺點（A）：AQL 採用 2.5。
總缺點（A+B）：AQL 採用 4.0。
三、合格判定標準：
（一）基地臺設備審驗表內有任何一項主要項目不符合規定，即計一個主要缺
點。有任何一項次要項目不符合規定，即計一個次要缺點。累計主要缺
點為「重缺點（A）」，累計主、次要缺點為「總缺點（A+B）」。
（二）「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均小於或等於合格判定數且經改
善後，判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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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缺點（A）」或「總缺點（A+B）」大於或等於不合格判定數，判定
不合格。
（四）於減量審驗時，如「重缺點（A）」或「總缺點（A+B）」超過合格判定
數，但「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尚未達到不合格判定數，
且經改善後（以一次為限），仍判定合格。
四、抽樣檢驗等級轉換：
（一）由正常檢驗轉成減量檢驗：
於實施正常檢驗時，申請審驗經連續二批被判定合格者，改採用減量檢
驗。
（二）由減量檢驗轉成正常檢驗：符合下列任一情形者
1. 於實施減量檢驗時，經檢驗不合格者，改採用正常檢驗。
2. 於實施減量審驗時，如「重缺點（A）」或「總缺點（A+B）」超過
合格判定數，但「重缺點（A）」及「總缺點（A+B）」尚未達到不
合格判定數者，改採用正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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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59 年 1 月 31 日交通部(59)交郵字第 01188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1 年 10 月 9 日交通部(61)交郵字第 13525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67 年 6 月 6 日交通部(67)交郵字第 10508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 73 年 8 月 3 日交通部(73)交郵字第 17299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及附件一
5. 中華民國 75 年 12 月 15 日交通部(75)交郵發字第 7536 號令修正發布第 4、5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78 年 1 月 15 日交通部(78)交郵發字第 7803 號令修正發布附表
7. 中華民國 84 年 5 月 19 日交通部(84)交郵發字第 8424 號令修正第 52、53、54、57、74
條條文；並增訂第 48、49、50、51 條條文；刪除第 56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86 年 11 月 5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8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2 條
（原名稱：專用電信設置規則）
9. 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11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7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4、8 條條文
（原名稱：專用電信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10.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4∼12、17 條條文
11.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74301694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7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各類專用電信之管理，除主管機關另有特別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έన
專用電信依其申請設置系統或目的分類如下：
一、專用有線電信。
（一）有線載波電台。
（二）光纖傳輸電台。
（三）專設有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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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用無線電信
（一）船舶無線電台。
（二）航空器無線電台。
（三）計程車無線電台。
（四）學術試驗無線電台。
（五）業餘無線電台。
（六）漁業、電力、警察、消防、鐵路、公路、捷運、醫療、水利、
氣象及其他專供設置者本身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專用無線電台。
Ѳన
專用電信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但有下列情形，
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連接公共通信系統者，不在此限。
一、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急通
信。
二、船舶、航空器之通信。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通信。
四、為因應天災、事變或緊急危難等救援作業之通信。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
前項連接公共通信系統之原因消滅時，應即停止連接，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Ϥ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設置使用之核准
ϲన
專用電信須經主管機關核准發給執照，始得設置使用。
外國人申請設置專用電信，應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Μన
專用電信之設置使用，應填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住所、聯絡電話、身分證號碼；申請人為公私機構、團
體、學校者，並應載明法定代理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二、設置目的。
三、設置地點。
四、電話設備之通信方式及系統架構圖。其中與無線電信設備有關部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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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電功率、頻率、發射種類、頻帶寬度及天線型式。
五、工程主管人員姓名、身分證號碼。
六、專用有線電信預定完成架設期間。
民生公用事業使用專用頻率設置智慧讀表系統者，為第一項申請時應檢附
其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經主管機關型式認證或核准之證明文件。
Τన
申請設置專用電信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發給架設許可證。
申請專用無線電信者，應於取得架設許可證後六個月內架設完成。其未能
於期限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敘明理由申請延展；延展期
間為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主管機關得註銷其架設許可證。
申請設置專用有線電信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架設期限內架設完成。但
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延展一次外，逾期主管機關得註銷其架設許可證。
依前二項規定完成架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發給執照
後，始得使用。
Ξన
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
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後電臺仍需繼續使用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其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計算。
執照遺失、毀損或執照內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報請補發、換發或註記更
正。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

第三章 使用管理
Ϊన
專用電信之架設許可證及執照，不得讓與、出租或出借。
專用電信所有人之組織變更或經營權移轉時，應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另
行辦理換發證照。
ΪΙన
專用電信設備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自行變更或逾越許可裝設及使用之
範圍。
ΪΠన
專用無線電信之頻率、電功率、呼號、發射及傳輸方式，由主管機關視其
性質分別指配，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信及資訊發展之需要，必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求更
新設備，業者及使用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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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έన
專用無線電信頻率應力求穩定，其頻帶寬度及容許差度，應符合電波監理
業務管理辦法之規定，並須避免混附發射與諧波干擾。
專用無線電台設置天線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之規定。
天線結構應與高壓電線保持安全距離，其高度超過地平面六十公尺者，應
具有航空色標及標識燈具，避免危及公共安全。
ΪѲన
專用電信之通信系統及機件測試保養情形應有詳實之紀錄，並須保存一
年。
ΪϤన
專用電信處理之通信，他人不得盜接、盜錄、或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侵犯其
秘密。
Ϊϲన
專用無線電信不得干擾或妨礙他人之通信，並不得發送使人誤解或無法識
別之信號。
ΪΜన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專用電信使用者，檢送下列報表：
一、有關業務者。
二、有關財務者。
三、有關電信設備者。
ΪΤన
專用無線電信對於船舶或航空器之遇險呼叫及通信，不問發自何處，應儘
先接收，迅速答覆，並立即採取必要行動。

第四章 附

則

ΪΞ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處罰。
ΠΪన
申請設置使用專用電信者，應繳審查費、審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
用費，其收取依預算程序辦理。
ΠΪΙన
各類專用電信之技術、設備、作業標準，本辦法未規定者得參照國際電信
公約、國際無線電規則、國際電報規則、國際電話規則及國際海上人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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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約暨各項附約所定標準、建議、辦法或程序等有關電信之規定辦理。
ΠΪΠ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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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規字第 0910509538-0 號公告訂定發布全
文 4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3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專字第 092050871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4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605038540 號令修正發布名
稱及第 2、6、16、32、33 條條文（原名稱：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
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4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7420223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1323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4、8、9、10∼13、16、18∼23、25、27、29、30、35 條條文；增訂第 9-1 條
條文
7.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74303009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5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指供學術、教育使用，並符合第五條第一項所
定目的而設置使用之通信網路。
二、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指供實驗研發使用，並符合第五條第二項所
定目的而設置使用之通信網路。
三、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指供實驗研發及商業驗證使用，並符合第五
條第四項所定目的而設置之通信網路。
四、管理者：指依本辦法自行設置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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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電信網路之一部或全部電信設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發給執照
者。
五、用戶：指向管理者註冊登記或與其訂定契約，使用管理者提供之電信
網路服務者。
六、廣播電視事業：指廣播事業、電視事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七、特定實驗場域：指經掌理無線電頻率資源規劃之主管機關公告，在特
定條件下可供建置特定實驗研發所需無線通信功能及設備之地理範
圍或區域。
八、特定實驗頻率：指經掌理無線電頻率資源規劃之主管機關公告，在特
定實驗場域及條件下可供特定實驗研發所需無線通信使用之無線電
頻率。
έన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者，應先經學術、教育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設置；設置完成經審查合格，取得執照後，始得使用。
主管機關為審查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設
置申請及換照案件，得設審查小組。
前項審查小組之設置作業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Ϥన
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之目的，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支援教學、學術或研究之應用。
二、建構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提升學術水準，促進研究發展。
三、整合學術或教育等電信網路資源。
設置使用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目的，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測試電信網路系統相關設備之型式認證所需技術。
二、開發或測試各類電信網路之通信或加值服務，以研擬服務之種類及內
容。
三、研究、發展或測試電信網路系統之技術或相關設備，以因應技術研發
之需要。
四、供本身或用戶於特定實驗場域設置之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上開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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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服務以外之服務或應用。
設置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其功能或網路型態不得與電信事業所設置之
公眾電信網路相同或相當。
設置使用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目的，應為驗證商業使用之電信服務，
並得包括第二項所定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之目的。
前項電信服務，以電信事業所未提供者為限。
ϲ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不得利用所設置之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實驗研發電
信網路提供之電信服務有營利、違法經營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或有任
何足致社會大眾誤認其為電信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之行為。
申請人或管理者提供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之各項電信服務，不得向用戶收
取任何費用。但為分攤網路建設或維運成本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或管理者提供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各項電信服務，不得向用戶
收取任何費用。但為確保用戶不損壞並依約定期限歸還管理者所交付使用
之設備，經雙方約定所收取之設備保證金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或管理者利用所設置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提供之電信服務，不得
有違法經營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或有任何足致社會大眾誤認其為電信
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之行為。
申請人或管理者提供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各項電信服務，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與用戶簽訂服務契約者，得有營利行為或向用戶收取費用，收費項
目包括第三項但書及商業驗證等營利行為之費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用戶，不得利用該
網路所提供之服務（含設備等）授予第三者使用並收取費用。
Μన
管理者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其他資料之蒐集及利用，應明確告知用戶目的及範圍。
Τన
管理者於實驗期間應配合實驗業務性質，採行適當及充足之資訊安全措
施，確保資訊蒐集、處理、利用及傳輸之安全。

第二章 申請及審核
第一節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
Ξ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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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者，以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限：
一、從事學術研究或主管教育業務之中央或地方機關。
二、設有電信、電子、電機、物理、運輸、氣象、航海、運航管理、海運
技術、無線電通信或資訊相關科、系、所之教育機構。
三、從事電信網路、無線電通信等相關應用、研究與發展之公私立研究機
構、社教機構或政府機關（構）。
四、從事無線電學術研究發展之團體，經政府登記有案者。
Ϊన
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一、學術、教育電信網路申請書。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三、設置計畫書。
四、申請文件之電子檔光碟片（應以 PDF 或 ODF 格式製作）。
ΪΙన
前條第三款之設置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設置目的及效益。
二、研究項目及方法，或對促進我國學術、教學研究活動及應用發展之具
體計畫。
三、提供之服務內容。
四、設置地理範圍、設置使用期限、用戶使用條件、網路建設或維運成本
之費用分攤方式及其理由。
五、用戶使用規章或契約。
六、網路通信方式、系統架構圖；如與其他網路互連時，應附其互連架構
圖並說明其理由。
七、網路系統建設計畫、時程及預估經費。
八、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無須使用無線電頻率者免附）。
前項第八款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資
料：
一、無線電臺設置規劃與數量清單。
二、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包含各實驗區域使用各無線電頻率之頻率、頻
寬與發射功率。
三、空中介面規範。
四、防干擾之必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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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波涵蓋區域範圍：
（一）電臺位置及電波涵蓋圖（圖表四周應有經緯度資訊之地形圖、
影印圖或電子地圖）
。
（二）量測評估資料說明；應包含各實驗區域使用各無線電頻率之電
波（≧-125dBm）涵蓋範圍與實驗測試作業範圍。
ΪΠన
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檢具之申請文件，不予退還。
申請人檢具文件不齊或應載明事項不完備者，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Ϊέన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之案件時，應審查下列事
項：
一、設置目的及效益。
二、設置地理範圍、設置使用期限、用戶使用條件或用戶人數、網路建設
或維運成本之費用分攤方式或設備保證金收取方式。
三、網路建設及建設時程之可行性。
四、對我國學術水準、教育普及或電信產業發展的貢獻度。
五、網路穩定度、安全性及管理者維運能力。
六、計畫書是否違反本辦法所定事項。
七、是否採行適當及充足之資訊安全措施，確保資訊蒐集、處理、利用及
傳輸之安全。
主管機關得就學術、教育電信網路申請案件之設置計畫書中項目或內容予
以刪減。
數申請人規劃使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涵蓋地理範圍有重疊時，以合作對象
數量較多者優先。但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期命申請人相互協商解決。
申請案之無線電頻率應以和諧有效共用為原則。申請人或管理者應依主管
機關核定之設置計畫使用無線電頻率。
主管機關為電信發展之需要，得要求申請人或管理者變更或停止使用無線
電頻率之一部或全部，申請人或管理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賠償。
經主管機關要求變更或停止使用無線電頻率，申請人或管理者應依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設置計畫變更。
ΪѲన
申請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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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取得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二、不符合第五條第一項設置目的之規定。
三、不符合第九條申請資格之規定。
ΪϤన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由主管機關發給網路架設核准證明。
申請人或管理者設置使用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設置
計畫辦理。
Ϊϲ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網路架設核准證明之有效期間為一年。
申請人未於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架設核准證明有效期限內設置完成者，得
於期間屆滿一個月前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限最長不得逾
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於架設核准期間終止架設時，應敘明理由並檢具已設置完成之無線
電臺清單或網路概況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網路架
設核准。
架設核准期間屆滿未設置完成或經主管機關廢止其網路架設核准時，申請
人應立即停止建設及拆除設備，並應依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ΪΜన
申請設置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並於核定之建設時程建設完成者，應檢具網
路安全自評測試報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發給設置使用執照。
ΪΤ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設置使用執照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信網路設置名稱、管理者名稱及地址。
二、設置電信網路種類。
三、設置地理範圍。
四、用戶條件或人數。
五、使用頻段。
六、有效期間。
七、發照日期。

第二節 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
ΪΞన
申請設置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者，以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限：
一、電信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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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電信網路、無線電通信等相關研發或製造之公司或公私立研究機
構。
三、設有電信、無線電通信或資訊等相關科、系、所之教育機構。
四、其他具設置、管理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能力或實驗測試需求之公司或政
府機關（構）。
ΠΪన
申請設置使用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並有申請使用無線電頻率者，用戶人
數最多以一百人為限。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ΠΪΙన
申請設置使用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一、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申請書。
二、設置計畫書。
三、申請單位設立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屬政府機關或學校者
免附）。
四、所提供之服務，須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特許、許可或核准者，相
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文件之電子檔光碟片（應以 PDF 或 ODF 格式製作）。
ΠΪΠన
前條第二款之設置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設置目的及效益。
二、實驗項目及方法。
三、設置地理範圍、設置使用期限、用戶人數、設備保證金收取方式及其
理由。
四、用戶使用規章或契約。
五、網路通信方式、系統架構圖；與其他網路互連時，應附其互連架構圖
並說明其理由。
六、網路系統建設計畫、時程及預估經費。
七、可提供之技術研發電信服務或電信服務以外之服務項目。
八、研究、發展、測試或蒐集相關數據之具體計畫。
九、與國內產官學界合作之具體計畫。
十、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無須使用無線電頻率者免附）。
前項第十款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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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線電臺設置規劃與數量清單。
二、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包含各實驗區域使用各無線電頻率之頻率、頻
寬與發射功率。
三、空中介面規範。
四、防干擾之必要規劃。
五、電波涵蓋區域範圍：
（一）電臺位置及電波涵蓋圖（圖表四周應有經緯度資訊之地形圖、
影印圖或電子地圖）
。
（二）量測評估資料說明；應包含各實驗區域使用各無線電頻率之電
波（≧-125dBm）涵蓋範圍與實驗測試作業範圍。
申請於特定實驗場域使用特定實驗頻率之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其無線
電頻率運用計畫得免登載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資料。
ΠΪέన
申請設置使用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時，有關申請受理、審查項目、設置
計畫之辦理、執照核發及執照應記載事項等，準用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
申請設置使用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
准：
一、不符合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設置目的之規定。
二、不符合第十九條申請資格之規定。
ΠΪѲన
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架設核准證明之有效期間為六個月。
申請人未於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架設核准證明有效期限內設置完成者，
得於期間屆滿一個月前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限最長不得
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於架設核准期間終止架設時，應敘明理由並檢具已設置完成之無線
電臺清單或網路概況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網路架
設核准。
架設核准期間屆滿仍未設置完成或經主管機關廢止其網路架設核准時，申
請人應立即停止建設及拆除設備，並應依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節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
ΠΪϤన
申請設置使用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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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
一、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申請書。
二、設置計畫書。
三、申請單位設立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屬政府機關或學校者
免附）。
四、所提供之服務，須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特許、許可或核准者，相
關證明文件。
五、擬計劃向用戶預收費用者，其履約保證之證明文件。
六、申請文件之電子檔光碟片（應以 PDF 或 ODF 格式製作）。
ΠΪϲన
前條第二款設置計畫書應載明事項除準用第二十二條規定外，應另載明下
列事項：
一、商業驗證之目的及必要性，包括進行商業驗證之電信服務項目及其與
既有公眾電信服務之差異說明。
二、商業驗證之執行規劃及實施期間。
三、商業驗證之電信服務對促進我國產業發展之效益及未來於我國市場商
用化之可行性評估。
四、用戶使用規章：明定服務、用戶端設備使用條件及雙方權利義務；如
擬收費，應另訂服務契約，秉持誠信、公平合理原則處理。
前項第四款之收費採預收方式者，服務契約中應載明依下列方式之一提供
至少與預收費用總額相等之履約保證（價金返還之保證）
：
一、國內銀行足額履約保證。
二、國內銀行信託專戶。
前項履約保證應載明責任範圍。
ΠΪΜన
主管機關審查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準用第十三條規定，並增加下列審
查事項：
一、商業驗證之目的及必要性。
二、商業驗證之執行規劃及實施期間。
三、用戶權益保護措施之完整性及履約保證內容之適切性。
四、對促進我國產業發展之效益及未來驗證服務商用化之可行性。
ΠΪΤన
申請設置使用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時，有關申請受理、設置計畫之辦
理、執照核發、執照應記載事項、申請資格及用戶人數等，準用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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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
ΠΪΞన
申請設置使用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
准：
一、不符合第五條第四項設置目的之規定。
二、不符合第二十八條規定準用第十九條申請資格之規定。
三、已商業運轉之電信服務。
四、同一申請人曾獲准相同之商業驗證電信服務。
不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他申請人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半數以上者。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
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公司者。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指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關係者。
第二項股權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辦理。
έΪన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架設核准證明之有效期間、展延與終止之處理，準
用第二十四條規定。

第四節 電

臺

έΪΙ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需設置電臺者，經主
管機關核准電臺架設許可，始得設置；經審驗合格發給電臺執照，始得使
用。
前項設置之電臺設備屬取得型式認證、符合性聲明及簡易符合性聲明之低
功率射頻電機者，應於設置計畫書載明，並得免申請架設許可及電臺執
照。
第一項電臺屬特定實驗場域使用特定實驗頻率之技術或商業實驗研發電信
網路所設置者，其審驗採書面審驗。但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辦理現場審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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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Πన
申請設置電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架設許可：
一、無線電臺設置申請表。
二、網路架設核准證明或設置使用執照影本。
三、電臺設備型錄。
四、切結書。
前項電臺架設許可期限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第一項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時，申請人或設置者應檢具電臺設置清單，並依
電臺編號填列。
申請人或管理者未於電臺架設許可期間屆滿前完成架設者，應於期間屆滿
一個月前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但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電臺架設許可，不得申請展
期。
申請人或管理者設置電臺應取得電臺設備之合法使用權及合法來源證明相
關文件以供主管機關於辦理電臺審驗作業時查核。
電臺架設涉及電臺建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消防安全及基地使用權等事
項者，申請人或管理者應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申請人或管理者依第一項切結書之切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更，應另行切
結。
申請人或管理者於電臺架設許可期間終止架設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架設許可。
電臺架設許可期間屆滿仍未完成架設或經主管機關廢止其架設許可，申請
人或管理者應停止使用已建設之電臺，無線電設備除租用、借用或法規另
有規定外，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έΪέన
電臺架設期間，除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之短期測試或主管機關進行現場
技術審驗外，該電臺不得發射電波。短期測試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五日。
έΪѲ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完成電臺架設，經報請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執
照。
申請人或管理者配合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要求變更無線電臺發
射頻率時，應重新申請架設許可，經報請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審驗合格後，
換發電臺執照，主管機關並得免收相關審驗費及執照費。
第一項電臺執照有效期限最長以六個月為限。但不得超過依第三十九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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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規定取得網路設置使用執照之有效期限。
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間屆滿後仍需繼續使用者，應於期間屆滿一個月前，檢
附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主管機關換發執照前得辦理審驗。
前項換發執照有效期限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其執照期限依第三
項規定辦理。
έΪϤ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取得電臺架設許可或電臺執照後，應即將文件影本張貼於
該電臺設備外觀明顯處，備供查核。
έΪϲ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變更電臺之設置地點，其變更後電波涵蓋未超出核定實驗
區域者，應檢具電臺設置申請表，並依下列情形之一辦理：
一、電臺架設許可期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向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執照註記變更。
申請人或管理者變更電臺之機件廠牌型號、發射頻率、或增加功率、頻寬
前，應依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申請人或管理者變更電臺之發射頻率、功率或頻寬超出網路架設許可之核
定值，或變更電臺之設置地點致其電波涵蓋超出核定之實驗區域前，應先
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變更網路設置計畫。
變更電臺屬資料更正或電臺審驗前之設備更動者、變更之設置地點屬同門
牌之不同建築物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申請人或管理者因實驗測試需要，短期遷移電臺至鄰近設置地點，其電波
涵蓋未超出核定之實驗區域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期間最
長不得超過十五日。
第一項申請變更電臺地點、第四項變更資料或第五項短期遷移電臺時之電
臺數一臺以上者，申請人或管理者應檢具電臺變更清單，並依電臺編號填
列。
έΪΜన
電臺使用之天線或鐵塔不得違反飛航安全標準及營建相關法規。
έΪΤ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電臺許可：
一、經撤銷或廢止網路設置使用之核准。
二、未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實。
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電臺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規定。
申請人或管理者於電臺執照有效期間終止使用電臺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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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電臺許可。
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且未依規定換照或經主管機關廢止電臺許可者，申
請人或管理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並應拆除所建設之電臺設備。電臺之無線
電設備，除租用、借用或法規另有規者外，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設置與使用管理
έΪΞ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之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限，最長以五年為限。
前項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仍需繼續使用者，應於期間屆滿三個月
前敘明理由，並檢具下期設置計畫書等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換發執照。
前項申請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一、未依前項規定時間提出換照。
二、申請資料不完備，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
第二項申請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於原設置目的已達成且無延續之必要時，
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依第二項換發之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ѲΪన
技術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
前項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仍有實驗研發之需求者，應於期間屆滿一個月
前敘明理由，並檢具下期設置計畫書等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換發執照。
前項申請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一、未依前項規定時間提出換照。
二、申請資料不完備，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
第二項申請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一、無新增實驗項目且無延續當前實驗項目之必要。
二、不符合第五條規定。
依第二項換發之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ѲΪΙన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限，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執照之屆期換照準用第四十條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並以一次為限。
Ѳ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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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或管理者變更經核定之設置計畫時，應敘明理由並檢具變更後設置
計畫書與對照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審核，經核准後，換發網路架設核准證
明或設置使用執照。但變更事項僅涉遷移無線電臺位置，且其電波涵蓋範
圍未逾越原核定區域，申請人或管理者得逕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辦理，免
檢具變更後設置計畫書與對照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前項變更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敘明理由並檢具修正後設置計畫與變
更對照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變更網路通信方式或系統架構。
二、暫停使用部分無線電臺。
第一項變更如屬與收費無關之用戶使用規章或契約之變更，或增設無線電
臺，其電波涵蓋範圍未逾越原核定區域，且屬於特定實驗場域使用特定實
驗頻率之技術或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者，得敘明理由並檢具修正後設置
計畫與變更對照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變更如為配合主管機關辦理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逕
予換發證照，並得免收審查費及執照費。
第二項及第三項變更涉及網路架設核准證明或設置使用執照登載事項異動
者，申請人或管理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換發作業。
第一項、第四項及前項換發網路架設核准證明或設置使用執照之有效期限
與原證照相同。
ѲΪέ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之電臺執照及設置使
用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出借予第三人。
前項執照如有遺失、毀損者，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其應記載
事項有變更時，應申請換發。
依前項規定補發、換發之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相同。
ѲΪѲన
管理者應就所提供之服務，依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計畫訂定用戶使用規
章，於公告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前項使用規章應明定使用之服務屬暫時及實驗性質，用戶並無義務成為管
理者未來經營電信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之用戶，且用戶不得利用所使用之
服務進行第六條第六項之營利行為。
管理者向用戶收費及訂定服務契約者，應將服務契約範本納入用戶使用規
章，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通知用戶繳費之帳單應詳列明細；除採預收或雙方書面同意者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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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週期不得超過於一個月。
二、收到用戶繳交之費用後，應提供繳費收據。
三、應提供用戶查詢收費明細及處理消費爭議之機制。
四、不得就用戶未以書面同意使用之服務，向用戶收費。
五、應載明第七條規定事項。
管理者向用戶收費之項目、標準與退費條件及方式，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並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變
更或取消時亦同。
前項收費項目，含利用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提供服務之各項目，其項目
名稱應加註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等字樣。若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不公平
競爭之情事，本會得限期命其改正其行為。
用戶違反第六條第六項規定為營利行為，管理者應立即停止提供服務。
ѲΪϤన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或技術、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不得與電信事業或廣
播電視事業之網路互連。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一、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急通
信。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通信之必要。
三、為配合天災、事變或緊急危難等救援作業之通信。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
前項但書網路互連之協議，由管理者與互連之電信事業或廣播電視事業協
商之。
ѲΪϲన
管理者有下列情事之一，除依本法之規定處罰外，主管機關得廢止或撤銷
其設置使用之核准，並註銷其設置使用執照：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者。
二、依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九條之不予核准者。
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
四、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
五、申請書表登載不實或提供不實文件。
六、有危害人身、財產安全之虞或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經主管機關
命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
七、未依經核准之設置計畫辦理，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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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Μన
管理者於設置使用執照期間屆滿前，終止網路使用時，應於預定終止日一
個月前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置使用之核
准。
設置使用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且未依規定換照或經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置使用
之核准時，管理者應立即停止建設或使用該網路及無線電頻率，並拆除所
建設之網路設備。
前項拆除之設備，屬電臺之無線電設備者，除租用、借用或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管理者向用戶收費者，應於預定終止使用其網路之日起一個月前，通知用
戶，敘明用戶得行使權益之內涵及方式。並檢具實驗終止計畫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之終止計畫，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保證金及溢繳費用之退還措施。
二、通知使用者之具體執行作為。
三、其他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
ѲΪΤన
管理者向用戶收費者，經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置使用之核准，或停止收費服
務之提供時，應本誠信、公平合理原則及服務契約內容辦理退費。
ѲΪΞన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持證明文件查核管理者所建設之電信網路設備及查閱
相關文件。
管理者應於終止網路使用之日起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報網路使用成
果，包括各項量測、紀錄、統計、分析等參數或數據，以及政策或法規修
正建議。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管理者所提報成果除前項規定外，應包含商業驗證
成果。
主管機關為辦理電信監理業務之需要，得對外公開管理者提報之網路使用
成果。
ϤΪన
主管機關應參酌實驗之辦理情形，適時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倘涉及跨機關
（構）合作，應轉請相關機關（構）辦理。
ϤΪΙన
管理者應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以確保不致干擾合法設置之既有電信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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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臺；如發生干擾時，主管機關得命管理者暫時停止使用；未依命令辦
理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置使用之核准。

第四章 附

則

ϤΪΠ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應按申請審查、審驗及證照等作業，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
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申請人或管理者應按其申請使用之頻率，自主管機關核配之日起，依主管
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ϤΪέన
申請人或管理者製造、輸入、設置、持有或公開陳列之電信射頻設備，應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之。
ϤΪѲన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業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置之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
電信網路且仍在使用者，應於本辦法發布日起三個月內補行申請設置使用
執照。
ϤΪϤన
學術試驗無線電臺與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依學術試驗無線電臺管理辦
法與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設置使用者，從其規定。
ϤΪϲన
本辦法所訂之相關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公告之。
Ϥ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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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59 年 2 月 1 日國防部(59)鴿飛字第 0274 號令，1 月 24 日交通部(59)交郵字第
0088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8 年 10 月 18 日國防部(68)佳作字第 1941 號令，交通部(68)交郵字第 17691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86 年 1 月 20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05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55 條
（原名稱：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及干擾處理規則）
4.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 條條文；並
增訂第 46-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5、24∼26、45、46-1、49、50、52∼54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2120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3∼5、10、12、14、16、17、22、23、29∼31、36、42、44、51 條條文及第
18 條條文之附件一、第 19 條條文之附件二、第 20 條條文之附件三
7.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74301198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5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線廣播電視：指以廣播或電視電臺播放廣播或電視訊號，供公眾直
接之收視或收聽。
二、船舶通信：指海岸電臺與船舶電臺間，或各船舶電臺間之無線電通
信，但不包括衛星船舶通信。
三、衛星船舶通信：指行動地球電臺位於船舶上之衛星無線電通信。
四、衛星陸地行動通信：指行動地球電臺位於陸地上之衛星行動通信。
五、無線電助航通信：指以無線電助航為目的之無線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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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頻寬：在特定發射之類型及條件下，傳輸所需之無線電頻率寬度。
七、使用者：指設置無線電設備，發射無線電頻率者。
八、妨害性干擾：無線電通信作業產生之干擾，危及無線電助航或其他安
全通信之功能，或嚴重影響、妨礙或重複阻斷作業中之無線電通
信。

第二章 無線電頻率分配、指配及廢止
Ѳన
八點三千赫（kHz）至三兆赫（THz）之無線電頻率指配，應依行政院指定
機關公告之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以下簡稱頻率分配表）辦理。
Ϥన
無線電設備應採用先進之電信技術，並以最有效率之方式使用無線電頻率
數目及頻寬。
ϲన
同一無線電頻率，在不發生妨害性干擾原則下，主管機關得指配予一個以
上之使用者。
Μన
依頻率分配表規定，於同一特定頻帶內之無線電頻率，以不發生妨害性干
擾為使用條件者，使用者不得要求保障不受妨害性干擾。
Τన
無線電通信發射之無線電頻率不得對無線電助航及其他安全通信使用頻
率，造成妨害性干擾。
Ξన
無線電頻率之發射不得對國際遇險頻率造成妨害性干擾。
前項國際遇險頻率為四百九十千赫、五百一十八千赫、二點一八二百萬
赫、二點一八七五百萬赫、一百二十一點五百萬赫、一百五十六點五二五
百萬赫、一百五十六點八百萬赫、四百零六點一百萬赫及其他遇險、警
報、緊急或安全信號。
Ϊన
無線電頻率應經主管機關指配，始得使用。但下列無線電臺或無線電設備
使用之無線電頻率不在此限：
一、工業科學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二、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
三、業餘無線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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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舶無線電臺。
五、航空器無線電臺。
ΪΙన
ࢳ申請無線電頻率指配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填具附件一無線電頻率指
配申請表，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無線電頻率。變更時亦同。
ࢴ前項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ΪΠన
ࢳ主管機關審查無線電頻率指配或變更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是否符合頻率分配表之規定。
二、是否與經指配之無線電頻率，發生妨害性干擾。
三、是否符合國際電信公約或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規則（以下簡稱電聯
會無線電規則）有關規定。
四、是否與國際電信聯合會已計畫及登記之無線電頻率發生妨害性干擾。
ࢴ經主管機關審查，不予指配者，駁回其申請。
Ϊέన
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無線電頻率指配之一部或全
部：
一、自主管機關指配無線電頻率之日起，逾六個月無正當理由未使用。
二、經主管機關廢止其特許或許可。
三、主管機關不予換發特許執照、電視執照或廣播執照。
四、使用者申請繳回一部或全部無線電頻率。
五、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擅自供他人使用無線電頻率。
六、無正當理由，停止使用指配之無線電頻率逾六個月。
七、未依規定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

第三章 無線電頻率之使用及干擾處理
ΪѲన
衛星陸地行動通信之陸地行動地球電臺，於必要時，得與衛星水上行動電
臺及衛星航空行動電臺通信。
ΪϤన
船舶電臺於海岸電臺要求與其通信時，得以海岸電臺相同之無線電頻率及
容許差度發射。
Ϊ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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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電臺於遇險呼叫及搜救通信時，得依電聯會無線電規則第三十至第
三十四章及第五十一章之規定，使用船舶通信用之無線電頻率。
ΪΜన
航空地球電臺得使用衛星船舶通信之無線電頻率，經衛星系統與公眾電信
網路通信。
ΪΤన
發射標識及使用頻寬，應符合附件二各類發射標識及必需頻帶寬度表之規
定。
ΪΞన
無線電頻率之發射應力求準確穩定，並符合附件三無線電頻率容許差度表
之規定。
ΠΪన
無線電頻率之發射應符合附件四無線電最大容許混附發射功率階度表之規
定。
ΠΪΙన
無線電頻率之發射，不得發射減幅波。
ΠΪΠన
任何發射足以妨害合法無線電通信者，均為干擾行為。
ΠΪέన
使用者為防止及減少干擾，應注意並遵行下列事項：
一、避免非必要之通信及冗贅之信號。
二、選擇無線電設備發射位置，應特別注意避免干擾。
三、應利用指向天線之特性，減少勿需發射方向之發射。
四、無線電設備之發射種類，應擇最小之頻寬者。
五、避免無線電接收機與產生無線電頻率之設備距離過於接近。
六、避免無線電接收設備設計不良。
七、避免無線電設備接地不良。
八、各種通信及非通信電氣設備之製造、裝置及使用，應採取適宜措施及
良好之接地，避免對無線電通信產生干擾。
ΠΪѲన
為避免干擾，使用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
一、無線電設備所發射之頻率、電功率，不符合主管機關指配。
二、無線電設備產生不符規定之混附（含諧波）發射。
三、無線電設備不符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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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足以妨害合法無線電通信之因素。
ΠΪϤ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干擾合法無線電通信：
一、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之使用設備收得可感知之非法使用無線電頻
率之聲音或影像訊息。
二、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以量測設備測得影響該系統正常使用之可
辨識非法使用無線電波訊息。
三、於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之合法廣播電臺發射天線
半徑內五個以上不同地點，測得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與合法廣播電
臺間之電場強度超過下列規定之一者：同頻超過三十四分貝微伏每
公尺、第一鄰頻超過四十八分貝微伏每公尺、第二鄰頻超過六十四
分貝微伏每公尺或第三鄰頻超過七十四分貝微伏每公尺。
四、於主管機關固定監測站設備測得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九千赫至一百七
十四百萬赫之電場強度超過八十分貝微伏每公尺或一百七十四百萬
赫至三吉赫（GHz）之電場強度超過九十四分貝微伏每公尺。
ΠΪϲన
ࢳ無線電通信相互間之干擾，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其認定準用前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
ࢴ無線電通信之電場強度超過前條第四款規定者，認定為干擾。
ࢵ申請新設或遷移無線電臺，其電場強度超過前條第四款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命其使用者提出改善計畫。
ࢶ未依前項規定提出改善計畫者，主管機關駁回其申請。
ΠΪΜన
使用者申訴無線電頻率干擾，應先查明干擾來源，並檢具附件五無線電頻
率干擾申訴表及有關資料，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軍用通信之干擾申訴，由國防部受理、查測及排除。未能查明干擾信
號之來源時，得洽商主管機關進行查測，以斷定干擾之來源，並決
定處理辦法。
二、非軍用通信及來自國外之干擾申訴，由主管機關受理、查測及排除。
未能查明干擾信號來源時，得洽商國防部會同處理。
ΠΪΤన
主管機關處理干擾之原則如下：
一、軍用與非軍用間之無線電通信干擾，由國防部、主管機關會商協調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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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無線電頻率發生干擾時，主管機關指配之無線電頻率應獲保障。
三、無線電頻率測定發生爭議時，以主管機關鑑定為準。
四、合法無線電通信間發生不可避免干擾時，應由主管機關分別洽商有關
使用者，調整其使用時間，或指配其他適宜之無線電頻率。
五、本國使用者與外國使用者間發生干擾時，無論其在國內或國外，均由
主管機關協調相關單位處理。
六、干擾來源為國外者，主管機關應彙集有關資料，依照電聯會無線電規
則處理。
ΠΪΞన
主管機關處理干擾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於動員實施階段時，以軍用無線電頻率為優先。
二、飛航安全之任務。
三、災害防救之任務。
四、依業務性質之重要性。
五、依無線電頻率指配先後。
έΪన
使用無線電設備發射無線電頻率致發生干擾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使
用者應運用有效技術進行改善，必要時，應暫停該設備運作；無法排除干
擾時，應立即停止發射。

第四章 電臺之識別
έΪΙన
ࢳ無線電頻率之發射，應以識別信號或其他方式予以識別。
ࢴ前項識別信號不得易生誤解或錯誤。
έΪΠన
ࢳ識別信號應為呼號、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或其他可辨認之識別方法。
ࢴ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係指依照電聯會無線電規則之水上行動業務及衛星水
上行動業務之識別碼。用於唯一識別船舶電臺、船舶地球電臺、海岸電
臺、海岸地球電臺或其他電臺。
ࢵ第一項其他可辨認之識別方法，指由電臺名稱、電臺位置、營運機構、正
式登記標誌、飛行識別號碼、選擇性呼叫號碼或信號、選擇性呼叫識別號
碼或信號、特徵信號、發射之特性或其他為國際間認為可明顯辨認之特徵
中一項或數項組成。
έΪέ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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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發射識別信號應使用下列形式之一：
一、使用簡易調幅或調頻之語音。
二、以人工速度傳送之國際摩斯電碼。
三、適合一般印字設備之電報電碼。
四、國際電信聯合會所推薦之任何其他形式。
έΪѲన
發射識別信號，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為自動發射。
έΪϤన
下列無線電頻率之發射，應附有識別信號：
一、業餘無線電。
二、無線廣播電視。
三、在二十八百萬赫頻帶以下之無線電中繼。
四、行動通信。
五、標準頻率與時間信號。
六、無線電示標。
έΪϲన
ࢳ衛星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發射，應附有識別信號。
ࢴ前項衛星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使用數字選擇性呼叫技術或在四百零六至四
百零六點一百萬赫及一點六四五五至一點六四六五吉赫頻帶內者。
έΪΜన
ࢳ發射識別信號時，每小時至少應發射識別信號一次，並於每小時前後五分
鐘內為之。發射識別信號造成通信不合理中斷時，得於發射開始與終了為
之。
ࢴ前項發射規定，測試、調整或實驗，亦同。
έΪΤన
數個電臺在共同電路內同時工作時，其為中繼電臺或使用不同無線電頻率
並聯發射之電臺，每一電臺應發射各自識別信號或發射共同電路內所有工
作電臺之識別信號。
έΪΞన
船舶通信及衛星船舶通信之所有船舶及船舶地球電臺，及與其通信之海岸
電臺或海岸地球電臺，其識別信號應使用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
ѲΪన
船舶通信之識別，或以其他方式識別之電臺，或發射特性已刊載於國際文
件中者，得免依國際呼號序列分配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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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Ιన
固定電臺使用二個以上無線電頻率時，每一無線電頻率得使用供該頻率單
獨使用之個別識別信號。
ѲΪΠన
廣播電臺使用二個以上無線電頻率時，每一無線電頻率得使用供該無線電
頻率單獨使用之個別呼號，或以報告地名與所用無線電頻率等適當方式之
識別方法。
ѲΪέన
陸地電臺使用二個以上無線電頻率時，每一頻率得使用個別識別信號。
ѲΪѲన
海岸電臺對每一頻率序列，應以使用同一呼號為原則。
ѲΪϤన
呼號之分配，依主管機關參照國際無線電規則所定之我國各類電臺呼號分
配表，使用下列三部分：
一、BAA-BZZ
二、XSA-XSZ
三、3HA-3UZ
ѲΪϲన
ࢳ呼號應由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組成。國際序列內之呼號，其首二字元應
為二個英文字母、一個英文字母加一個阿拉伯數字或一個阿拉伯數字加一
個英文字母。
ࢴ呼號之組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且不得使用易與遇險信號或同性質之其他
信號相混淆之組合，或留供無線電通信簡語之組合：
一、陸地與固定電臺：首二字元後再加一字母，或首二字元加一字母後再
加不超過三個數字。固定通信以採用首二字元加一字母加二個數字
之組合為原則。
二、船舶電臺：首二字元加二個字母，或首二字元加二個字母再加一個數
字，或二個字元（第二字元為字母者）加四個數字，或首二字元加
一字母再加四個數字。
三、航空器電臺：首二字元加三個字母。
四、船舶營救器電臺：用母船呼號加二個數字。
五、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電臺：用無線電示標之母船之摩氏字母 B、呼
號。
六、航空器營救電臺：用母機完整呼號再加一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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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陸地行動電臺：首二字元（假設第二字為一字母）再加四個數字，或
首二字元加一個或二個字母再加四個數字。
八、試驗電臺：
（一）一字元（提供之字元為 B、F、G、I、K、M、N、R 或 W 加一
數字（0 與 1 除外）
，加一組不超過四個字元，其最後之字元必
須為字母者。或二個字元加一數字（0 與 1 除外）
，加一組不超
過四個字元，其最後字元必須為字母者。
（二）在一特殊情況下，為暫時使用之目的，主管機關得依據前目授
予一不超過四個字元之呼號。
九、太空業務電臺：首二字元加二個或三個數字。
ࢵ前項各款所指字母後之第一個數字不包括 0 與 1。
ѲΪΜన
提供國際公眾通信、業餘無線電及可能在國外發生妨害性干擾之其他無線
電通信，其呼號依電聯會無線電規則之國際呼號序列分配表分配。
ѲΪΤన
ࢳ使用語音無線電通信，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識別之：
一、海岸電臺：呼號，或海岸電臺所在地之地理名稱，並於其後加
RADIO 字樣或其他適當標識。
二、船舶電臺：呼號，或船舶之正式名稱，必要時得以不與遇險、緊急及
安全信號相混淆為條件，得於船舶名稱前再加所有人或公司之名
稱，或其選擇性呼叫號碼或信號。
三、船舶營救器電臺：呼號，或母船名稱加二個數字所組成之識別信號。
四、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電臺：母船之名稱、呼號。
五、航空電臺︰用航空站名稱或地點之地理名稱，必要時得續以表示該通
信任務之適當字樣。
六、航空器電臺：呼號，得於呼號前標明航空器所有人或型式之字樣，或
採用於該航空器之正式註冊標識相符而組成之字碼，或一個標明航
空公司之字樣，加飛行識別號碼。
七、航空器營救電臺：呼號。
八、基地電臺：呼號，或所在地之地理名稱，必要時得加任何其他適當之
標識。
九、陸地行動電臺：呼號，或車輛本身或任何其他適當之標識。
十、試驗電臺：呼號。
ࢴ前項識別，其語言應清晰，對國內通信時應用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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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Ξన
船舶通信使用選擇性呼叫設備時，應使用阿拉伯數字所構成之選擇性呼叫
號碼，其呼號及海岸電臺識別號碼之組成如下：
一、海岸電臺識別號碼，以四個數字組成。但不得以 00（零零）開始。
二、船舶電臺選擇性呼叫號碼，以五個數字組成。
三、預定之船舶電臺群，以五個數字組成，同一數字重複五次，或二個不
同數字交替重複。
ϤΪన
船舶電臺選擇性呼叫號碼及海岸電臺識別號碼之指配應依下列規定：
一、船舶電臺選擇性呼叫號碼及海岸電臺識別號碼，需用於船舶通信。
二、選擇性呼叫系統符合電聯會無線電規則國際水上行動業務所使用選擇
性呼叫系統時，應自獲得分配之國際序列組中，挑選各選擇性呼叫
號碼指配予船舶電臺，挑選各海岸電臺識別號碼，指配予海岸電
臺。
三、船舶電臺選擇性呼叫號碼應設定於窄頻印字設備。

第五章 附

則

ϤΪΙన
主管機關為有效運用電波資源，對於無線電頻率使用者，得收取使用費，
其收費標準由本會訂之。
ϤΪΠన
軍事專用電信之無線電頻率、電功率、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等有關電波監
理業務，由國防部依實際需要，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之。
ϤΪέన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主管機關得參照電聯會無線電規則所定標準或建議採
用施行。
ϤΪѲ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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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1.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60504157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7420017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之附錄二及附件二
3.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7420284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099420058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附件五、附錄二
5.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1004600006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6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之附錄一；第 2 條條文之附錄一自 99 年 12 月 25 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字第 1014200008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及附件五
7.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175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
8.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44301162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5-1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附件三、附錄二、第 5 條條文之附錄三
9.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2160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6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附件五、附錄一、附錄二；並自發布日施行；但
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
10.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84300833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第 6 條條文；除第 2 條條文之附件一「偏遠地區涵蓋係數」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以下簡稱頻率使用費）依下列各項無線電頻率之用途
收取：
一、行動通信：行動通信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
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一及附錄一所列方式計收。
二、專用無線電信：專用無線電信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與行動臺
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二及附錄二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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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計收。
三、固定通信：固定地點之點對點或點對多點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
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三及附錄二所列方式計收。
四、衛星通信：衛星系統與地球電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
使用費依附件四及附錄二所列方式計收。
五、廣播電視：無線廣播及無線電視電臺以無線電波播放聲音、影像、資
訊，供公眾收聽收視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五及附錄一
所列方式計收。
六、商業實驗研發電信：商業實驗研發電信之基地臺與行動臺間或行動臺
與行動臺間之無線電通信使用之頻率，其頻率使用費依附件六所列
方式計收。
第三條
①頻率使用費之計費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年收費一
次。
②頻率使用者於計費期間內有下列情形時，其頻率使用費依下列方式收取，
並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通知限期繳納：
一、新開放業務或已開放業務之新申請經營者，其頻率使用費自經營執照
核發之次日起，按日數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新設電臺或增加使用頻率者，其頻率使用費自電臺執照核發或其使用
頻率核准之次日起，按日數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③計費期間內頻率使用者之既設電臺因遷移發射地址、變更頻率或電功率及
換裝發射機等，須換發電臺執照者，其頻率使用費於換發電臺執照前，依
原電臺之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換照後，則依變更後之頻率使用費計
算基準計收。
④頻率使用者於繳交頻率使用費後有終止使用或經本會廢止頻率使用之核准
者，其自終止或廢止使用之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頻率使用費，
由本會按日計算無息退還。
⑤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收費及退費之方式，如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四條
①頻率使用者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以現金、以銀行
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或至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交頻
率使用費。
②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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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使用之頻率屬下列用途之一者，免收其頻率使用費：
一、學術、教育、工廠、研究機構、電信業者、廣播電視業者或其他經本
會專案核准之試（實）驗。
二、助導航及氣象雷達使用。
三、未單獨指配頻率之共用頻帶。
四、船舶海上遇險安全救難及陸上救難（詳如附錄三）。
五、消防單位執行消防救災暨衛生署核定之緊急醫療救護。
六、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
七、軍事專用。
八、其他經本會核准。
第五條之一
①規費繳納金額在一定數額（含）以上者，繳納義務人有不能於規定期限內
繳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納期限內，依規費法第十六條
規定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
②前項之一定數額如下：
一、行動通信業務（2G）：新臺幣二億元。
二、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3G）：新臺幣二億元。
三、行動寬頻業務（4G）：新臺幣二億元。
四、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新臺幣二千萬元。
五、一九○○MHz 低功率無線電話（LT）：新臺幣一千萬元。
六、其他業務：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六條
①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②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第二條附錄一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施行；一百零六年九月十二日修正第二條附件一自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四月三十日修正第二條附件一「偏遠地區涵蓋係
數」
，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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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動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一、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每年應繳頻率使用費（新臺幣）
=每 MHz 頻率使用費指配頻寬業務別調整係數偏遠地區涵蓋係數頻
段調整係數區域係數
二、各類行動通信業務之相關參數值如下表：
每 MHz 頻率使用費（元/ MHz）

業務別調整係數

第三代行動通信

10,675,000

1

無線寬頻接取

1,476,000

1

業務別

1（第一年為 0.1，第二年為
9,080,000

行動寬頻

0.4，第三年為 0.7，第四年
起恢復為 1）

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繳納頻率使用費者，其費率標準應自
該經營者繳回頻率之次日起滿一年之期間，適用行動寬頻業務別調整係數第一年係
數。

三、偏遠地區涵蓋係數
指定區域涵蓋率(L)

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

偏遠地區涵蓋係數

蓋率 (C)

L ＜50 %

50 % ≦ L ＜90 %

90 % ≦ L

C＜85%

1

85%≦C＜90%

1

90%≦C＜95%

1

95%≦C

1

C ＜ 85 %

0.995

85 % ≦ C ＜90 %

0.975

90 % ≦ C ＜95 %

0.95

95 % ≦ C

0.925

C ＜ 85 %

0.99

85 % ≦ C ＜90 %

0.95

90 % ≦ C ＜95 %

0.9

5% ≦ C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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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於計費年度前一年四月三十日前公告指定區域(例如重要交通隧道等無人居
住區域)及指定區域涵蓋率認定方式。
頻率使用者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提出「指定區域涵蓋率」及「偏遠地區高速基地
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自評報告，經主管機關查驗後，依「指定區域涵蓋率」及「偏
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
，認定當年度適用之「偏遠地區涵蓋係數」
。
電波涵蓋偏遠地區村里人口數：該村里設置一座以上（發射機最大射頻輸出功率大於
7.94 瓦特）高速基地臺或高速基地臺電波涵蓋該村里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以
該村里全部人口數計算。
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電波涵蓋偏遠地區村里人口數總和佔偏遠地
區村里人口數總和之百分比。

四、頻段調整係數
使用頻率(F)範圍

頻段涵蓋係數

F＜1GHz

1

1 GHz ≦ F ＜ 3 GHz

0.75

3 GHz ≦ F ＜ 6 GHz

0.18

6 GHz ≦ F

0.004

備 註：
1.上下鏈均須計費
2.區域係數：詳如附錄一
3.無線寬頻接取之區域係數按縣市加總計算之。
4.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並換發執照後，依行動寬頻業務頻
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計收頻率使用費。
5.「偏遠地區」係指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二款所定義之「偏遠地區」
；
「高
速基地臺」係指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五款所定義之「高速基地臺」
。

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每年應繳頻率使用費（新臺幣）=｛每 MHz 系統頻率
使用費+每 MHz 可服務之用戶數(臺)×行動臺每臺頻率使用費(元/每臺)｝×指
配頻寬×業務別調整係數×區域係數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各類行動通信業務之相關參數值如下表：
業務別
每 MHz 系 每 MHz 可 行動臺每
臺收取頻
服務之用
統頻率使
率使用費
戶數
用費（元/
（元）
（臺）
MHz）
15,000
15
1900 MHz 4,781,000
低功率無
線 電 話
（LT）

業務
別調
整係
數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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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上 下 鏈 均 須
計費。
2. 區 域 係 數 ：
詳 如 附 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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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用無線電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計 費 方 式

電 臺 別

備

（每電臺）

註

1.BW：指配頻寬
W：發射機發射功率（瓦）
d：調整係數（詳如附錄二）
2.非營利之政府機構頻寬超過 20MHz 者

｛
基地臺

以 20MHz 計算。

 BW   W 


  8,000
 12.5kHz   25walts 

3.發射機發射功率低於 0.5 瓦者以 0.5 瓦
計算，高於 100 瓦者以 100 瓦計算。
4.僅計算發射端之頻率使用費，接收端

｝ d

不另外計費。
5.備用電臺執照之頻率與主電臺發射頻
率相同者，免收備用電臺之頻率使用
費。

W≦10 瓦
行
動
臺

10 瓦＜W
≦20 瓦

50 元
100 元

1.W：發射機發射功率（瓦）
。
2.僅計算發射端之頻率使用費，接收端
不另外計費。
3.行動臺頻寬大於 30kHz 以上，且功率

20 瓦＜W

200 元

大於 0.05 瓦者，依基地臺收費標準計
算。

計程車專用無線
電臺

4,000 元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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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固定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使 用 頻 率

計 費 方 式（每電臺）

中心頻率< 30MHz

  BW  

W


  1, 000   d

  3 kHz   25 watts 


30MHz ≦中心頻率< 1GHz

 BW   W 


  5,000  d

12.5kHz   25watts 


1GHz ≦中心頻率< 3GHz

  BW   W


  1MHz   1watts

3GHz ≦中心頻率< 12GHz

  BW   W 


  10 , 000   d

  1 MHz   1 watt 


12GHz ≦中心頻率 23GHz

  BW

  1MHz

  W
   1watt

23GHz ≦中心頻率< 31GHz

  BW

 1MHz

  W
  1watt

31GHz ≦中心頻率< 42GHz

 BW   W 


  2,500  d

1MHz  1watt 


42GHz ≦中心頻率< 70GHz


  BW   W 

  1,000   d


 1MHz  1watt 

70GHz ≦中心頻率

  BW   W 


  1watt   500   d
1
MHz






  8,000   d





  6 ,000   d




  4 ,000   d


備註：
1.BW：指配頻寬
W：發射機發射功率（瓦）
。
d：調整係數（詳如附錄二）
2.非營利之政府機構指配頻寬超過 20MHz 者以 20MHz 計算，其他機構指配頻寬超過
56MHz 者以 56MHz 計算。
3.發射機發射功率低於 0.5 瓦者以 0.5 瓦計算，高於 100 瓦者以 100 瓦計算。
4.區域多點分散式系統（LMDS；Local Multipoint-Distribution System）之頻率使用費以
主控基地臺（Hub）個別計算（依指配頻寬及功率計費；BW 指配頻寬不受超過
56MHz 者以 56MHz 計算之限制）
。
5.『無線用戶迴路』
（Wireless local loop）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申請於 3.4~3.7GHz 建
設『無線用戶迴路』
，每一經營者其應繳交之頻率使用費=每 MHz 頻率使用費×指配
頻寬×業務別調整係數×區域係數（其中每 MHz 頻率使用費及業務別調整係數參照第
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分別訂定為 10,675,000 元及 1；區域分全區及北、中、南三區，
區域係數參照收費標準附錄一：全區=1、北區=0.45、中區=0.25、南區=0.3）
。
6.僅計算發射端之頻率使用費，接收端不另外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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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衛星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電臺別

計費方式（每電臺）

備註
1.BW：指配頻寬
d：調整係數（詳如附錄二）

1.衛星固定地球電臺


 BW 
  5,000  d
MHz
1




2.移動式衛星固定地球電臺 
（SNG、Fly Away）

2.指配頻寬小於 1MHz 者以 1MHz
計 算 ， 大 於 72MHz 者 以
72MHz 計算。
3. 僅 具 接 收 功 能 之 衛 星 地 球 電
臺，不收取頻率使用費。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501

附件五
廣播電視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電臺名稱

計 費 方 式
（每電臺）

電台調整係數

6,000 元

一 海外廣播電臺

1

2,000 元

二 電臺（含公 私

1

三 電 臺 （ 除 二 口×涵蓋人口數×
電臺調整係數

一般調幅廣 播 1000 元/10 萬人
四 電 臺 （ 除 一 口×涵蓋人口數×

公營廣播電臺
為 0.2，其餘電
臺為 1

為 0.2，其餘電
公共電視臺為

數位無線電 視 12,000,000 元×電 0.2；中華電視
臺調整係數

口計算；電波涵蓋面積超過三

涵蓋面積三分之一以下者，不
計算其人口。
3. 廣播網之電波涵蓋全區之電

臺為 1

電臺

域三分之二以上者，以全部人

全部人口二分之一計算；電波

電臺調整係數
調整係數

波涵蓋面積超過鄉、鎮行政區

分之一但不及三分之二者，以

全區性廣播 電 414,000 元×電臺 公設廣播電臺

六

Booster)/ 補 隙 站 (Gap Filler)
2. 在計算涵蓋區域內人口時，電

一般調頻廣 播 1800 元/10 萬人

五 臺

1. 設 置 電 視 變 頻 機 (Television

者，不另收取頻率使用費。

立院校）

外）

註

Translator)/ 增 力 機 (Television

學校實習廣 播

外）

備

臺，其電波重疊涵蓋區域人
口數，得酌予扣除。

臺為 0.52；其 4. 全區性廣播電臺係 1800 元/10
萬 人 口 × 2300 萬 人 口
餘電視臺為 1
=414,000 元。

5. 數位無線電視電臺係 54000
元/10 萬人口×2300 萬人口≈
1200 萬元。
6. 數位廣播電臺係 1,800 元/10

3,000,000 元 × 區
七 數位廣播電臺 域係數×電臺調整
係數

1

萬人口×2300 萬人口×數位
廣播頻寬 1.536MHz/調頻廣播
頻寬 0.2MHz≈300 萬元。
調頻廣播頻寬：200kHz
數位廣播頻寬：1.536MHz
7. 區域係數：詳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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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
指配頻寬(BW)

計費方式(每設置使用執照)

BW ≦ 25 kHz

1,650 元

25 kHz < BW ≦ 500 kHz

2,750 元

500 kHz < BW ≦ 10 MHz

22,000 元

10 MHz < BW ≦ 20 MHz

42,350 元

20 MHz < BW

62,150 元

備註：
一、 指配頻寬(BW)包括上鏈及下鏈頻寬。
二、 不同頻段之指配頻寬應合併計算。
三、 本頻率使用費於核發或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時一次收取之，頻率使用期間
為 6 個月，不適用本標準第三條規定。’
四、 設置使用執照期間內頻率使用者因變更頻率，須換發執照者，其頻率使
用費於換發執照前，依原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換照後，則依變更
後之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
五、 頻率使用者於繳交頻率使用費後有經本會撤銷或廢止設置使用執照情形
者，其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至原執照期間屆滿日止之頻率使用費，由本
會按日計算無息退還。
六、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頻率使用者應於核發設置使用執照次日起 30 日內，以
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或至各地金融機構以
電匯方式繳交頻率使用費，不適用本標準第四條規定。
七、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載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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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區域係數表
縣市或地區

區域係數

臺北市

0.12

新北市

0.16

基隆市

0.02

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0.3

宜蘭縣

0.02

桃園市

0.07

新竹縣

0.02

新竹市

0.02

花蓮縣

0.02

連江縣

0

北區

0.45

臺中市

0.11

苗栗縣

0.03

彰化縣

0.06

南投縣

0.02

備註

提供離島地區服務

雲林縣

0.03

中區

0.25

高雄市

0.13

嘉義縣

0.03

嘉義市

0.01

臺南市

0.08

屏東縣

0.04

臺東縣

0.01

澎湖縣

0

提供離島地區服務

金門縣

0

提供離島地區服務

南區

0.3

全區

1

臺灣全島、澎湖、金門及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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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整係數 d（特殊用途、業務性質、偏僻地區、非頻率擁擠地區、物
價指數等調整因素）
公眾電信業務：
區域多點分散式系統
d=0.4
(LMDS；Local Multipoint-Distribution System)
微波鏈路（提供偏遠地區使用，偏遠地區之定義，依電信普及
服務管理辦法）
d=0.1
其他
d=1
專用電信業務：
公用事業（水、電、瓦斯）智慧讀表設置之電臺
d=0.7
非營利性質政府機構設置之電臺
d=0.3
警察、海巡、醫療、漁業之電臺
d=0.1
其他
d=1
廣播電視業務：
商業廣播電臺
d=0.2
非商業廣播電臺（公營廣播電臺、公設廣播電臺及中央廣播電臺） d=0.1
商業電視臺
d=0.2
非商業電視臺（公設電視臺及公共電視臺）
d=0.1
有線廣播電視供偏遠地區節目中繼之電臺（偏遠地區之定義，
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
d=0.1
無線廣播電視供離島節目中繼之電臺
d=0
其他
d=1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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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船舶海上遇險安全救難及陸上救難通信頻率表
一、船舶海上遇險安全救難通信頻率表
通 信 頻 率
490、4209.5 kHz
500 kHz
518 kHz
2174.5、4177.5、6268、8376.5 kHz；
12.520、16.695 MHz
2182、4125、6215、8291kHz；
12.290、16.42、156.8 MHz
2187.5、4207.5、6312、8414.5 kHz
12.577、16.8045 MHz
3023、5680 kHz
4125 kHz

用
途
◆以本國語言播放海事安全資訊
◆國際摩斯電報遇險頻率
◆以國際語言（英語）播放海事安全資訊
◆利用狹貧帶直接印字電報（NBDP）傳遞遇險
及安全訊息
◆利用無線電話系統傳遞遇險、安全訊息

◆利用數位選擇呼叫（DSC）技術傳遞遇險及安
全訊息
◆船舶遇險之現場與救難飛機通信用
◆為 2182kHz 備用頻率，於遇險、搜救時，船舶
無線電臺與航空器無線電臺通信用
8364 kHz
◆救生艇、筏在執行搜救任務時，用來與船舶電
臺及航空器電臺連絡用
4210、6314、8416.5 kHz
◆海岸電臺以狹頻帶直接印字電報（NBDP）傳
12.579、16.8065、19.6805、22.376、
送海事安全訊息
26.1005 MHz
121.5 MHz
◆VHF 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PIRB）之發
射頻率，供船舶遇險時，飛機搜索救難用。
◆救生艇筏搜救協調用
123.1 MHz
◆遇險時，現場搜救協調用
156.525 MHz （CH70）
◆利用數位選擇呼叫（DSC）技術傳送遇險及安
全呼叫及 VHF EPIRB
◆公眾通信呼叫使用
243 MHz
◆舊型 VHF 之 EPIRB 發射之頻率
406 ~ 406.1 MHz
◆COSPAS-SARSAT 之 EPIRB 使用之頻帶
1.6455 ~ 1.6465 GHz
◆INMARSAT EPIRB 使用之頻帶（尚未使用）
9 GHz
◆雷達詢答機使用
157.2、157.25、157.3、157.4、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MDSS）使用
161.8、161.85、161.9、162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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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上救難通信頻率表
通 信 頻 率

用

途

148.74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148.755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148.77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150.325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150.3375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150.35 MHz

◆國內救難無線電通信需求

406~406.1MHz

◆COSPAS-SARSAT 之 PLB 使用之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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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59 年 10 月 3 日交通部(59)交郵字第 11034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6 年 3 月 11 日交通部(66)交郵字第 02167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10 日交通部(87)交郵發字第 871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2 條
（原名稱：工業、科學及醫療用輻射性電氣設備設置管理規則）
4.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2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21 號令修正發布刪除第 7∼9、
20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6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5008500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2、14 條條
文；並刪除第 13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8、19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424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11、12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Πన
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以下簡稱工科醫用電機）有關輻射
之管理依本辦法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έన
本辦法所稱工科醫用電機，係指使用射頻能或轉換射頻能供工業、科學、
醫療或其他目的使用之非通信用電波輻射性電機。包括工業電熱設備、超
音波設備、電氣透熱或磁共振醫療設備，及其他各種電氣設備（不包括家
庭用電氣設備）等。
Ѳన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及範圍如下：
一、射頻能：指無線電波頻譜中 8.3kHz 至 3THz 間任何頻率之電磁
能。
二、電氣透熱或磁共振醫療設備：指使用射頻振盪機或其他型式之射頻產
生機，產生射頻能，以供醫療用之設備；或利用射頻能使物質內之
暫態原子資源，產生影像和數據之設備。但不包括設計供間歇作業
之低功率外科透熱電療設備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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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電熱設備：指使用射頻振盪機或其他型式之射頻產生機，產生射
頻能，在製造或生產過程中，供作工業加熱用之任何裝置者。
四、其他各種電氣設備：指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以外之設備，凡利用射頻
能使物質產生物理、生物、或化學上之效應，如加熱、氣體之電
離、機械振動、清除獸毛，及帶電質點之加速等裝置，而不涉及通
信或無線電接收設備者均屬之。
五、超音波設備：指產生射頻能，以激勵或驅動電機能量轉換器，以產生
音波或超音波機械能，供工業、科學、醫療或其他非通信用途之設
備均屬之。
六、妨害性干擾：指任何發射、輻射或感應之射頻能，危及無線電助航業
務或其他安全業務（永久性或臨時性用以保障生命與財產之無線電
通信業務）之功能，或嚴重影響、妨礙或一再阻斷作業中之無線電
通信業務者而言。
七、工科醫用頻率：指本辦法所配予工業、科學及醫療設備使用之頻率而
言。其作業頻率及作業頻帶範圍依第十一條規定。
Ϥ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ϲన
工科醫用電機，應依經濟部所定商品電磁相容性管理辦法之規定，取得電
磁相容型式認可後，始得設置使用。但經濟部未公告應施檢驗者，不在此
限。
Μన! Ȟւଶȟ
Τన! Ȟւଶȟ
Ξన! Ȟւଶȟ
Ϊన
工科醫用電機，不得改裝或變更用途。但研究機構為研究用者，不在此
限。
前項科學研究機構如需改裝或變更工科醫用電機之用途，應裝設良好的安
全屏蔽設施。
ΪΙన
工科醫用電機使用之作業頻率與作業頻帶範圍及電波輻射電場強度，應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規定。
使用下列作業頻率及其作業頻帶範圍之工科醫用電機，其電波輻射電場強
度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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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中心頻率為 13560k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減
7kHz。
二、作業中心頻率為 27120k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減
163kHz。
三、作業中心頻率為 40680k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減
20kHz。
四、作業中心頻率為 2450M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減
50MHz。
五、作業中心頻率為 5800M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減
75MHz。
六、作業中心頻率為 24125MHz 者，其作業頻帶範圍為作業中心頻率加
減 125MHz。
ΪΠన
工科醫用電機不得妨害下列無線電助航或其他安全業務使用之頻帶：
一、490 至 510kHz。
二、2170 至 2194kHz。
三、8354 至 8374kHz。
四、121.4 至 121.6MHz。
五、156.7 至 156.9MHz。
六、242.8 至 243.2MHz。
Ϊέన! Ȟւଶȟ
ΪѲ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電波輻射電場強度，不得有危害人體之輻射。
ΪϤ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管理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振盪方式產生無線電波之工業電熱設備，應聘僱具有高級工業學
校以上之電子或電機科系畢業之技術人員專職負責管理。
二、科學研究用電波輻射性電機，應由大專院校講師或同等級以上之人員
負責管理，並於使用或試驗時在場指導。
三、醫療用超音波、電氣透熱或磁共振醫療設備，應由具電波常識之專科
醫師或操作人員管理使用。
Ϊϲ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設計製造者，應提供詳細規格說明及測試紀錄，作為查驗
及處理干擾時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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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Μ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設置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力求頻率之穩定，以符合電信法及其相關規定。
二、採用適當之電波輻射隔離設施。
三、在主電源引線接頭處，應裝置接地設備。
ΪΤ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作業已妨害無線電助航或安全業務時，經本會通知後，應
立即停止使用，並由本會監督改善，在干擾未完全清除前，不得恢復使
用。但為測試干擾原因而必須暫時開機予以檢查時，經本會核准者，不在
此限。
ΪΞన
工科醫用電機之作業已妨害或一再阻斷無線電助航或安全業務以外之合法
通信者，經本會通知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必須立即停止工作者：經本會通知，應即停止工作者，並依前條規定
辦理。
二、仍可繼續工作者：經本會通知改善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內改
善完畢。未能如期完成並有正當理由時，得報請本會視需要酌予延
長之。
ΠΪన! Ȟւଶȟ
ΠΪΙ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
ΠΪΠ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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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2 年 3 月 13 日交通部(82)交郵發字第 820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
2. 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10 日交通部(87)交郵發字第 871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3 條
（原名稱：低功率射頻電機管理規則）
3.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2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1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6、7 條條
文；增訂第 9-1 條條文；並刪除第 5、8、15、18∼2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3 年 3 月 22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2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6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以下簡稱低功率射頻電機）之設置、使用及有關
輻射之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έ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Ѳన
低功率射頻電機，係指符合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
Ϥన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審驗或認證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低功率射
頻電機技術規範之規定辦理。
經依前項規定審驗或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由本會或其委託之
驗證機構核發審驗或型式認證合格證明；其格式由本會定之。
ϲన
低功率射頻電機中之民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須設置固定天線時，應依專用
電信設置使用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Μన
民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之第九頻道定為緊急頻道，不得作一般通話使用。
使用者並應經常守聽該頻道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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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న
民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使用者遭遇緊急事故，請求救援時，應於第九頻道
先呼「緊急求救」三次，再說明求救人、事故、地址及需求。無人回應
時，得改用其他任何頻道呼救。
接獲前項求救信息者，應即中止通話並採適宜之救援措施。
Ξన
設置 2.4GHz 及 5GHz 頻段低功率無線區域網路（WLAN）提供電信服
務者，應依電信法第十四條第六項所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或同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
非供經營電信服務之 2.4GHz 及 5GHz 頻段低功率無線區域網路，經審
驗或型式認證合格者，得自行設置使用。
Ϊన
製造、輸入或販賣低功率射頻電機者，應於低功率射頻電機使用說明書內
加印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內容。
ΪΙన
低功率射頻電機不得發射減輻波，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
ΪΠన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
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Ϊέన
公司、商號製造之低功率射頻電機，其產品專供輸出國外者，不適用第五
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ΪѲన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
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
備之干擾。
ΪϤ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
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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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5 月 15 日交通部(86)交郵發字第 863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4 條
2. 中華民國 88 年 10 月 21 日交通部(88)交郵發字第 889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6 條；並自
發布日起施行
3. 中華民國 89 年 9 月 14 日交通部(89)交郵發字第 895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5、9∼
11、13、16、18、21、22 條條文；並增訂發布第 9-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8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2B00006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9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2 年 7 月 8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205651440 號公告發布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及進口許可證申請流程及書表格式
5.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8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4008504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6、8、14、16∼
19、26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12496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8.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382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8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41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6、8、11、12、14、17∼19、23 條條文；刪除第 26 條條文
10.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04470 號令增訂發
布第 10-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設置、持有、販賣或公開陳列，依本辦
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έన
本辦法所稱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公告之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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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分下列二類：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
或第十四條第六項所定管理法規之規定，其使用須申請電臺執照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二、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前款規定以外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
主管機關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依影響電波秩序程度分級管理，並定期
檢討。但經測試、評估無電波干擾之虞者，解除管制。
Ѳ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經營許可
Ϥన
經營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業務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以下簡稱經營許可執照）
，始得營業。
ϲన
申請經營許可執照者，應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申請書（以
下簡稱經營許可執照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合
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執照：
一、申請製造業務者：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二）工廠登記證影本或切結書。
二、申請輸入業務者：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為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須先經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文件者，應檢
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營許可有
效期間為六個月，屆期未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一項申請經營許可執照，應檢具文件不全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
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從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務者，應於其工廠所在地設置適當之電波隔
離設施，以避免干擾無線電之合法使用者；如發生干擾之情事，應依電波
監理業務管理辦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後需繼續經營者，經營者應於期間屆
滿前一個月內，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換（補）發申請書及
第一項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照；其有效期間自原執照期間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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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計算。經營者未於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換照者，應依
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經主管機關核發新經營許可執照後，始得繼續經
營。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之申請，得由申請人自行或委託其所隸屬公會或
他人辦理。
申請經營許可及經營許可執照，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其實施時程及申請
流程，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Μన
經營許可執照應記載之事項如下：
一、執照號碼。
二、廠商名稱。
三、代表人。
四、營業所在地。
五、工廠所在地（經營輸入業務者免記載）。
六、營業項目。
七、執照有效期間。
八、執照發照日期。
Τన
經營許可執照不得出租、轉讓、設質、轉借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經營許可執照毀損或遺失時，應即檢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換
（補）發申請書及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補）發。
經營許可執照之登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依下列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一、變更廠商名稱、代表人、營業所在地或工廠所在地：完成公司或商業
之變更登記或工廠登記後，檢具經營許可執照換（補）發申請書及
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文件。
二、變更營業項目：檢具經營許可執照換（補）發申請書及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文件。
前二項申請得由申請人自行或委託其所隸屬公會或他人辦理。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補發或換發之經營許可執照，其有效期間與原執照
同。
經營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業務者，於終止其業務全部時，應於終
止日一個月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經營許可執照應即廢止。

第三章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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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取得經營許可執照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將其上一年度所製造或輸入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列表，並自行或委託其隸屬公會送請主管
機關備查。
Ϊ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者，不得製造、輸入、販賣或
公開陳列。但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試）驗所為之製造、專供輸出、
輸出後復運進口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ΪనϞΙ
申請個人指位無線電示標（Personal Locator Beacon，簡稱 PLB）型式認
證之廠商，應於該器材標示持有者須向交通部航港局辦理資訊登錄，未依
規定登錄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之字樣。
為使用而持有前項器材者，應向交通部航港局登錄器材識別碼、個人及其
緊急聯絡人之聯絡電話等資訊。其器材毀損、汰換或終止使用，或登錄資
訊異動時，亦同。
使用個人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持有者，經交通部航港局或執行搜救之機關發
現有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登錄之情形，應提供器材識別碼及個人資料供執行
搜救之機關作成紀錄通知主管機關，且持有者應辦理登錄後始得繼續使
用。
ΪΙన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型式認證、審
驗合格，並應領有電臺架設許可證、電臺執照或專案核准文件，始得設
置。
ΪΠన
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屬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
率射頻電機者，得免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或專案核准。
前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影響飛航安全或干擾合法通信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其停止使用，或改善至無干擾始得使用。
Ϊέన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遺失或失竊時，應即檢具相關證照及警察
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或由器材所有人自行具結向主管機關辦理異動或註銷
事宜。
ΪѲన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毀損、汰換、暫停使用或終止使用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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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之所有人應即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封存或監毀，其封存期間由申請者自
訂。必要時，申請者得於期間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
期。但器材之所有人不明者，主管機關得逕予封存或監毀。
知有前項應封存或監毀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時，主管機關得主動派員封存
或監毀。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及前項主動封存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得不定期派員
檢查。
第一項汰換、暫停使用或終止使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得讓與第三人。經
讓與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設置、持有應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相關法
規辦理。
航行國際航線船舶或遠洋作業漁船，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在國外汰換而銷
毀或轉讓，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者，不適用前四項之規定。
第一項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需繼續使用者，其執照之所有人
得不辦理封存或監毀，並於重新取得電臺架設許可前，應指派專人列冊管
理器材數量及放置地點，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檢
查。
ΪϤన
測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涉及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為之。但取得經營許可執照者，於適當之電波隔離設施內進行
之測試，不在此限。

第四章 輸入管理
Ϊϲ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輸入，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
口許可證（以下簡稱進口許可證）
，始得輸入。
前項進口許可證得經由網際網路申請之；其實施時程及申請流程，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ΪΜన
申請進口許可證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用
途，檢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申請書與下列各款文件之一及相關
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
一、公眾電信電臺：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文件或專案核准文
件。
二、廣播電視電臺、專用電信電臺或其他電信電臺：電臺架設許可證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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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核准文件。
三、衛星行動地球電臺或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
聲明證明文件或專案核准文件。
四、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架設許可
文件或專案核准文件。
五、供外國船舶或外銷船舶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外國船籍證書、買賣
契約書或專案核准文件。
六、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專案核准文
件。
七、其他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專案核准文件。
前項文件不全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
仍未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經由網際網路申請進口許可證者，依網路申請書格式填寫下列文件證號或
公文字號，並免檢附第一項各款文件：
一、衛星行動地球電臺、衛星小型地球電臺或業餘無線電機之型式認證證
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之審驗號碼或業餘無線電機架設許可
文件之公文字號。
二、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之證號。
三、公眾電信電臺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文件之公文字號。
四、廣播電視電臺架設許可證、專用電信電臺架設許可證或其他電臺架設
許可文件之公文字號。
五、專案核准文件之公文字號。
第一項以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進口者，未於規定之期間內取得電臺執照，
或以第一項第一款文件申請進口者，於系統架設許可文件、網路建設許可
文件或特許執照失效後，應即復運出口或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以專案核准文件申請進口者，應於核准文件規定之期間內將輸入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人得於
規定之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逾期辦理復運出
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
辦理復運出口或監毀。但有下列情形者，得免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
毀：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不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
明，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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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留置作為靜態展示或其他特殊用途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者。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者，應於器材出口後檢具下列
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海關
出口證明聯或其他可證明復運出口之文件影本。
二、第一項第五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外國船籍證書及本國發票影本。
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輸入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未取得型式
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其汰換、暫停使用或讓與第三人，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型式認證證明文件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得以
已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審驗合
格標籤備查函及其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影本代之。
ΪΤన
進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
一、經主管機關或其認可委託之驗證機構型式認證合格或完成符合性聲明
登錄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
二、除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外，輸入供自用之無線電信
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應填寫自用切結書，切結僅供自用，
不作為販賣或其他商業用途，並檢附符合相關技術規範之證明文
件；其輸入數量限制如下：
（一）自行攜帶輸入者，一次至多不得逾五部。
（二）郵寄輸入或其他非自行攜帶方式輸入者，一次至多不得逾二部。
（三）同一自然人或法人輸入同廠牌型號，一年內以十部為限。
三、國內製造經輸出後復（退）運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四、自國外輸入政府核定之免稅加工出口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範圍內之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保稅範圍內之園區事業及海
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屬保稅貨物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
五、為供測試而自國外進入政府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事業、自國外進儲
自由港區事業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六、適用貨物暫准通關規定，並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進口。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自第一項第四款所列之事業、工廠、倉庫、物流中心或
自第一項第五款自由經濟示範區事業、自由港區事業進入中華民國境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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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區者，應依前條之規定辦理。但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或完成符合性
聲明登錄者，不在此限。
ΪΞన
申請下列各款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進口許可證者，應檢附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進口許可證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
一、非國內製造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出後復（退）運進口者。
二、供型式認證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每次進口同廠牌型號十部以內
者。
三、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四、進口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五、除衛星行動地球電臺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外，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
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
六、業餘無線電人員供自用進口之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二部以內。
前項第五款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其輸入數量限
制如下：
一、自行攜帶輸入者，六部以上，十部以內。
二、郵寄輸入者，三部以上，十部以內。
三、輸入同廠牌型號，自然人一年內以十部為限；法人一年內以二十部為
限。
申請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進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切結於
進口許可證核發日起一年內，將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或報請
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為一年並以二次為限；逾期辦理復運出口或報請
主管機關監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辦理復運
出口或監毀。但有下列情形者，得免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不
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
明，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者。
二、須留置作為靜態展示或其他特殊用途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者。
申請第一項第六款進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切結於進口許可
證核發日起三個月內取得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執照，未取得執照者，應將
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原申請
人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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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一次為限；逾期辦理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者，經主管機關通
知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辦理復運出口或監毀。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者，應依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
辦理。
申請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進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填寫自用切結書，切
結僅供自用，不作為販賣或其他商業上之用途，並檢附符合相關技術規範
之證明文件。
ΠΪన
船舶或航空器自國外輸入時，其已裝置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免請領進口
許可證，但仍應依相關法令請領電臺執照。
ΠΪΙన
同一申請人同一次輸入不同廠牌型號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申請進口許
可證所檢具之架設許可證或專案核准文件有效期間不同者，應分別申請進
口許可證。
輸入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得合併申請進口許可
證，不適用前項規定。
ΠΪΠన
進口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一年，每證限使用一次。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
申請展期一年，並以一次為限。但進口許可證有效期間不得超過架設許可
證或專案核准文件之有效期間。
進口許可證遺失時，應檢附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第五章 附

則

ΠΪέన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於取得經營許可執照之經營者，
按其登記或報備事項查核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販賣及公開
陳列情形，經營者不得拒絕或規避。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前往販賣、公開陳列、設置或持有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地點，查核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型式認證、技術特
性、數量或電臺執照，販賣、公開陳列、設置或持有者不得拒絕或規避。
ΠΪѲన
主管機關依前條之規定為查核者，應將查核之過程及結果作成書面紀錄。
ΠΪϤన
申請審查及核發證照，應繳審查費、證照費，其收取依預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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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ϲన! Ȟւଶȟ
ΠΪΜ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電信法規定處罰之。
ΠΪΤన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及申請流程，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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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1 月 12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86)局電字第 86A250009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
2. 中華民國 91 年 8 月 30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10505906-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9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20508900-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電信管制器材審驗及認證辦法）
4.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26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30509071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及認證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26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305090714 號公告申請流程及
書表格式，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5.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3189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8、15、16、18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3430463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8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1205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3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9 條，自 106 年 9 月 6 日施
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電信
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
二、檢驗機構：指本會認可之測試實驗室或經本會認可之本國認證組織認
可符合 CNS 17025 或 ISO／IEC 17025 標準之測試實驗室。
三、驗證機關（構）：指辦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工作之本會或經本會
認可委託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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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列產品：指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
不變更輸出功率、調變技術、工作頻率、頻道數目及主要元件之電
路板佈線等技術規格、射頻性能，僅變更天線、外觀、附屬非射頻
功能、電源供應方式、廠牌型號；不變硬體規格、廠牌及型號，僅
以韌體或軟體變更減少發射功率、頻率範圍或頻道數。
五、射頻模組（組件）：指具完整射頻功能，可安裝於不同平臺使用之發
射機或收發信機。
六、平臺：指不組裝射頻模組（組件），仍具備該平臺主要功能之器材。
七、最終產品：指由射頻模組（組件）與平臺組裝之器材。
八、審驗證明：指依本辦法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合格證明、型式
認證證明、符合性聲明證明或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
έ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除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外，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具備電信終端設備者，其電信終端設備適用電信終端設
備審驗辦法之規定，並依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核發審驗證明。
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電臺管理辦法之電臺審驗項目包括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或其電臺審驗可替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
者，適用各該電臺管理辦法之規定。
Ѳ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符合本會所定技術規範；本會尚未訂定技術規範者，
應依下列順序擇定適用之規定：
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二、國際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三、區域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第二章 審驗作業程序
Ϥ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依其用途分為販賣用與自用二種。
販賣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分為型式認證、符合性聲明、簡易符合性
聲明及逐部審驗。
前項型式認證、符合性聲明、簡易符合性聲明或逐部審驗辦理程序規定如
下：
一、型式認證由本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取得電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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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射頻器材之檢驗報告，檢附相關文件向驗證機關（構）申請審
驗，經驗證機關（構）確認符合第四條規定後，核發審驗證明。
二、符合性聲明由本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取得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之檢驗報告，聲明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第四條規
定，並檢附相關文件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錄，經登錄完成後，
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審驗證明。
三、簡易符合性聲明由本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聲明
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第四條或等同第四條規定，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錄，經登錄完成後，由驗證機關（構）
核發審驗證明。
四、逐部審驗由本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取得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之檢驗報告或來源證明，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申請審
驗，經本會確認符合第四條規定後，核發審驗證明。
射頻模組（組件）得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審驗。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明及簡易符合性聲明實施之項目及日期，由本
會公告之。
經公告實施符合性聲明項目者，得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申請審驗；經公告
實施簡易符合性聲明項目者，得依第三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申請審驗。
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由自用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檢附
相關文件向本會申請審驗，經本會確認符合前條規定後，核發審驗證明。
前項所稱自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輸入之低功率射頻電機其數量在十部以內者。
二、輸入同廠牌同型號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數量在二部以內者。
三、自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數量在五部以內者。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本國自然人須年滿二十歲，並至驗證機關
（構）臨櫃辦理。
ϲ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者應檢附之文件或物品誤漏或不全時，驗證機
關（構）應通知申請者於一個月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
駁回其申請。
前項申請經審驗不合格者，驗證機關（構）應列舉不合格事項，通知申請
者於二個月內改善，並向原驗證機關（構）申請複審；屆期未申請複審或
複審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
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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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稱檢驗報告應由檢驗機構出具。
前項檢驗機構未能提供器材之檢驗服務時，申請審驗證明者得檢附由他國
認證組織認可之測試實驗室出具符合第四條規定之測試報告。
前項他國認證組織認可之測試實驗室未能提供器材之檢驗服務時，申請者
得檢附由製造商出具符合第四條規定之測試報告。
第一項檢驗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申請者名稱及地址。
二、檢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三、檢驗報告之唯一識別，與每一頁上之識別。
四、器材名稱、廠牌及型號。
五、器材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產品六面照及配件照片），
其廠牌、型號及電路板主要元件須清晰可辨讀。
六、測試接續圖及說明；如須由申請者提供特殊治具、特殊測試點、特殊
測試軟體始能完成測試者，應敘明該特殊治具、特殊測試點及測試
軟體名稱。
七、測試儀器名稱、廠牌、型號、儀器校正日期及其有效期限。
八、適用之技術規範所定之檢驗項目與標準。
九、測試數據（含掃瞄圖）及判定結果。
十、測試受理及完成日期。
第二項及第三項測試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申請者名稱及地址。
二、認證組織名稱及認證編號。但製造商出具之測試報告免附。
三、測試實驗室名稱及地址。
四、測試報告之唯一識別，與每一頁上之識別。
五、器材名稱、廠牌及型號。
六、器材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產品六面照、配件照片及射
頻單體正、反面），其廠牌、型號及電路板主要元件須清晰可辨
讀。
七、測試接續圖及說明；如須由申請者提供特殊治具、特殊測試點、特殊
測試軟體始能完成測試者，應敘明該特殊治具、特殊測試點及測試
軟體名稱。
八、測試儀器名稱、廠牌、型號、儀器校正日期及其有效期限。
九、適用之技術規範所定之檢驗項目與標準。
十、測試數據（含掃瞄圖）及判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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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測試受理及完成日期。
檢驗報告須經檢驗機構相關人員簽署；測試報告須經測試實驗室或製造商
相關人員簽署。
Τ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者，應填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正本或影本，向驗證機關（構）申請，經審驗合格
者，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
證證明；必要時，驗證機關（構）得要求申請者檢送器材樣品：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二、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器材樣品檢驗報告。
五、器材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產品六面照及配件照片），
其廠牌、型號須清晰可辨讀。
六、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
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八、光碟片，包含申請書及第一款至第七款電子檔。
前項申請審驗之文件，除申請書及光碟片由驗證機關（構）留存外，其餘
文件於核發型式認證證明時一併發還。
Ξ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明者，應填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
明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正本或影本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錄，經登
錄完成後，由驗證機關（構）發給印有符合性聲明標籤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符合性聲明證明：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二、中文或英文之規格資料。
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器材樣品檢驗報告。
五、器材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產品六面照及配件照片），
其廠牌、型號須清晰可辨讀。
六、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
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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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碟片，包含申請書及第一款至第七款電子檔。
前項申請審驗之文件，除申請書及光碟片由驗證機關（構）留存外，其餘
文件於核發符合性聲明證明時一併發還。
Ϊ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簡易符合性聲明者，應填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簡易
符合性聲明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正本或影本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
錄，經登錄完成後，由驗證機關（構）發給印有符合性聲明標籤之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必要時，驗證機關（構）得要求申請者
提供測試報告：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二、中文或英文之規格資料。
三、器材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六面照及配件照片），其廠
牌、型號須清晰可辨讀。
四、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
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六、光碟片，包含申請書及第一款至第五款電子檔。
前項申請審驗之文件，除申請書及光碟片由驗證機關（構）留存外，其餘
文件於核發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時一併發還。
第一項測試報告應由檢驗機構或他國國家認可之測試實驗室以該國等同我
國技術規範規定出具。測試報告內容應符合第七條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
ΪΙన
申請販賣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逐部審驗者，應填具販賣用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逐部審驗申請書，並檢附下列器材及文件正本或影本向本會申請審驗，
經審驗合格者，由本會發給印有審驗合格標籤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合
格證明；必要時，本會得要求申請者提供申請審驗器材之檢驗報告：
一、待審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二、中文或英文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三、中文或英文之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應包含頻率及輸出功率等技術規
格。
四、器材來源證明文件。
五、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
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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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審驗之器材於核發審驗合格證明時發還，其他文件由本會留存。
ΪΠన
申請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者，應填具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器材及文件正本或影本向本會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
者，由本會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之審驗合格證明；必要時，本會得要求
申請者提供申請審驗器材之檢驗報告：
一、待審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二、中文或英文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應包含頻率及輸出功率等技術規
格。
三、器材來源證明文件。
四、申請者為自然人者，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雙證件），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審驗之器材於核發審驗合格證明時發還，其餘文件由本會留存。
Ϊέన
不同廠牌、型號、技術規格或射頻性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
（組件）
，應分別申請審驗。
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如變更其廠
牌、型號、技術規格或射頻性能時，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重新申請審
驗。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
一、僅變更天線、外觀、附屬非射頻功能、電源供應方式或廠牌、型號。
二、不變硬體規格、廠牌及型號，僅以韌體或軟體變更減少發射功率、頻
率範圍或頻道數。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審驗證明之射頻模組（組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
一、射頻模組（組件）增列適用平臺。
二、射頻模組（組件）不變動原射頻性能之調整。
三、不變硬體規格、廠牌及型號，僅以韌體或軟體變更減少發射功率、頻
率範圍或頻道數。
依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者，應以書面敘明該產品與原審
驗合格型號產品間之差異性，向原驗證機關（構）申請。
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僅變更外觀，經原驗證機關（構）同意
者，得不申請重新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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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組件）
，依型式認證取得審驗證明者，不
變硬體規格、廠牌及型號，僅以韌體或軟體改變發射功率、頻率範圍或頻
道數，驗證機關（構）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時，得使用原
審驗合格標籤。
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
，於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相關技術規範修訂審驗相關章節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訂後之技術規範明定實施期限者，依實施期限，申請重新審驗。
二、修訂後之技術規範未明定實施期限者，應於技術規範修訂後二年內，
申請重新審驗。
ΪѲన
取得型式認證證明、符合性聲明證明及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者，應妥善保
管申請審驗器材樣品、測試所需之特殊測試軟體及特殊治具至該器材停止
生產或停止輸入後五年。
ΪϤన
驗證機關（構）得建置網路申辦系統，受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
（組件）審驗之申請。
前項網路申辦作業及實施時程，由本會公告之。

第三章 標籤使用及市場管理
Ϊϲన
審驗合格標籤及符合性聲明標籤屬取得審驗證明者所有。
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得授權他人於同廠牌同型號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
依前項授權他人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由取得審驗證明者於
本會指定位置登錄。外國製造商得委託原驗證機關（構）登錄。
ΪΜన
以取得審驗證明之射頻模組（組件）組裝於最終產品後，取得審驗證明
者，應於該最終產品輸入、販賣或公開陳列前，檢具標註最終產品廠牌、
型號及外觀照片之電子檔，向原驗證機關（構）登錄。
以射頻模組（組件）取得審驗證明者，授權他人使用其審驗合格標籤，該
射頻模組（組件）組裝於最終產品後，取得審驗證明者應檢具標註最終產
品廠牌、型號及外觀照片之電子檔，向原驗證機關（構）登錄。
以射頻模組（組件）取得審驗證明者，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本會得通
知其限期改正及暫行停止公開陳列或販賣。經改正後，始得公開陳列或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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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ΪΤ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取得審驗證明者、或被授權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
性聲明標籤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得公開陳列或販賣：
一、依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式樣自製標籤黏貼或印鑄於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本體明顯處，並於包裝盒標示本會標章。但標籤黏貼或
印鑄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體明顯處顯有困難，經本會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依本會或相關技術規範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中文
警語。
三、依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使用原審驗合格標籤者，應於說明書及包裝盒
提供充分與正確之資訊。
前項第一款應黏貼或印鑄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體之標籤，得以電子標籤
於本體顯示。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本會得通知其敘明理由，並令其限期改正及暫行
停止公開陳列或販賣。經改正後，始得公開陳列或販賣。
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審驗合格者，申請者應將審驗合格標籤黏貼於器
材本體明顯處後，始得使用。
ΪΞన
於網際網路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應於該網際網路網頁標示或提供審
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或圖片。
未依前項規定標示或提供者，本會得通知限期改正、暫行停止公開陳列或
販賣。經改正後，始得公開陳列或販賣。
ΠΪన
審驗證明遺失、毀損時，得檢附換（補）發申請書，向原驗證機關（構）
申請補發或換發。
審驗證明登載事項變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向原驗證機關（構）申請換
發：
一、製造商變更或新增。
二、申請者變更名稱或地址。
三、申請者因公司合併或分割，經報請主管機關同意由合併或分割後存續
或新設之公司使用原審驗證明。
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前項第一款者：換（補）發申請書、器材委託生產相關證明文件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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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符合技術規範之聲明書。
二、前項第二款者：換（補）發申請書、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雙
證件），法人、非法人團體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三、前項第三款者：換（補）發申請書、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主管
機關同意函。
ΠΪΙన
驗證機關（構）得隨時抽驗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
（組件）
。
驗證機關（構）辦理前項抽驗之器材應由市場購買，並得檢具相關購買證
明向取得審驗證明者請求支付購買費用，取得審驗證明者不得拒絕。但市
場無法購樣者，得限期要求取得審驗證明者無償提供。
驗證機關（構）辦理第一項器材抽驗需特殊測試軟體、特殊治具、檢驗報
告、測試報告或審驗相關資料者，取得審驗證明者應無償協助或提供。
前二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組件）
、必要之特殊測試軟體、特
殊治具於驗證機關（構）測試完成後，得由取得審驗證明者領回。
檢舉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不符合第四條
規定者，應檢附檢驗報告，未檢附者，不受理其檢舉。
ΠΪΠన
取得審驗證明者，經發現其申請時所檢附之器材或資料偽造或虛偽不實
時，原驗證機關（構）得撤銷其審驗證明。
取得審驗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原驗證機關（構）得廢止其審驗證
明：
一、變更器材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
二、技術規範修正後，未依規定重新審驗。
三、未登錄最終產品廠牌、型號及外觀照片，經限期改正仍未改正。
四、未依規定黏貼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經限期改正仍未改
正。
五、未依規定於指定位置黏貼或印鑄中文警語，經限期改正仍未改正。
六、使用原審驗合格標籤未於說明書及包裝盒提供充分與正確之資訊，經
限期改正仍未改正。
七、經抽驗與原樣品不符或不符合第四條規定者。
八、因代理權、專利權爭議或違反其他規定，致不得販賣取得審驗證明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九、未依規定支付驗證機關（構）購買器材之費用、拒不協助或提供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

525
533

材、必要之特殊測試軟體、特殊治具、檢驗報告、測試報告或審驗
相關資料供抽驗。
ΠΪέన
審驗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個月內，原取得審驗證明
者不得就同廠牌同型號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組件）向驗證機
關（構）重新申請審驗，本會並得將原取得審驗證明者及撤銷或廢止事由
公告之。
審驗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原取得審驗證明者應回收已販賣之前項器材，
若他人權益因而受損，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章 附

則

ΠΪѲన
本會得揭露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
證明、外觀照片、不含電路板之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等審驗相關資料。
ΠΪϤన
第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於取得審驗證明
之射頻模組（組件）組裝於最終產品準用之。
ΠΪϲన
申請審驗、審驗證明補發或換發者，應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向驗證機關
（構）繳交審驗費或證照費。
ΠΪΜ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費用於申請時繳交，依本辦
法規定駁回申請時，申請者所繳審驗費不予退還。
ΠΪΤన
經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電信設備相互承認協
定或協約者，本會得承認他國或他經濟組織體之檢驗機構、驗證機構依該
協定或協約規定所簽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檢驗報告、審驗證明之效力。
ΠΪΞన
本辦法所定申請作業流程及書表格式，由本會訂定公告之。
έ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七日修正發布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十九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六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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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18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工字第 0920509843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1205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據電信法第五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得委託驗證機構辦理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之審驗工作。
前項委託辦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由本
會公告之。
驗證機構與本會簽訂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委託審驗契約（以下簡稱委託審驗
契約）
，及取得本會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驗證機構認證證書（以下簡
稱認證證書）
，始得辦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工作。
前項認證證書記載事項如下：
一、證書號碼。
二、驗證機構名稱。
三、驗證機構地址。
四、檢驗機構名稱。
五、檢驗機構地址。
六、有效期間。
七、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
έన
申請擔任驗證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依法設立之本國法人、機構。
二、未從事輸入、設計、製造或販賣前條所公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驗證
項目之相關業務。
三、設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以下簡稱審驗辦法）規定之檢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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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四、須設置二名以上之專業且專職之驗證人員。
前項第四款之驗證人員資格應為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以上學校之電信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或其他
相關科系畢業或於相關檢驗機構任職相關檢驗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者，具備
電信專業技術知識與能力，並應瞭解相關政府法令與技術規範，且不得兼
任檢驗機構之檢驗工作。
Ѳన!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驗證機構申請書。
二、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三、檢驗機構認證證書影本。
四、驗證人員資格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組織架構圖與功能說明表。
六、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手冊。
七、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文件一覽表。
八、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依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驗證項目）之審驗作業
程序。
九、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前項申請文件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應於本會通知之限期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Ϥన
申請人經本會審查合格者，由本會依下列各款進行實地評鑑：
一、產品驗證制度符合 CNS 17065 或 ISO／IEC 17065 標準。
二、本會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技術規範或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規
定。
三、其他經本會指定之事項。
經本會評鑑合格後，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得認證證書。
經評鑑不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者，本會應列舉不符合事項通知其限期改
善，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屆期未完成者，
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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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構對於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案件（以下簡稱審驗案件）
，非
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或為差別待遇。
驗證機構辦理審驗案件時，應以驗證機構之名義為之。
Μన
驗證機構及其驗證人員不得從事輔導廠商或改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技術特
性之相關工作。
Τన
驗證機構申請增列或減列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之審驗類別、驗證類別及
驗證項目者，應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申請及辦理委託審驗契約、認證證
書之換發；換發之委託審驗契約、認證證書有效期間與原委託審驗契約、
認證證書同。
驗證機構認證證書記載事項異動時，除前項增列或減列審驗類別、驗證類
別及驗證項目外，應自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認證證書報請本會換
發，其有效期間與原認證證書同。
驗證機構設置之專業且專職之驗證人員如有出缺、增加之異動，應於異動
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資料報請本會備查。
驗證機構之驗證人員出缺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時，本會得令
該驗證機構暫停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驗證機構應於驗證人員補實後，檢
附驗證人員基本資料，報請本會核准後，始得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
驗證機構之檢驗機構經本會或本會認可之本國認證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
織）確認應暫停執行事務時，驗證機構應暫停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並於
暫停之日起十日內，報請本會備查；經本會或認證組織確認可執行事務
時，驗證機構報請本會核准後，始得辦理有關之審驗工作。
Ξన
驗證機構應依審驗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審驗作業、審驗證明之核發、補
發、換發、撤銷或廢止等事項，並於審驗案件完成之日起七個工作天內，
將審驗案件資料傳送至本會指定位置。但外觀照片須保密者，得於國內、
外公開陳列、販賣前再傳送。
前項保密期間最長一年，必要時得申請展延。
Ϊన
驗證機構依審驗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抽驗時，其抽驗件數每年至少一件且不
得低於審驗案件合格件數之百分之五。必要時，本會得指示驗證機構抽驗
特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驗證機構辦理前項抽驗時，抽驗樣品應至少一件由其他驗證機構二年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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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合格，且抽驗件數取樣方法應符合公平及比例原則。
抽驗之每一案件應於二個月內製作抽驗結果並報請本會備查。驗證機構得
於規定之期限屆滿前十四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二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ΪΙన
本會得派員至驗證機構進行不定期查核，驗證機構不得拒絕。
ΪΠన
委託審驗契約之期間為三年。
驗證機構如欲於期間屆滿後繼續辦理審驗工作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起之二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驗證機構申請書。
二、檢驗機構認證證書影本。
三、驗證人員名冊。
四、產品驗證制度符合 CNS 17065 或 ISO／IEC 17065 標準之認證證書影
本。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前項申請文件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合格者，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得認證證書。
前項委託審驗契約期間自原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次日起計算。
驗證機構未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與本會簽訂委託審驗契約，及取
得認證證書，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辦理。
本會應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一個月通知驗證機構不得再受理審驗案
件。驗證機構應於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已受理之審驗案件。但驗證機
構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申請繼續辦理審驗工作者，不在此限。
Ϊέన
驗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會得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並令其繳回認證
證書及註銷其認證證書：
一、違反電信法、行政程序法、審驗辦法或本辦法等法令規定。
二、受理申請審驗案件，無正當理由拒絕或差別待遇。
三、核發之審驗證明虛偽不實。
驗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會得令驗證機構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本會得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並令其繳回認證證書及註銷其認證證書：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條件。
二、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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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逾越委託審驗契約授權範圍或怠於辦理審驗案件工作。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本會不定期查核。
ΪѲన
驗證機構之委託審驗契約經本會終止時，驗證機構應將未完成之審驗案件
交由本會指定之驗證機構辦理。
驗證機構應於委託審驗契約終止日起七日內將所有審驗案件相關之完整資
料移交本會。
前二項規定於驗證機構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後，未申請繼續辦理審驗
工作者，亦同。
驗證機構之委託審驗契約經本會終止者，於委託審驗契約終止日起一年
內，不得重新申請擔任驗證機構。
ΪϤన
驗證機構受理審驗案件時，應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開立繳款憑條，並交付
申請審驗者。
本會依委託審驗契約議定標準核支驗證機構委託費用。
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表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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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功率射頻電機規費收費標準
1.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27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0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055630 號令修正發布名
稱及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低功率射頻電機審驗費收費標準）
3.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425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 條條文之附表
4.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1205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4、5 條條文及第 3 條條文之附表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規費，包括低功率射頻電機之審驗費及證照費。
第三條
申請低功率射頻電機審驗者，應依低功率射頻電機規費收費基準表（如附
表，以下簡稱收費基準表）
，向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驗證機關（構）繳交審驗
費。
第四條
①申請型式認證審驗之低功率射頻電機屬系列產品者，其審驗費減半收費。
②前項所稱系列產品，係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第二條所定之系列產
品。
第五條
①低功率射頻電機審驗證明遺失、毀損或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申請補發或
換發者，應依收費基準表繳交證照費。
②前項所稱審驗證明，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第二條所定之審驗證
明。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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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低功率射頻電機規費收費基準表

1.審驗費
用途

審驗方式

費用名稱 單位

低功率射頻
電機第一類 件
審驗費

型式認證

販
賣
用

低功率射頻
電機第二類 件
審驗費

低功率射頻
電機第三類 件
審驗費

逐部審驗

低功率射頻
電機第四類 件
審驗費

收費金額
（新臺幣）

項目

減免規定

工 作 頻 率 1GHz
（含）以下之低功率
射頻電機，但無線
六千元
資訊傳輸設備或採
用跳頻或數位調變
之器材除外
工 作 頻 率 超 過
1GHz 以上之低功 屬系列產品者審
率射頻電機，但無 驗費減半收取。
七千九百元
線資訊傳輸設備或
採用跳頻或數位調
變之器材除外
無線資訊傳輸設備
或採用跳頻或數位
九千八百元
調變之低功率射頻
電機
同一次申請案，
同廠牌同型號超
一千七百元 逐部審驗
過二件者，第二
件以後減半收
費。

符合性聲明 低功率射頻
（ 含 簡 易 符 電機第五類 件 二千元
合性聲明） 審驗費

自
用

自用審驗

低功率射頻
電機第六類 件 一千一百元 自用審驗
審驗費

同一次申請案，
同廠牌同型號超
過二件者，第二
件以後減半收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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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照費
費用名稱
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
證明證照費
低功率射頻電機審驗合格
證明證照費
低功率射頻電機符合性聲
明（含簡易符合性聲明）
證明證照費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張

五百元

張

五百元

張

五百元

備註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
費用。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
費用。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
費用。

534! 貳、通訊類法規
542

ϴಀႫ߬ೣ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 1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6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6050738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之附表審查費收費項目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1337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之附表二、審驗費項目
5.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0430084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398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之附表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公眾電信規費之項目包括第一類、第二類電信業務及供公眾通信使用之海
岸電臺、地空數據通信電臺等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其費額如附表。
έన
審查費、審驗費於申請時收取之；證照費於核發證照時收取之。
Ѳన
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或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納規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Ϥన
申請人依本標準規定繳納各項規費後，除有溢繳、誤繳或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不得要求退費。
ϲ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公眾電信規費收費標準
公眾電信規費收費標準!

535
543

附表
公眾電信規費收費標準第二條附表修正規定
一、審查費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審查費

件

一百八十萬元

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審查費

件

八十二萬元

申請經營長途網路業務審查費

件

七十七萬元

申請經營國際網路業務審查費

件

七十五萬元

申請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審查費

件

十一萬元

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審查費

件

三十萬元

申請經營行動電話業務審查費

件

二十五萬元

申請經營無線電叫人業務審查費

件

十萬元

申請經營行動數據通信業務審查費

件

十萬元

申請經營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審查費

件

十萬元

申請經營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審查費

件

三十萬元

申請經營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審查費

件

三十萬元

申請經營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審查費

件

二十萬元

申請經營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審查費

件

十一萬元

申請經營衛星行動通信業務審查費

件

十五萬元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審查費

件

一萬二千元

無線電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審查費

件

二千五百元

小型地球電臺型式認證審查費

件

二千五百元

件

一千六百元

行動地球電臺型式認證審查費
申請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審查費

每事業
計畫書

二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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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驗費
收費項目
第一類電信事業(固定通信業務)機房審驗費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固定地球電臺(不含小型地球電臺)審

單位
機房

收費金額
(新臺幣)
二萬五千元

臺

七千元

臺

一萬五千元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微波電臺審驗費

臺

二千五百元

綜合網路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三十一萬元

市內網路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十一萬元

長途網路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七萬七千元

國際網路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七萬七千元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八萬元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通信網路審驗費

案

八萬元

行動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全區)

案

十二萬五千元

行動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單區)

案

八萬元

行動電話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六千元

無線電叫人業務系統審驗費(全區)

案

八萬元

無線電叫人業務系統審驗費(單區)

案

六萬元

驗費(本島)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固定地球電臺(不含小型地球電臺)審
驗費(離島)

無線電叫人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五千四百元

行動數據通信業務系統審驗費(全區)

案

六萬五千元

行動數據通信業務系統審驗費(單區)

案

五萬元

行動數據通信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四千五百元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全區)

案

六萬五千元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單區)

案

五萬元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四千五百元

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

案

八萬元

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二千五百元

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系統審驗費

案

八萬元

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二千五百元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系統審驗費

案

十二萬五千元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六千元

公眾電信規費收費標準
公眾電信規費收費標準!
無線寬頻接取系統審驗費

案

十一萬元

無線寬頻接取基地臺審驗費

臺

六千元

行動寬頻業務系統審驗費

案

十五萬元

行動寬頻業務基地臺審驗費

臺

六千元

毫微微細胞接取點審驗費

臺

一千五百元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通信網路系統審驗費

案

五萬元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通信網路系統審驗費
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機房審驗費
地空數據通信電臺審驗費

案

537
545

六萬元

機房

一萬六千元

臺

二千五百元

三、證照費
收費項目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通信網路建(架)設許可證證照費
(新、換、補發)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電臺架設許可證證照費(新、換、補
發)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電臺執照證照費(新、換、補發)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張

三千五百元

張

五百元

張

五百元

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特許執照證照費(新、換、補發)

張

三千五百元

第二類電信事信事業(業務)許可執照證照費(新、換、補發)

張

二千元

海岸電臺架設許可證證照費(新、換、補發)

張

五百元

地空數據通信電臺架設許可證證照(新、換、補發)

張

五百元

海岸電臺執照證照費(新、換、補發)

張

五百元

地空數據通信電臺執照證照費(新、換、補發)

張

五百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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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3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4008501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692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全文 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建築物電信設備設計圖說審查費及完工審
驗費收費標準）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以下簡稱建築物電信設備）規費，包括建築物
電信設備之設計圖說審查費、完工審驗費及證照費。
έన
申請建物電信設備設計圖說審查、完工審驗及審定證明者，應依建築物電
信設備規費收費基準表（如附表，以下簡稱收費基準表）
，向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或本會委託代收規費之金融機構繳交規費。
前項審查費及審驗費於申請時收取；證照費於核發審定證明時收取。
第一項規費，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
繳納，其受款人應載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Ѳ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計圖說內容包括電纜窄頻、電纜寬頻及光纜之配置圖及
昇位圖者，得一併申請審查，審驗機構僅得依收費基準表收取電纜窄頻審
查費。但申請人將電纜窄頻、電纜寬頻或光纜之設計圖說分別申請審查
時，審驗機構應依收費基準表分別收取審查費。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工後，應依申請審驗之線纜類別，分別收取審驗費。但
同一建築物同時設置電纜寬頻及光纜配線者，申請審驗時，審驗機構僅得
依收費基準表收取電纜寬頻審驗費。
Ϥన
建築物因電信設備變更設計，重新申請建築物電信設備之設計圖說審查
時，其審查費應依收費基準表所定收費金額百分之八十收取。
前項變更設計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建築物樓層數變更，致需變更設計電信設備者。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規費收費標準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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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用途變更，致需變更設計電信設備者。
三、電信室位置與設計圖說不在同一樓層者。
ϲన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定證明遺失、毀損或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申請補發或
換發者，應依收費基準表繳交證照費。
Μ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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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築物電信設備規費收費基準表
ġ

一、設置電纜窄頻者：ġ
收費項目

單

收費金額

位

（新臺幣）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貳佰壹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A1

說明
五層以下之住宅（含透天店鋪式住宅），其
引進電纜總對數為二十對以下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非供公眾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B1

伍佰參拾元

使用者，不含五層以下引進電纜總對數為二
十對以下之住宅。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C1

件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0m2 以下者，不含
貳仟壹佰元

非供公眾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之
建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參仟陸佰捌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D1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柒仟參佰伍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E1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壹佰陸拾元

工審驗費 A1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10000m2 至 20000m2
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20000m2 者。
五層以下之住宅（含透天店鋪式住宅），其
引進電纜總對數為二十對以下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非供公眾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B1

貳仟陸佰參拾元

使用者，不含五層以下引進電纜總對數為二
十對以下之住宅。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C1

件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0m2 以下者，不含
肆仟貳佰元

非供公眾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之
建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D1

伍仟柒佰捌拾元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壹萬壹仟伍佰伍拾

工審驗費 E1

元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10000m2 至 20000m2
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20000m2 者。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規費收費標準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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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電纜寬頻者：ġ
收費項目

單位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收費金額

貳佰壹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A2

說明

（新臺幣）

五層以下之建築物，其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m2 以下非供公眾使用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非供公眾使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B2

伍佰參拾元

用者，不含五層以下總樓地板面積 1000m2 以
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C2

件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0m2 以下者，不含
貳仟壹佰元

非供公眾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之建
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參仟陸佰捌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D2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10000m2 至 20000m2
者。

柒仟參佰伍拾元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20000m2 者。

計圖說審查費 E2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壹佰陸拾元

工審驗費 A2

五層以下之建築物，其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m2 以下非供公眾使用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非供公眾使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B2

參仟伍佰元

用者，不含五層以下總樓地板面積 1000m2 以
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C2

件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0000m2 以下者，不含
伍仟伍佰元

非供公眾使用總樓地板面積 2000m2 以下之建
築物。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D2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E2

柒仟伍佰元
壹萬伍仟元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10000m2 至 20000m2
者。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逾 20000m2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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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光纜者：ġ
收費項目

單位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貳佰壹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A3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伍佰參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B3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C3

件 貳仟壹佰元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參仟陸佰捌拾元

計圖說審查費 D3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
計圖說審查費 E3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A3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工審驗費 C3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二十四心至二
百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二百心至八百
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六心以下者。

壹萬伍仟元

工審驗費 E3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六心至二十四

壹佰陸拾元

柒仟伍佰元

工審驗費 D3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六心以下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八百心者。

件 伍仟伍佰元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說明

柒仟參佰伍拾元

參仟伍佰元

工審驗費 B3
建築物電信設備完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六心至二十四
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二十四心至二
百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二百心至八百
心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逾八百心者。

四、證照費ġ
費用名稱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
定證明證照費

單位
張

收費金額
（新臺幣）
伍佰元

說明
新發、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費用。

專用電信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專用電信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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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5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40085038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依本標準收取之專用電信業務規費包括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其收費
項目及其費額如附表。
έన
審查費、審驗費於申請時收取之；證照費於核發專用電信證照時收取之。
Ѳన
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繳納規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載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Ϥన
申請人依本標準規定繳納各項規費後，除有溢繳、誤繳或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不予退還。
ϲ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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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專用電信業務規費收費基準表
一、專用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專用無線電臺執照費

單位
張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備註

五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專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專用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七百元

專用無線電收信機執照費

張

五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專用無線電收信機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新發、補發

專用無線電收信機審驗費

臺

七百元

小型行動無線電（話）機執照費

張

五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小型行動無線電（話）機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小型行動無線電（話）機審驗費

臺

一百元

專用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一千九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專用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一千九百元 新發、補發

專用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專用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一千九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專用衛星行動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一千九百元 新發、補發

專用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一千元

一百元

二、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備註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車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車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新發、補發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車臺審驗費

臺

一百元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基地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基地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新發、補發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基地臺審驗費

臺

七百元

專用電信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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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試驗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學術試驗行動無線電臺執照費
學術試驗行動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學術試驗行動無線電臺審驗費
學術試驗無線電臺執照費
學術試驗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學術試驗無線電臺審驗費

單位
張
張
臺
張
張
臺

收費金額
（新臺幣）
五百元
五百元
一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七百元

備註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四、專用有線電信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備註

有線載波電臺執照費
有線載波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有線載波電臺審驗費
光纖傳輸電臺執照費
光纖傳輸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光纖傳輸電臺審驗費
專設有線電話執照費

張
張
臺
張
張
臺
張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專設有線電話架設許可證費
專設有線電話審驗費

張
臺

一千元
一千元

新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五、業餘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業餘無線電話電臺執照費
業餘無線電話電臺審驗費
業餘無線電臺執照費
業餘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業餘無線電臺審驗費
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審查費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費
業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審查費

單位
張
臺
張
張
臺
件
張
件

收費金額
（新臺幣）
五百元
一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五百元
二百元

備註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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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航空器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備註

航空器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一千元

新發、換發、補發

航空器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張

五百元

新發、補發

七、船舶無線電臺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備註

船舶無線電臺執照費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張

一千三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張

一千三百元 新發、補發

國際航線）
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國際航線）
船舶無線電臺執照費
（漁船或非國際航線之其他船舶無線電臺）
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證費
（漁船或非國際航線之其他船舶無線電臺）
漁船無線電對講機執照費

張

四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張

四百元

新發、補發

張

四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臺

一千五百元

臺

二千元

臺

二百元

臺

四百元

臺

六百元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A1 海域）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
A1 海域以外）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漁船、距岸 24 浬內）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漁船、距岸 24 浬至經濟海域）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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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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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漁船、經濟海域以外或以國外港口為作
業基地）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

四百元

臺

六百元

臺

一千五百元

次

三百元

臺、非漁船、內水、沿海航線）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非漁船、外海航線）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
（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
臺、非漁船、國際航線）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費（新增設備）

!
八、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業務
收費名稱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設置使用執照費

張

二千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設置審查費

件

二千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執照費

張

二千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審查費

件

二千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七百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七百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行動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行動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一百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行動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五百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行動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一百元

張

一千元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執
照費

備註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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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名稱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審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臺

一千元

張

一千元

臺

一千元

張

一千元

臺

一百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執照費

張

一千元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審驗費

臺

一百元

驗費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執照
費
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衛星地面站無線電臺審驗
費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執照
費
學術、教育電信網路衛星行動無線電臺審驗
費

備註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新發、換發、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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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Ⴋ߬ཾٱ೨џ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7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40085056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09621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1 條
3.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7410330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841026230 號令增訂發布第
10-1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經營者經營下列營業項目者，以繳費當年前一年
度之營業額百分比計算其許可費，其經營兩項以上營業項目者，分別計算
其許可費並合併收取之：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二、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三、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經營前項各款以外之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營業項目者，依下列各款規定計
算其許可費：
一、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五百萬元者：每年新臺幣六千元。
二、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未滿一千萬元者：每年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
三、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滿五千萬元者：每年新臺幣二萬三
千元。
四、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滿一億元者：每年新臺幣四萬五千
元。
五、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滿五億元者：每年新臺幣九萬元。
六、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者：每年新臺幣十五萬元。
第二類電信事業同時經營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營業項目者，應分別計算其許
可費並合併收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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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營業額係指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之營業收入總額扣除退回及
折讓後之數額。
第二項之資本額以繳費當時之實收資本額為計算基準。
έ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須另取得第二類
電信事業許可執照（以下簡稱許可執照）者，其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許可費
依前條所定該營業項目之收費基準計算。
Ѳన
依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計收之許可費應按年繳交。但依第二條第二項計
收許可費之新申請經營者，其許可費以自許可執照生效日起，按日數計算
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Ϥన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應按其營業項目設置會計科目，並於
繳交許可費時，提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以供查核。
前項財務報表之收入項目應分離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部分及非第二類電信
事業業務部分，其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應依不同收費基準加以分類。
未依前項規定將財務報表之營業收入分離者，以其全部營業額依第二條第
一項按營業額百分比收費基準計收其許可費。
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檢送下列報表供查
核：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費繳納申報書。
二、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ϲన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於暫停或終止其業務時，應依規定申
報、繳納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同意備查之暫停營業日
或終止營業日前之許可費。
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於申請暫停營業或終止時，仍應繳納
當年度之許可費。
Μన
繳費義務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或至各
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納許可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許可費繳費期間為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但於執照核發、終止或
暫停營業時，由本會另行通知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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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న
繳費義務人有溢繳、誤繳許可費之情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
體證明，向本會申請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本會核准退費之日止，按退費
額，依繳費之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
Ξన
繳費義務人應於第七條第三項所定之期間繳納許可費，逾期依本法第六十
一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Ϊన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其九十五年度應繳交之許可費，以九
十四年度營業額百分之零點五計收。
ΪనϞΙ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及非 E.164 用戶號碼網
路電話服務規費繳納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含）以上者，繳納義務人有不
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事由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納期限
屆滿前二個月內，附具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依
規費法第十六條規定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
前項所稱有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事由，指義務人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遭受重大財產損失，導致財務週轉困難，而不能於
法定期間內一次繳清規費者。
ΪΙ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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Ⴋ߬ತᆒ೩രೣ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0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50085003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7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041880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電信終端設備規費，包括電信終端設備之審驗費及證照費。
έన
申請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者，應依電信終端設備規費收費基準表（如附表，
以下簡稱收費基準表）
，向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關（構）繳交審驗費。
Ѳన
申請審驗之電信終端設備屬系列產品者，其審驗費減半收費。但申請電信
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者，不在此限。
前項系列產品，係指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二條有關系列產品之定義。
Ϥన
電信終端設備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遺失、毀損或證明內登載事項變
更，申請補發或換發者，應依收費基準表繳交證照費。
ϲ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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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電信終端設備規費收費基準表ġ
一、審驗費ġ
用

收費金額

費用名稱

單位

電信終端設備通信介面審驗費

件

六千五百元

販

型式認證 電信終端設備電磁相容審驗費

件

五千五百元

賣

電信終端設備電氣安全審驗費

件

五千五百元

件

二千元

途

用

審驗方式

符合性聲明

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審驗
費

（新臺幣）

減免規定
屬系列產品者審驗
費減半收取。

同一次申請案，同
自
用

自用審驗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費

件

一千一百元

廠牌同型號超過二
件者，第二件以後
減半收費。

二、證照費ġ
費用名稱ġ ġ

單 收費金額ġ
位ġ （新臺幣）ġ
ġ

備註ġ ġ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
項費用ġ ġ
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
張ġ ġ 五百元ġ ġ
證照費ġ ġ
項費用ġ ġ
電信終端設備審定證明證照費ġ ġ 張ġ ġ 五百元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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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Ⴋ߬ᆓৢڙᓜᏢငᕊ೨џЅ໌ο೨џೣາԝ
າྥ
1.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1 日交通部交郵字第 0950085006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4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規費，包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證照費、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之證照費及審查費。
έ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者，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規費收費
基準表（如附表，以下簡稱收費基準表）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繳交證照費；申請換發或補發經營許可執照者，亦同。
前項證照費已包括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執照之審查費。
Ѳన
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者，應依收費基準表向本會繳交證照
費；申請補發進口許可證者，亦同。
前項證照費已包括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之審查費。經由網際
網路申請前項進口許可證者，應依收費基準表繳交審查費，不需依第一項
規定繳交證照費。
Ϥ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及進口許可規費收費標準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及進口許可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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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及進口許可規費收費基準表

費用名稱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
許可執照證照費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

單位
張
張

許可證證照費

收費金額

備註

(新臺幣)
九百元

新發、換發、補發

五百元

新發、補發
有關經便捷貿 e 網服務窗口或電信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
許可證審查費

總局全球資訊網服務窗口申請進口
證號

四百元

許可證，只核給進口許可執照證
號，而未核發紙本證照者，僅收取
審查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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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60511448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7 條；並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841087310 號令增訂第 6-1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以下簡稱經營者）應自取得特許執照並開始營業
之年度起，每年按各種電信業務之收費基準分別計算其應繳納之特許費數
額，並依第四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繳納及申報特許費。
各種電信業務之收費基準如下：
一、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二計收：行動電話業務。
二、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綜合網路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
網路業務、國際網路業務、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及國際
海纜電路出租業務。
三、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零點五計收：無線電叫人業務、行動數據通信
業務、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
務、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及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四、按當年度營業額乘報價數值或得標乘數比值計收。但低於該業務管理
規則所定數額者，依該管理規則之規定：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
率無線電話業務、無線寬頻接取業務。
前項所稱營業額，係指經營各種電信業務所得之營業收入總額扣除退回及
折讓數額後之營業收入淨額。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利用其設置之網路傳
輸設備提供基本電信服務之轉售服務及電信加值服務，即第二類電信事業
得經營之業務，屬原第一類電信事業執照之營業範圍，應將其營業收入納
入第一類電信業務營業額。
前項所稱營業收入總額，應包括各種電信業務因內部交易所產生之收入，
並應以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定會計分離後之業務別
損益表中所載各種業務營業收入為準。
經營者依電信法第十四條第六項授權訂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業務管理規

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費收費標準
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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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規定，代理外國通信業者在國內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時，該外國
通信業者應繳交之特許費，適用第二項所定國內同種類第一類電信事業業
務收費基準規定，並由經營者負繳納及申報之義務。
έన
特許費之計費期間採曆年制。
經營者之營業年度非採曆年制者，應於取得該管稽徵機關之核准，並檢附
該核准文件之影本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後，依
其採用之營業年度期間辦理。
Ѳన
經營者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以現金、以銀行為發
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本會或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納繳費
年度前一營業年度之特許費。
經營者終止或暫停營業時，其特許費之繳費期限由本會依實際情形另行書
面通知。
經營者未依前二項規定繳納特許費時，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第四項
及規費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
Ϥన
經營者有溢繳、誤繳或短繳特許費之情形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由
經營者提出具體證明，向本會申請退還，或由本會命其補繳。
前項退費或補繳，應自經營者繳納之日起，至本會核准退費或命其補繳之
日止，按退費額或補繳額，依繳費之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費或補繳。
ϲన
經營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依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
則相關規定，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一般財務報告、電信分離會計財務
報表，向本會申報各種電信業務營業額及應繳特許費之數額。
經營者終止或暫停營業時，其申報期限由本會依實際情形另行書面通知。
經營者未依前二項規定檢送相關財務報表時，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
六款及第五項之規定辦理。
ϲనϞΙ
應繳納特許費金額在一定數額（含）以上者，繳納義務人有不能於規定期
限內繳納之事由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納期限屆滿前，附
具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依規費法第十六條規定
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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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一定數額如下：
一、行動電話業務：新臺幣一億元。
二、無線寬頻接取業務：新臺幣五千萬元。
三、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五千萬元。
四、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新臺幣一千萬元。
五、市內、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五百萬元。
六、其他業務：新臺幣一百萬元。
Μన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電信工程業證照費收費標準
電信工程業證照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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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0012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申請電信工程業之登記、變更或屆期換發、遺失或破損補發執照，每張收
取證照費新臺幣九百元。
έన
證照費於申請時收取之。
Ѳన
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繳納規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Ϥ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二、其他法律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船舶法第
條 ( 原船舶法第5151條之
條之1）!
1)
船舶法第
2424
條（原船舶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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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9 年 12 月 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43 條；並自 20 年 7 月 1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50 年 1 月 30 日總統(50)台總字第 578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98 條
3. 中華民國 63 年 11 月 1 日總統(63)台統（一）義字第 4959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89 條
4. 中華民國 72 年 12 月 28 日總統(72)台統（一）義字第 7157 號令修正公布第 2、72、
73、75∼83、85 條條文；刪除第 6 條；並增訂第 63-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85 年 10 月 2 日總統(85)華總（一）義字第 85002372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 條
條文
6. 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30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190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2、63、
65∼67、69∼73、78∼83 條條文；並刪除第 87 條條文；並增訂第 22-1、35-1、42-1、
49-1、51-1、61-1、74-1、87-1∼87-10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3149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02 條；除
第 73 條第 1 項由航政機關辦理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30009871 號令發布第 73 條第 1 項定自
103 年 7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第 70 條第 2 項所列屬
「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年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8.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253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87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290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4、
11、16、20、21、23∼25、28、30、31、33、34、37、57、58、60、61、63、65、66、
68∼72、78、81∼83、89∼95、97、98、100 條條文；增訂第 15-1、28-1∼28-3、301、34-1、101-1 條條文；並刪除第 38、54 條條文

ΠΪѲన
船舶因分類、噸位、載運貨物型態、適航水域不同，其船舶設備之項目、
規範、豁免及等效、證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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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
臨時監察之收費標準
1.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6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3B000021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30077699 號令、國防部制剴字第 0930000488 號令、法務部法令字第 0930017635 號
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標準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通訊監察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臨時監察時，行動電話
業者得依所附收費標準表一收取費用，固定通信業者得依所附收費標準表
二收取費用。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臨時監察之收費標準
配合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臨時監察之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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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臨時監察之收費標準
表一(行動電話業者部分)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透過 PSTN 至後端錄音） （透過專線電路至後端錄音）
（一） 人力成本

（一） 人力成本

1.設定費每號 50 元

1.設定費每號 50 元

（前端錄音）
（一） 人力成本
1.設定費每號 50 元
2.接線費每號 200 元

（二） 設施成本

（二）設施成本

1.接續費約 0.6 元/分
（依業者支付門號所屬

（二）設施成本

1.介面埠設備費(註 1)

1.介面埠設備費(註 1)

每埠每日 100 元

每埠每日 100 元
2.場地費(人員進駐時)

業者之接續費計算）

每日 70 元
3.臨時線路費
每日每半公里 4.8 元
（三）固定建設成本（註 2） （三）固定建設成本（註 2）
1.門號租費

1.專線接線費
2.專線月租費

註 1：如屬正式建置通訊監察系統之設備者，不得收取。
註 2：固定建設之設施費用，按不高於成本之優惠價格，於發生時支付。
註 3：前端係指業者端，後端係指執行機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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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執行機關至第一類電信業者機房執行個案臨時監察之收費標準
表二(固定通信業者部分)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透過 PSTN 至後端錄音）

（透過專線電路至後端錄音）

（前端錄音）

（一）人力成本

（一）人力成本

1.設定費(註 1)

1.設定費(註 1)

每號 50 元

每號 50 元

2.接線費(註 1)

2.接線費(註 1)

每號 200 元
（二）設施成本(註 5)

每號 200 元
（二）設施成本
1.介面埠設備費(註 1)(註 2)
每埠每日 100 元

（一）人力成本
1.設定費(註 1)
每號 50 元
2.接線費
每號 200 元
（二）設施成本
1.介面埠設備費(註 1)
(註 2)
每埠每日 100 元
2.場地費(人員進駐時)
每日 70 元
3.臨時線路費
每日每半公里 4.8 元

（三）固定建設成本(註 3)
1.門號租費

（三）固定建設成本(註 3)
1.專線接線費
2.專線月租費

註 1：發生時，始得收取。
註 2：如屬正式建置通訊監察系統之設備者，不得收取。
註 3：固定建設之設施費用，按不高於成本之優惠價格，於發生時支付。
註 4：前端係指業者端，後端係指執行機關端。
註 5：如執行機關要求將受監聽之電話轉接至其他固網業者之門號時，得比照行動電話業
者部分之模式一（依業者支付門號所屬業者之接續費計算）收取所發生之接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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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編 無線電信設備
第一章 通

則

第二五三條
本規則所稱無線電信設備，指下列設備及其屬具：
一、單邊帶無線電話設備。
二、特高頻無線電話設備。
三、無線電話自動警報器。
四、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五、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
六、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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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雷達詢答機。
八、海事安全資訊接收設備。
九、船舶地球電臺。
十、漁船用無線電對講機。
第二五四條 （刪除）
第二五五條
本編用詞定義如下：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指利用特高頻、中頻或高頻頻帶之地面無
線電通信設備、衛星無線電通信設備、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
印字電報之自動化無線電通信技術，從事一般通信及遇險、緊急、
安全通信之系統，使船舶航行安全獲得保障。
二、無線電話警報信號：指由兩個交替發送正弦波音頻音調組成之信號，
其一音調為每秒二二○○赫（加減百分之一‧五），另一音調為每
秒一三○○赫（加減百分之一‧五），每一音調之歷時為二五○毫
秒（加減五○毫秒），兩音調之間隔時間不得超過五○毫秒，兩音
調之振幅比值不得超過一比一‧二。
三、輻射：指任何以無線電波形式向外散發之能量。
四、發射：指由無線電發射機所產生之輻射。
五、發射標識：指無線電發射按主載波調變方式、調變之訊號特性及傳輸
信息之形式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組成之，其組合之方式如下：
（一）第一位字母表主載波之調變方式。
A 雙邊帶調幅。
H 單邊帶、全載波調幅。
J 單邊帶、遏止載波調幅。
F 頻率調變。
G 相位調變。
（二）第二位字母表調變主載波之訊號特性。
1 包括定量化或數位化信息而未使用調變副載波之單一頻路。
2 包括定量化或數位化信息而使用調變副載波之單一頻路。
3 含類比信息之單一頻路。
（三）第三位字母表示傳輸信息之形式。
B 自動接收電報術。
E 電話術。
X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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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混附發射：於發射之必需頻帶寬度外產生之輻射或頻率，其位準可再
降低而不致影響所傳送之信息，包括諧波發射、寄生發射、相互調
變及頻率轉換所產生者。但不含頻帶外之發射。
七、指配頻帶：指配予電臺發射之頻帶，其頻帶寬度等於必需頻帶寬度與
頻率容許差度絕對值兩倍之和。
八、指配頻率：指配予電臺之頻帶中心。
九、頻率容許差度：指配頻率與發射頻譜中心頻率間，或參考頻率與發射
之特性頻率間之最大容許偏差。
十、必需頻帶寬度：指一發射類別所占用最低頻帶寬度，足使資訊傳輸得
到必要之速率與品質。
十一、尖峰波封電功率：發射機在正常作業條件下，在其調變波封尖峰上
一個射頻週期內，輸出至天線傳輸線上之平均射頻功率。
十二、平均功率：指在正常工作情況下，於較最低調變頻率週期為長之時
段內，發射機供應天線傳輸線之平均功率。
十三、載波功率：指在無調變情況下，當發射機頻率在無線電之一週期
中，供應天線傳輸線之平均功率。
十四、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指一種於緊急狀況，可指定位址之無線電發
射機，其發射目的在便利搜索與救助作業。
十五、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指使用於船上、船舶間、船
舶與其救生筏艇或救難艇間、各救生筏艇間等通信之低功率無線
電話設備。
十六、預強調：指將正常信號加以改變，使其中某一部分頻率之幅度較其
他部分預先加強者。
十七、韻階：指由某音算起至第八音，即該音頻率之一倍。
十八、垂直偏極化：指電波輻射場與水平面成垂直者。
十九、國際無線電話遇險頻率：指中頻二一八二千赫，發射類別為
A3E、H3E 及 J3E 以無線電話從事遇險、緊急及安全通信。其保護
頻帶自二一七三‧五千赫至二一九○‧五千赫。每小時自○分起
及自三十分起所有船舶及海岸電臺均守聽三分鐘。在此時間內除
遇險呼叫或通信外其他通信一律停止。
二十、特高頻段國際遇險、安全及通信頻率：指第十六頻路一五六‧八百
萬赫，發射類別為 G3E 以無線電話從事遇險、緊急及安全通信，
其保護頻帶為一五六‧七六二五至一五六‧七八七五百萬赫及一
五六‧八一二五至一五六‧八三七五百萬赫。所有船舶及海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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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在此頻段工作者，除在其他頻道通信外，應隨時守聽。
二十一、適用公約船：指應適用下述國際公約規定所定義之船舶，並依其
種類分成下列兩種：
（一）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適用一九七四年海上人
命安全國際公約之一九八八年修正案所規定之航行國際航
線船舶，及總噸位三百以上之航行國內航線船舶。
（二）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俟一九七七年漁船安全國際公約
之一九九三年議定書生效後，其第九章規定所適用之航行
國際航線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之漁船，及一九九七年二月
日本暨其它亞洲國家於東京召開東亞暨東南亞地區作業之
二十四公尺以上至未滿四十五公尺漁船安全會議報告所規
定之漁船。
二十二、非適用公約船：指非前款所規定之船舶，並依其種類分成下列兩
種：
（一）非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總噸位未滿三百之航
行國際航線非客船，及總噸位未滿三百之航行國內航線船
舶。
（二）非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指非前款第二目所規定之漁船。
二十三、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適用公約船所裝設之船
舶無線電臺。
二十四、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依非適用公約船之種
類、船長、總噸位及航行海域裝設之船舶無線電臺。
二十五、A1 海域：指在至少一處特高頻海岸電臺無線電話通信範圍可連
續使用數位選擇呼叫遇險警報之海域，如附圖一所示。
二十六、A2 海域：指不包括 A1 海域，在至少一處中頻海岸電臺無線電
話通信範圍可連續使用數位選擇呼叫遇險警報之海域，如附圖
二所示。
二十七、A3 海域：指不包括 A1 及 A2 海域，在國際行動衛星組織（國際
海事衛星組織）同步衛星通信範圍可連續使用遇險警報之海
域。
二十八、A4 海域：指 A1、A2、A3 海域以外之海域。
二十九、數位選擇呼叫：指利用中頻、高頻或特高頻叫接船舶電臺或岸臺
之方法之一，其使用數位碼之技術，使船舶電臺能與其他之一
個或一群船舶電臺或岸臺建立聯繫並傳輸資訊，將水上行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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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通信現代化。
三十、航行警告電傳：指利用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系統，以五一八千赫廣
播並自動接收海事安全資訊，航行本國特定海域之船舶得使用四
九○千赫或四二○九‧五千赫。
三十一、雷達詢答機：為一雷達導向裝置，配置於救生艇、筏或船舶上，
經搜索雷達脈波觸發後，以九吉赫發射信號答詢，俾便尋得其
位置。
三十二、直接印字電報：指符合國際電信聯合會電信組所制定有關建議事
項之自動電報技術。
三十三、海事安全資訊：指航行與氣象警告、氣象預報及其他對船舶廣播
有關安全之緊急信息。
三十四、強化群體呼叫：為國際行動衛星組織之衛星系統中之一項功能，
能讓海事安全資訊提供者將關於海事之安全資訊透過安全網路
服務，傳送給位於四個國際行動衛星組織海事衛星所涵蓋海洋
區中任何區域中特定之船或船群；簡稱強化群呼。
三十五、一般無線電通信：指以無線電傳送有關船舶營運管理及公眾相關
之通信，不包括遇險、緊急與安全信息。
三十六、船橋間通信：指自船舶駕駛臺進行船舶對船舶間之安全通信。
三十七、連續守聽：無線電守聽二十四小時內不應中斷，惟當船舶之接收
能力損壞、船舶本身通信之妨礙或設備作定期之保養或檢查而
作短暫之中斷，不在此限。
三十八、維持守聽：指依無線電規則相關規定於特定頻道上安排之無線電
守聽。
三十九、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係由九位數字組成，經無線電發送，以便
統一識別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船舶電臺、船舶地球電
臺、海岸電臺、海岸地球電臺及呼叫群之識別碼。
四十、海岸地球電臺：為從事水上行動衛星通信業務之地球電臺，位於某
特定陸上固定點，以提供水上行動衛星通信業務之鏈路。
四十一、船舶地球電臺：指位於船舶上從事水上行動衛星通信業務之行動
地球電臺。
四十二、四○六百萬赫衛星輔助搜救系統：以低空繞極軌道衛星測定發射
四○六百萬赫遇險無線電示標之位置之搜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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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無線電通信設備技術規定
第一節 （刪除）
第二五六條
第二五七條
第二五八條
第二五九條
第二六○條
第二六一條
第二六二條
第二六三條
第二六四條
第二六五條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第一節之一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無線電
第二六五條之一
供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用之船用無線電設備應符合下列一般規定：
一、國際無線電規則、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通信組有關建議案及第二百
八十一條至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十八之規定。
二、操作
（一）操作用控制器之數量、及其設計、功能、位置、佈置及大小應
以能提供簡單、迅速及有效操作為原則，其佈置應能避免操作
之疏忽。
（二）控制器應能正常調整並易於操作，在正常操作之位置上，控制
器應易於識別，凡通常不需操作之控制器應裝置於不易接近之
位置。
（三）設備或船舶上應有充分之照明，以便隨時測讀指示器及識別控
制器，並應具有將可能影響航行之任何設備光源予以減弱之措
施。
（四）設備之設計應使誤用控制器時，不致肇致設備之損毀及人員之
受傷。
（五）當設備之某一單元與其他一個或多個單元連接時，應仍能保持
各別之功能。
（六）如設備具有阿拉伯數字零至九之輸入盤，其排列應符合國際電
信聯合會電信標準組之有關建議。但所用設備為類似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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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用之字母數字鍵盤時，其數字之排列應符合國際標準組織
之有關標準。
（七）在船舶可能遭遇之各種海象、船舶運動、震動、溫度與濕度情
況下，設備應仍能繼續操作。
三、電力供應
（一）在船舶通常預期之供電變化情況下，應仍能繼續操作。
（二）應有保護裝置以防止因受過電流、超電壓、瞬時變化及供電極
性意外逆轉等影響而損壞。
（三）如設備係規定由一個以上之電源操作，則應具有由一電源迅速
變換至另一電源之裝置。但此裝置，並不需要在設備之內。
四、干擾
（一）應採合理與可行之步驟，以確保該有關設備與依規定所攜備之
無線電通信及航行設備間，能電磁相容。
（二）由各單元所發出之機械噪音應受限制，使不致影響船舶航行所
需收聽之聲音。
（三）安裝於標準或操舵磁羅經附近之各項設備，應將距此等羅經之
最小安全距離標示於設備之明顯處。
五、安全防護措施
（一）設備之所有組件與電線，其直流或交流或兩者電壓之合併尖峰
電壓（但不包括無線電頻率電壓）
，超過五十五伏特者，應予防
護以避免意外之接近。當防護罩移開時，應能自動將所有電源
切斷，否則設備之構造應限於使用專用之工具時始能接近電壓
部分，同時在設備內及護罩上應標以顯著之警告標示。
（二）設備之裸露金屬組件應具有接地之設備，且此設備不應肇致任
何電源終端之接地。
（三）所有步驟應使設備輻射出之電磁無線電能量不致危及人員安
全。
（四）可能產生Ｘ射線輻射之設備元件，在正常工作狀況下，其外部
之輻射不得超過主管機關規定之限值，其內部輻射超過規定之
限值者，應於內部固定裝設顯著之警告，並於設備手冊內註明
在操作時應採取之防護措施；當任何部分故障可能肇致輻射之
增加時，亦應於說明書內敘明應採之防護措施。
六、維護保養
（一）設備之設計應使其主要裝置易於更換，且更換後並不需要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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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校準或調整。
（二）設備之構造與安裝應易於接近，以便於檢查與維護保養。
（三）為適當操作與維護保養，應提供充分之資料，包括全部線路
圖、元件之佈置圖、元件清單，及確定、辨識與更換有缺點複
合模組之資料。
七、標誌
設備及裝置之外部，應於正常安裝位置清楚標示：製造廠商之識別
標誌、設備型號或型式試驗時，樣機之識別標誌及裝置之序號。
第二六五條之二
船舶之無線電通信設備之安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置於無機械、電力、噪音或其他原因所可能產生之有害干擾影響其
正常使用之處；對其他設備及系統，應確保其電磁之相容性，並避
免有害之相互作用。
二、應置於有最大安全性及操作方便之處。
三、加以防護以避免水、極高極低之溫度及其他惡劣環境狀況之有害影響。
四、備有永久可靠之電力照明，使無線電控制器有足夠之照明以操縱無線
電通信設備。該電力照明電源應獨立於主電源及應急電源外。
五、將呼號、船舶電臺相關識別碼及其他適用於該無線電通信設備之代碼
予以明顯標示之。
六、若船舶基於航行安全所設置之特高頻無線電話頻道之控制，應在船橋
靠近指揮位置隨時可立即使用；需要時，該等設備應能自船橋兩翼
進行無線電通信。兩翼之通信得採用手持式特高頻設備。

第一節之二 船舶無線電信設備之應急、備用
第二六五條之三
①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依規定設置之無線電信設備及其守聽設備，
當主電源失效時應可從船上應急電源供電，其供電小時數不得少於下列規
定：
一、八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後建造之客船，三十六小時。
二、八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後建造之貨船，十八小時。
②前項應急電源應為獨立自足式，得為發電機或蓄電池，其詳細要求應符合
相關國際法規之規定。
第二六五條之四
①船舶航行於海上時，應隨時有足夠電力供應以操作無線電通信設備，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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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備用電源充電之用。
②船舶應備有備用電源，俾便船舶之主電源及應急電源故障時，以供應無線
電通信設備，作為遇險與安全通信之用。
③其供應所需容量計算方式與最低小時數要求，依船舶應急電源及船舶用途
規定如下：
一、備用電源所需容量計算方式如左：於遇險狀況下之【二分之一×
（發送時消耗電流）＋（接收時消耗電流、安全燈及其它負載設備
等之消耗電流）】×所需最低小時數要求。
二、所有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所需備用電源最低小時數要求：
（一）八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前建造之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分
別備有應急電源三十六小時與十八小時者，至少應有備用電源
一小時，否則應備有六小時。
（二）符合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者，至少一小時。
（三）未符合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者，至少六小時。
（四）國內航線總噸位三百以上之貨船，備有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者，至少一小時，否則應備有四小時。
三、非適用公約船無應急電源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總噸位未滿三百噸國際航線貨船或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之非適
用漁船國際公約船，至少六小時。
（二）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之客船，至少八小時。
若備有應急電源供電小時數不少於備用電源者，備用電源得免除
之。
四、未列入上述規定之船舶其備用電源至少四小時，若備有應急電源供電
小時數不少於備用電源者，備用電源得免除之。
第二六五條之五
備用電源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須同時供應獨立之高頻及中頻無線電通信設備。
二、應與船舶推進動力及船舶電力系統分開獨立之。
三、該備用電源應能依前條第三項所規定之適當時間，並滿足操作無線電
設備所需之電力照明及第二百六十五條之六所規定之其它負載設
備，提供特高頻無線電通信設備及下列任一設備之所需電流：
（一）所有其他無線電通信設備。
（二）若僅有一套其他無線電通信設備與特高頻無線電通信設備同時
供應時，則以其他無線電通信設備中消耗電流最大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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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供應操作無線電設備所需之電力照明。
第二六五條之六
依本規定所須之無線電通信設備，為確保其適當之性能，須從船舶之航行
設備或其他設備不斷輸入資訊至無線電通信設備者，應有設備以確保當船
舶之主電源或應急電源失效時，仍可繼續供應此資訊。

第二節 單邊帶無線電話設備
第二六六條
單邊帶無線電話設備應包括發話機、收話機、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所述無
線電話遇險頻率守聽接收機、電源及天線。
第二六七條
發話機之性能、裝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在一六○五至四○○○千赫頻帶應能以二一八二千赫作Ｊ３Ｅ或Ｈ３
Ｅ類發射，並能在附表一所列頻率或政府規定之其他頻率作Ｊ３Ｅ
類發射。在四○○○千赫至二七五○○千赫頻帶應能以附表二、
三、四、五所列頻率作Ｊ３Ｅ類發射，並能以四一二五、六二一
五、八二五五、一二二九○、一六四二○、一八七九五、二二○六
○、二五○九七千赫呼叫頻率作Ｊ３Ｅ類發射。
二、載波頻率誤差在一六○五千赫至四○○○千赫頻帶不得超過正負四十
赫，在四○○○千赫至二三○○○千赫間頻帶不得超過正負五十
赫，混附發射應低於主波以下四十分貝，並不超過五十毫瓦。
三、應使用上邊帶。
四、調變成音頻率應在三五○赫至二七○○赫之間，波幅變動應在六分貝
以內。
五、調變之深度至少可達百分之七十，最大不得超過百分之百。
六、不需要之頻調應儘量抑低以防失真。
七、Ｊ３Ｅ類發射之載波電功率應在尖峰波封電功率以下至少四十分貝。
八、使用Ｈ３Ｅ、及Ｊ３Ｅ各類發射在尖峰波封電功率發送時，在選定頻
率輸送至天線傳輸線在任何不需要發射之電功率應符合下表規定：
不需要發射頻率與指配頻率之間距 尖峰波封電功率以下最小衰減量
一‧五ＫＨｚ至四‧五ＫＨｚ
三十一分貝
四‧五ＫＨｚ至七‧五ＫＨｚ
三十八分貝
七‧五ＫＨｚ以上
四十三分貝，不必要發射之功率
不超過五十毫瓦電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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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船舶僅裝有無線電話設備者，其各發射頻率均應預先調整完妥，更換
頻率應僅使用最簡單手續完成。
十、收發話如以手動變換者，應由裝於話筒或送受話器之開關控制之。
十一、貨船總噸位未滿五百者其發話機之輸出電功率不應小於十五瓦（單
邊帶尖峰波封電功率六十瓦）。總噸位在五百以上者其發話機之
輸出電功率應不小於四十瓦（單邊帶尖峰波封電功率一百五十
瓦）。船舶不論噸位其發話機最大輸出電功率在一六○五至二八
五○千赫者不應超過一百瓦（單邊帶尖峰波封電功率四百瓦）。
在四○○○至二七五○○千赫者不應超過四百瓦（單邊帶尖峰波
封電功率一千五百瓦）。
十二、應裝有以自動方式產生無線電話警報信號之設備，播送時間為三十
秒至一分鐘，並可隨時停止操作，該設備之設計應能防止誤用。
第二六八條
收話機之性能、裝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船舶僅裝有無線電話設備者，除能接收二一八二千赫Ｊ３Ｅ及Ｈ３Ｅ
發射外，並能接收配合發話機作單工或雙工操作各種頻率之Ｊ３Ｅ
類發射。各接收頻率須先調整完妥，配合發話機之頻率更換同時變
更。此外，尚應能接收有關氣象報告或航行安全之頻率，如不能接
收，則應另備一收音機接收此等頻率。
二、在輸入訊號低至五十微伏時，應仍有足夠之靈敏度在揚聲器中產生清
晰之音頻信號。
第二六八條之一
無線電話遇險頻率守聽接收機之性能與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該機應具有濾波器或當沒有無線電話警報信號時可使揚聲器靜音之裝
置，該裝置須便於啟閉，以供船長於守聽時，認為將會干擾船舶航
行安全，可予以關閉。濾波器對一三○○赫及二二○○赫正負百分
之一‧五範圍內之音頻衰減量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靜音裝置應能
在接收無線電話警報信號六秒鐘內使揚聲器作用。
二、接收機應預先調整固定於無線電話遇險頻率，其靈敏度應在天線輸入
訊號低至五十微伏時，能在揚聲器內產生清晰可聞之信號，並在二
一八二千赫正負三‧五千赫保持同樣之靈敏度，在該範圍外其靈敏
度應迅速降低。
三、接收機可接用備用電源。
四、接收機應有足夠的音頻輸出功率以使駕駛臺之揚聲器作用。

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
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

587

五、接收機另裝有天線者，應具有保護該機之裝置，以避免船舶發射機工
作時受損。
六、接收機及其附屬設備應安裝牢固，在船舶預期可能發生之海象、震
動、濕度、溫度及電壓變化情況下仍能工作。
第二六九條 （刪除）
第二七○條
天線應依下列規定：
一、如懸掛於易搖動之支持物間，應有適當之防護。
二、應備有一副組合完成立可裝置之備用天線。
第二七一條
船舶僅裝設無線電話設備者，其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設於船舶之上部，並儘可能在噪音最低之處以免影響通信。
二、與駕駛臺間應設有效之通信裝置。
三、應有準確時鐘。該鐘應懸掛牢固，其位置應使整個鐘面於無線電話收
發位置易於見到。
四、應裝有一盞安全燈，其電源與照明者不相連屬，並足以照明無線電話
之操作開關、時鐘及第六款所述之處理程序說明表。
五、收發話機之電源如使用蓄電池時，應設有估計充電情形之裝置。
六、應備有一遇險時無線電話處理程序說明表，懸掛於無線電話操作時易
於見到之處。

第三節 特高頻無線電話設備
第二七二條
特高頻無線電話設備應包括發話機、收話機、電源及天線。
第二七三條
發話機之性能與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使用之頻率一五六‧八兆赫及一五六‧三兆赫外，並應有附表六所列
為業務所需之頻率。
二、頻率容許差度不得超過百萬分之十，平均混附發射應低於主波以下四
十分貝並不超過二十五微瓦。
三、應使用Ｇ３Ｅ類發射。
四、音頻限在三千赫以下，預強調每韻階六分貝。
五、最大頻移應接近正負五千赫並不得超過之。
六、載波電功率不得超過二十五瓦，並應有可立即減低至一瓦之裝置。

588 貳、通訊類法規
七、所有各頻率均需預先調整完妥，更換頻率應僅使用最簡單手續完成。
八、收發話如以手動變換者，應由裝於話筒或送、收話器之開關控制之。
第二七四條
收話機之性能與裝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靈敏度應在輸入信號低至二微伏時可產生二十分貝之信號噪音比。
二、各接收頻率均應預先調整完妥，配合發話機頻率同時變更。
第二七五條
特高頻無線電話平時應由船舶之主電源供電，必要時得轉接由無線電報設
備、無線電話設備或駕駛臺之備用電源供電，但應注意備用電源之容量是
否足敷規定。
第二七六條
特高頻無線電話應採用垂直偏極化無方向性天線。
第二七七條
特高頻無線電話應設於駕駛臺之適當處所，以便指揮者立刻操作使用。如
設置於報、話房內，則駕駛臺指揮處所應有改換頻路及收發話之遙控機
件，如屬必要，駕駛臺之兩側亦應裝置該項遙控機件。

第四節 無線電話自動警報器
第二七八條 （刪除）
第二七九條 （刪除）
第二八○條
無線電話自動警報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調諧電話及音頻選擇之最大頻率響應誤差應在正負百分之一‧五以
內。在最大頻率響應處正負百分之三頻率範圍內，其音頻衰減量不
應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在無噪音及干擾情況下，自動接收設備應於接收無線電話警報信號四
至六秒間產生作用。
三、應能在不連續之天電或其他強力信號干擾之下仍能感應無線電話警報
信號。
四、自動警報設備應不因天電或警報信號之外之強力信號引起作用。
五、在保持守聽時，應毋需藉任何之人工調整。
六、有效接收距離應超出語言發送之射程範圍。
七、應安裝牢固，在船舶預期可能發生之海象、震動、濕度、溫度及電壓
變化情況下仍能繼續工作。

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
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

589

八、機件未能正常作用時應能發出障礙信號。

第五節 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第二八一條
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分類如下：
一、特高頻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二、四○六兆赫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第二八二條 （刪除）
第二八三條
特高頻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性能，應依下列規定：
一、發射頻率應為一二一‧五兆赫或二四三兆赫，其頻率誤差不得超過十
萬分之五。
二、使用Ａ３Ｘ類或類似之調幅發射（最小週期為三分之一）者，其最低
調變率為百分之八十五。
三、具有電波發射指示裝置，發射得為間歇性，其工作週期之決定應考慮
引導方位之可能性，避免頻率之擁擠，及符合國際民航組織之要
求。
四、調幅之音頻為一六○○赫至三○○赫間不少於七○○赫之音頻掃降信
號，其掃動率每秒為二至四次。
五、使用垂直偏極化無方向性天線。
六、電源應由內裝電池供應，其容量應足敷使用四十八小時。每年應檢試
並更換新電池。
七、應有防水裝置，能飄浮水面，自二十公尺高處墜落水上亦不致損壞。
八、啟動或關閉限以人工操作。
九、設備輕巧，便於攜帶，外殼應為鮮明之色彩，其設計應能由任何船員
使用、試驗及維護。
第二八四條 （刪除）
第二八四條之一
四零六兆赫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及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二規定。
二、示標所發射信號之主要技術特性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工作頻率：應符合衛星輔助搜救系統文件 C/S T.001 之規定，
其中四零六點零二五兆赫頻道之工作頻率應為四零六點零二五
兆赫加減零點零零二兆赫，出廠五年後得為加減零點零零五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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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四零六點零二八兆赫頻道之工作頻率應為四零六點零二八
兆赫加減零點零零一兆赫，出廠五年後得為加零點零零二或減
零點零零五兆赫；其餘頻道之工作頻率應為該頻道之中心頻率
加減零點零零一兆赫，出廠五年後得為加減零點零零五兆赫。
（二）頻率穩定度：短期為每十分之一秒十億分之二，中期為每分鐘
十億分之一。
（三）發射功率：五瓦加減二分貝。
（四）調變方式：調相。
（五）天線極化方式：右旋圓極化。
三、具有一二一點五兆赫供飛機導向，該導向信號除在發射四零六兆赫信
號時可能中斷最多二秒鐘外，應有連續之工作週期；並應符合無線
電規則附錄三十七 A 技術特性規定。但有關掃描方向規定除外，掃
描方向只可向下或向上。
四、能以人工啟動及停止作用，並裝有適當設備以防止意外啟動。
五、應為自動浮離型。
六、裝置於船上之示標除可現場手動啟動外，當裝設在自動浮離架時，亦
可設計由駕駛臺遙控啟動；在海上航行之船舶甲板上可能遭遇之震
動及其他環境狀況下，仍可正常操作；將示標設計成適於任何橫傾
或俯仰，在水深達四公尺前自行釋放，並浮離。
七、遇險警報之手動操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僅能由專用遇險警報啟動器啟動遇險警報。
（二）專用警報啟動器應清楚標示並予以保護，以防止誤觸啟動。
（三）至少包含二種動作，方能啟動。
（四）本示標從釋放裝置取出，應無法自動啟動而誤發遇險警報。
八、遇險電文中固定不變之部分，應使用不變性之記憶予以儲存於該示標
內。
九、電文中應含有專用之示標識別碼，該碼應包括三位數之國家識別碼並
尾隨六位數字國際無線電規則規定之船舶電臺識別碼或呼號。
十、傳送之訊號與電文格式之技術特性，應符合衛星輔助搜救系統文件
C/S T.001 之規定。
十一、應能在下列環境下操作：
（一）攝氏零下二十度至攝氏五十五度。
（二）結冰狀況。
（三）相對風速達每小時一百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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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攝氏零下三十度至攝氏七十度之溫度內儲存後。
十二、不受海水或油之影響，在長期暴露於日光下亦不損壞。
十三、在水下十公尺深處，其電子裝置部分應至少具有五分鐘之水密性。
自裝置位置至浸沒水中之轉變過程中，應考慮其溫度變化達攝氏
四十五度之狀況。在遭遇海洋環境、冷凝水及漏水之有害效應
時，其性能亦不應受影響。
十四、在靜水中，應能直立漂浮，並在所有海象下，具有正穩度之足夠浮
力。
十五、由二十公尺高處落入水中不致受損。
十六、應備適於繫繩用之可浮短索，其佈置應能防止示標浮離時，為船舶
結構所纏。
十七、備有可因黑暗啟動之低負載閃光燈，其光度為零點七五燭光，以為
附近之倖存人員及救難單位指示其位置。
十八、在不與衛星通信情況下，即可在船上測試該示標能否正常運作，並
備有設備以指示正在發射信號。
十九、外觀應為可見性高之黃色或橙色，其材質應具反光效果。
二十、外部應清晰標示簡要之操作說明，所用原電池之有效日期及識別
碼。
二十一、電池具有足夠容量能操作該示標達四十八小時。
第二八四條之二
四○六兆赫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自動浮離釋放及啟動裝置性能標準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自動浮離釋放及啟動裝置能使本示標從船上自動釋放，並自動啟動。
二、自動浮離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其設計應使其啟動裝置在任何方向上達到四公尺水深之前工
作。
（二）應在負三十度Ｃ至正六十五度Ｃ之溫度範圍內工作。
（三）以不會腐蝕之相容材料製成，俾防止品質降低可能導致該裝置
發生任何故障。自動浮離釋放裝置之零件不應施行鍍鋅或其他
形式之金屬被覆。
（四）其構造設計，當海水衝到裝置，不會釋放。
（五）不因海水、油或長期日光曝曬而受到不當之影響。
（六）受到撞擊、振動或經歷遠洋船舶甲板上所遇到之其他惡劣海況
之後，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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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船舶航行於可能結冰之水域時，其設計應使結冰減少至最低
程度，且可行時，使結冰效應不致影響本示標之釋放。
（八）安裝時，慮及本示標釋放後，不受到沉船結構之妨礙。
（九）備有清楚標示手動釋放操作說明之標誌。
三、對於需要外部供電或數據連接（或兩者均需要）之示標，連接裝置不
應阻止示標之釋放與啟動。
四、應在不啟動示標之情況下，以簡單之方法對自動釋放裝置之正常功能
予以評估。
五、應能以手動方式將示標從自動浮離裝置上釋放。

第六節 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
第二八五條 （刪除）
第二八五條之一
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分類如下：
一、可攜式。
二、固定式。
第二八五條之二
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能用於救生筏艇間、救生筏艇與船舶間以及救生筏艇與搜救單位間之
現場通信，若使用適當頻率，亦得用於船上通信。
二、在可能遇到之各種環境噪音下能操作使用。
三、不可有損及救生艇、筏之尖銳突出部分。
四、接收機應備有變更聲音音量輸出之手動音量控制裝置。
五、能由任何船員操作。
六、能由戴手套之人員操作，於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前裝設者，該手套
應符合一九七四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三章規則三十三對浸水
衣之規定；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裝設者，應符合修正後公約第
三章規則三二．三對浸水衣之規定。
七、在一公尺水深處至少水密五分鐘。
八、在浸水狀況下承受攝氏四十五度溫度之熱衝擊時，仍能保持水密性。
九、不受海水或油之影響。
十、應能在一五六‧八兆赫頻率（特高頻十六頻道）及至少另一個頻道上
操作，所選配之所有頻道應限供單頻道語音通信，於九十四年六月
三十日以前裝設者，發射類別為Ｇ３Ｅ；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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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者，發射類別為Ｇ３Ｅ或Ｆ３Ｅ。
十一、開關鈕應具有可靠性之視覺指示，以顯示業已開機。
十二、應具備雜音（靜默）控制裝置及頻道選擇開關。
十三、頻道之選擇操作應簡易，所選之頻道應明顯可辨識。
十四、頻道之指示應符合國際無線電規則附錄十八之規定。
十五、在所有之現場光線下，應能確定第十六頻道業經選定。
十六、應可在開機後之五秒鐘內操作。
十七、應有安全防護措施，不致因天線斷路或短路影響而受損。
十八、發射機之輸出功率最小應為○‧二五瓦特，如輸出功率超過一瓦
特，則須有功率減低開關將之減至一瓦特以下。
十九、接收機之靈敏度，在輸出端信號對噪音失真比為十二分貝時，應等
於或高於二微伏電動勢；抗干擾性應使需要之信號不致受不需要
信號之嚴重影響。
二十、天線為垂直極化並儘可能在水平上為全方位者，在工作頻率上該天
線應有效輻射及接收信號。
二十一、接收機之聲音音量輸出應使在船上或救生筏艇上可能遭遇之現場
噪音下足以聽到；輸出在發射狀況中並應靜默。
二十二、其設計應能在攝氏溫度零下二十度至攝氏溫度五十五度範圍內操
作，當在攝氏溫度零下三十度至攝氏溫度七十度範圍內儲置時
不致受損。
二十三、原電池應有足夠容量以確保在負載週期為一比九時，以最高額定
功率工作八小時；該負載週期規定為六秒之發射、高於雜訊開
啟位準六秒之接收及低於雜訊開啟位準四十八秒之接收。
二十四、示標之外部應清晰標示簡要操作說明及所用原電池之有效日期。
第二八五條之三
可攜式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及第二百八十五條之二規定。
二、應包括天線與電池之整套發射及接收機，並包括按鈕發送開關之完整
控制裝置及隱存式麥克風與擴音器。
三、應體積小、重量輕，除頻道之選擇外，能以單手操作，具有將其繫在
使用者衣服上之裝置；另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裝設者，並應具
有適當弱鏈之腕帶或頸帶。
四、當長期暴露於日光下不致劣化，由一公尺高處落至硬表面應不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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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五、具有可見性高之黃色或橙色，或以環繞之黃／橙色標示帶予以標示。
六、電源應與設備成一整體，或可由使用者更換，並應有設備能利用外部
電源操作。
七、若設備可由使用者更換電源，則須配有專用原電池（非充電式者），
以供遇險情況下使用；該電池應備有無法更換之彌封以顯示其未經
使用過。
八、若設備無法由使用者更換電源，則須配備原電池（非充電式者）。可
攜式雙向無線電話設備應備有無法更換之彌封以顯示其未經使用
過。
九、原電池之貯存壽命應至少為二年；若原電池為使用者可更換者，則應
備有第五款所規定之顏色或標示。
十、非供遇險情況使用之電池在顏色與標示上，應與供遇險情況使用者有
所區別而不致混淆。
第二八五條之四
固定式船、筏、艇間用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及第二百八十五條之二規定。
二、應包括發射機、接收機、天線、及裝設通話按鈕之麥克風與擴音器。
三、能承受救生艇筏可能發生之撞擊及震動。
四、設計成易於安裝於救生艇筏中。
五、配有手持聽筒時，該揚聲器手動音量控制裝置不應影響手持聽筒之音
量輸出。
六、電源得與設備成一整體或在設備之外部。
七、雙向無線電話設備得配備原電池或充電電池。
八、當使用充電電池時，應有適當之安排以確保蓄電設備隨時可充。

第七節 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
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
第二八五條之五
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分類如下：
一、特高頻無線電話及數位選擇呼叫之無線電裝置。
二、中頻無線電話及數位選擇呼叫之無線電裝置。
三、中＼高頻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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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五條之六
①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應至少包含
下列設備，在單頻頻道或單、雙頻頻道上以語音及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
直接印字電報提供遇險、緊急、安全、船舶操作及公眾通信等各類呼叫及
通信：
一、含有天線之發射接收機。
二、整體或分離之控制裝置。
三、附有傳輸按鈕之麥克風，該麥克風得與電話合併於手機。
四、內附或外裝之揚聲器。
五、整體或分離之數位選擇呼叫設備。
六、應有在遇險頻道連續保持守聽之專用數位選擇呼叫守聽設備。
②前項無線電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遇險警報僅能透過一專用遇險按鈕才能啟動，其啟動至少包含兩種動
作方能為之，該按鈕不應為設備上之ＩＴＵ–Ｔ數字輸入鍵盤或Ｉ
Ｓ０鍵盤上之任何按鍵，且應清楚標示並予以保護，以防止誤觸啟
動。應顯示遇險警報發射之狀態，並可隨時中斷或啟動遇險警報。
二、應能由船舶主電源供電，亦能由替代電源供電。
三、整個裝置應能由船舶駕駛位置，或其鄰近位置控制操作。發射及
（或）接收之控制操作，不應肇致不必要之發射。
第二八五條之七
中頻及中\高頻裝置除符合前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發射機自任何發射類別變換至所欲操作之另一發射類別，應儘可能僅
操作一個控制裝置，此等發射如屬可行，應使用上邊帶信號。接收
機對發射類別之選擇亦應以一個控制裝置為之，對於Ｊ３Ｅ及Ｆ１
Ｂ類發射，在其輸入端之靈敏度，當信號噪音比為二十分貝時，應
等於或優於六微伏電動勢，並應具有抗干擾性，使無用之信號不致
嚴重影響有用之信號。
二、將發射機及接收機轉接於二一八二千赫及二一八七‧五千赫工作所需
之一切調整與控制裝置，均應有明顯之標示。人工調諧設備亦應有
足夠數量之指示器，俾能精確迅速調諧。接收機應備有自動增益控
制器。
三、發射機及接收機之頻率，無線電話應以載波頻率標示，數位選擇呼叫
應以指配（中心）頻率標示。當發射機於Ｊ２Ｂ類發射數位選擇呼
叫信號時，（抑制）載波頻率應予調整，使該信號係在指配之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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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呼叫頻率上發射。發射機及接收機所選擇之頻率，應能在各該
機之控制板上明顯識別，且可獨立設定，互不受限制。由任何頻率
上之工作迅速轉變至其他頻率工作，所耗時間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
超過十五秒。發射機在變換頻道作業中應不可能發射，並應具有自
動防止過調變之方法。
四、發射機在正常調變時，於規定頻率範圍內之任何頻率上，Ｊ３Ｅ或Ｈ
３Ｅ類發射之尖封功率，或Ｊ２Ｂ或Ｆ１Ｂ類發射之平均功率至少
應為六十瓦特。如其額定輸出功率超過四百瓦特，則應有設備將之
降至四百瓦特以下，當調至其額定功率時，應能連續工作。接收機
語音信號之接收，應適於使用揚聲器及電話手機，其對於揚聲器之
輸出至少應供以二瓦特之功率，對於手機則至少為一毫瓦特。
五、發射機在開機後如需延遲施加任何部分之電壓者，應自動為之。如發
射機及接收機包含有需要加熱始能正常工作之組件，則加熱電路電
力供應之佈置應於設備內外之其他供電關斷後，仍能維持工作。如
該加熱電路備有專用開關，則其功能應予明顯標示，並經防護能防
止誤用。在通電後之三十分鐘內應能達到正確之工作溫度。
六、發射機天線電流或輸至天線之功率應有設備予以指示，該指示系統之
故障不應肇致天線電路之中斷，並應有防護措施當饋線供電時能避
免因天線之斷路或天線終端之短路而損壞。如該防護係採安全裝置
之方式，則當斷路或短路情況排除後，應能自動復原。
第二八五條之八
數位選擇呼叫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包括數位選擇呼叫電文之解碼與編碼設備、編寫數位選擇呼叫電文
之必要設備及電文發射前核對擬送電文之設備。
二、應具有自動更新船位與時間之設備，船位位置是由適當電子定位輔助
裝置決定，且該輔助裝置得為整體設備之一部分。不包括電子定位
輔助裝置之設備，應具有符合國際標準之適當介面，並應具有可手
動輸入船位與時間之設備。當電子定位輔助裝置不供給船位資料，
或在手動輸入情況下，船位資料已是四小時前之舊資料時，警告信
號應可被啟動。任何超過二十三‧五小時未更新船位之資料應消除
之。其所接收之信息應儲存至讀出為止，且在接收四十八小時後，
應予以消除。
三、應能由船舶正常駕駛位置啟動遇險及安全呼叫；數位選擇呼叫遇險呼
叫之啟動應優先於任何其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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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存有船舶識別碼，該碼應不易為使用者輕易更動。
五、應具有能進行例行測試之設備，並不致將信號發射。
六、應具有專用之聽覺警報與視覺顯示，以指示收到遇險或緊急呼叫或具
有遇險類別之呼叫。該警報與顯示一旦啟動後不應停止，僅能由人
工予以復原。
七、中頻、中＼高頻設備者應將收到呼叫中所含之訊息，用明語在兩行或
多行內顯示至少一百六十個字母。
第二八五條之九
特高頻無線電話及數位選擇呼叫之無線電裝置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六及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八之
規定。
二、無線電話應能在國際無線電規則附錄十八規定之一個以上頻道操作，
其操作範圍，在單頻頻道上為一五六‧三至一五六‧八七五兆赫；
在雙頻頻道上一五六‧○二五至一五七‧四二五兆赫為發射頻率，
一六○‧六二五至一六二‧○二五兆赫為接收頻率，且至少具有第
六（一五六‧三兆赫）、第十三（一五六‧六五兆赫）及第十六
（一五六‧八兆赫）三個頻道。
三、數位選擇呼叫設備應能在第七十頻道上操作。
四、發射類別，無線電話為Ｆ３Ｅ或Ｇ３Ｅ類，數位選擇呼叫為Ｆ１Ｂ或
Ｇ２Ｂ類。頻率容差為十萬分之一，頻道間隔為二十五千赫。
五、開機後一分鐘內應即可操作，頻道之變換應儘可能快速，在任何情況
下不得超過五秒鐘。自發射轉換為接收狀況所需之時間不應超過
○‧三秒，反之亦然。在頻道轉換作業中，應不能發射。在操作發
射及（或）接收控制裝置時，應無不需要之發射。
六、應具有裝置之總開關，及在開機狀況，與正在發射載波之視覺指示。
並應有指示器指示所調至之頻道編號。如屬可行，第十六號及七十
號頻道應予特別標示。為確認所調至之頻道編號，外部應有適當之
照明。
七、當控制裝置不只一個時，仍以在駕駛位置之控制裝置為優先，並應對
其他控制裝置指示該控制裝置係在工作中。
八、發射機輸出電功率應在六至二十五瓦特之間，並可降低至○‧一至一
瓦特間之值。但在第七十頻道電功率之降低則可選擇決定。
九、接收機應具抗干擾性，使無用之信號不致嚴重影響有用之信號。

598 貳、通訊類法規
十、接收機之輸出應適於揚聲器或電話手機之用，其外部除應有靜音控制
器外，應備有手動音量控制器以變更音量之輸出。音量輸出應足使
在船上可能遭遇之現場噪音情況下仍可聽到。如備有電話手機，則
啟閉揚聲器應不致影響電話手機音量之輸出。在單工作業發射狀況
時，接收機之輸出應減弱。在雙工作業發射狀況時，僅限電話手機
可接通電路，並應能防止電或聲之反饋而引起振鳴。
十一、天線應垂直極性化，其在水平面上應儘可能為全方位，在工作頻率
上有效輻射及接收信號，應有安全防範俾在工作中不致因天線終
端之斷路或短路而受損。
十二、無線電話接收機之靈敏度，當信號噪音比為二十分貝時，應等於或
優於二微伏電動勢。
十三、當無線電話由發射轉變為接收，應以按鈕開關為之。該無線電話並
得備有不必以人工控制之設備，以於雙頻頻道上工作。
十四、以數位選擇呼叫調變輸入信號一微伏電勢至有關之特高頻接收機
時，該數位選擇呼叫設備應能以最大容許輸出字母誤差率為百分
之一將接收之信文予以解碼。
第二八五條之十
中頻無線電話及數位選擇呼叫之無線電裝置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六至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八之
規定。
二、發射機應能在一六○五千赫至四○○○千赫間，以適於船舶操作所需
之頻率發射，並應包括二一八二千赫及二一八七‧五千赫頻率在
內。
三、接收機應能在一六○五千赫與四○○○千赫間之所有頻帶上連續或逐
步漸進之調諧或選擇適於船舶作業所需之頻率調諧，並應包括二一
八二千赫及二一八七‧五千赫頻率在內。
四、發射類別，無線電話為Ｊ３Ｅ、Ｈ３Ｅ類，數位選擇呼叫為Ｊ２Ｂ或
Ｆ１Ｂ類，當開關轉換至預定之二一八二千赫遇險頻率，應自動選
擇Ｊ３Ｅ、Ｈ３Ｅ類，當轉換至預定之二一八七‧五千赫遇險頻
率，應自動選擇Ｊ２Ｂ或Ｆ１Ｂ類。接收機接收Ｊ３Ｅ、Ｈ３Ｅ及
Ｊ２Ｂ或Ｆ１Ｂ類發射之上邊帶信號。
五、當接收機輸入端之信號噪音比為十二分貝時，數位選擇呼叫輸出之字
母誤差率應為百分之一以下，當相關設備並非整體時，應具有數位
選擇呼叫之信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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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五條之十一
中＼高頻無線電話、數位選擇呼叫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之無線電裝置性
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六至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八之
規定。
二、發射機應能在一六○五千赫至二七五○○千赫頻帶內發射（如屬可
行，應使用上邊帶信號），其中至少有下列頻率應為操作人員易於
使用者：
（一）通話頻率：二一八二、四一二五、六二一五、八二九一、一二
二九○及一六四二○千赫。
（二）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頻率：二一七四‧五、四一七七‧五、六
二六八、八三七六‧五、一二五二○及一六六九五千赫。
（三）數位選擇呼叫頻率：二一八七‧五、四二○七‧五、六三一
二、八四一四‧五、一二五七七及一六八○四‧五千赫。
三、接收機應能在一六○五千赫至二七五○○千赫間之所有頻帶上連續或
逐步漸進之調諧或選擇適於船舶作業所需之頻率調諧。
四、發射類別，無線電話為Ｊ３Ｅ、Ｈ３Ｅ類，數位選擇呼叫、窄頻帶直
接印字電報為Ｊ２Ｂ或Ｆ１Ｂ類，當開關轉換至預定之二一八二千
赫遇險頻率時，應自動選擇Ｊ３Ｅ或Ｈ３Ｅ類，當開關轉換至窄頻
帶直接印字電報及數位選擇呼叫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遇
險頻率時，應自動選擇Ｊ２Ｂ或Ｆ１Ｂ類。接收機接收Ｊ３Ｅ、Ｈ
３Ｅ及Ｊ２Ｂ或Ｆ１Ｂ類發射之上邊帶信號。
五、發射機及接收機在開機之一分鐘內應能工作，在暖機後之所有時間
內，其頻率均應保持於所需頻率之十赫以內。
六、應能以語音及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設備提供遇險、緊急、安全、船舶
操作及公眾通信等各類通信。
七、中＼高頻裝置應有整體或分離之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設備，若其數位
選擇呼叫守聽設備使用掃描接收機監視一個以上數位選擇呼叫頻
道，應在二秒內對選定頻道掃描一遍，且在每一頻道上停留時間應
足以測出數位選擇呼叫之呼叫前點式圖樣，該掃描僅於測出一百鮑
點後始停止。
八、當接收機輸入端之信號噪音比為十二分貝時，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與
數位選擇呼叫輸出之字母誤差率應為百分之一以下，當相關設備並非
整體時，應具有窄頻帶直接印字電報及數位選擇呼叫之信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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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雷達詢答機
第二八五條之十二
搜救作業用救生艇筏雷達詢答機，其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規定。
二、發射頻率為九二○○兆赫至九五○○兆赫之間，以脈波型式傳送，有
效等向輻射功率為四○○毫瓦。
三、接收機有效靈敏度應達到每平方公尺○‧一毫瓦以上，收受雷達詢問
後每五微秒掃描二○○兆赫頻寬，每一詢答機回應十二次掃瞄以產
生十二個光點之直線於搜救雷達幕上，脈波回復頻率為一千赫。
四、可由任何船員輕易啟動或以自動方式開啟，並裝有防止意外啟動之裝
置。
五、自二十公尺高度落入水中不致受損，於水深十公尺處可持續五分鐘水
密。在規定之浸水條件下承受攝氏溫度四十五度之熱衝擊時，亦能
保持水密性。並可在周圍溫度攝氏零下二十度至攝氏五十五度間正
常操作，及在攝氏零下三十度至攝氏六十五度範圍內儲置不致受
損。
六、不受海水或油之不當影響。長期暴露於陽光亦不致劣化。
七、雷達詢答機之電池應有足夠之能量先置於待機狀況九十六小時，並在
待機期間之後尚能於一千赫脈波回復頻率連續詢問時，供詢答發射
至少八小時。
八、裝有視覺及（或）聽覺之指示設備，以指示正確之操作並指示遇險人
員該機業為雷達所啟動。此外，應具有待機狀態之指示器。
九、如非與救生艇筏成一整體，則應能浮起。如能漂浮，應具有適於作繫
索用之短浮索。
十、具有不致傷及救生艇筏之外部構造。外部表面並應採黃及（或）橙
色，並明顯標示有簡單之操作說明及所用原電池組之有效日期。
十一、當航海雷達具有十五公尺高之天線，在相距至少達五海里處詢問
時，該詢答機應能正確操作。當在三千呎高之飛機雷達以至少十
千瓦尖峰輸出功率對距離不少於三十海里之詢答機詢問時，該機
亦應能正確操作。
十二、垂直天線極座標圖與流體動力特性，應使雷達詢答機能在猛浪狀況
下對搜救雷達回應。天線裝置高度應高出海平面一公尺，天線極
座標圖在水面上應大致為全向性，並可利用水平極化以發射及接
收。天線垂直波束寬度不少於正負十二‧五度，天線水平波束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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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少於正負二分貝。應備有與救生艇筏上之天線座一致之天線桿
或其他裝置，並備有圖例說明。

第九節 海事安全資訊接收設備
第二八五條之十三
海事安全資訊接收設備，依船舶航行之海域為航行警告電傳業務海域、非
航行警告電傳業務海域及高頻海事安全資訊業務海域，分類如下：
一、航行警告電傳接收機。
二、國際行動衛星強化群呼接收設備。
三、高頻海事安全資訊接收設備。
第二八五條之十四
①航行警告電傳接收機之性能標準，於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前裝設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規定。
二、應包括能接收五一八千赫Ｆ１Ｂ類發射之無線電接收機、信號處理機
及列印設備。其頻率容限應為正負千赫，調變率為一佰鮑。
三、覆蓋區域之細節及操作人員在接收信息中，業已排除之類別，應易於
獲得。
四、應以國際無線電規則指配之頻率操作。其靈敏度應達到當電動勢為二
微伏特之信號源與五十歐姆之阻抗串聯時，字母誤差率低於百分之
四。
五、應具有測試設備以測試其正確功能。
六、僅字母誤差率低於百分之四之信息始予以儲存。
七、收到搜索與救助資訊時，應於船舶正常駕駛位置發出警報，該警報應
限以手動始能回復原位。
八、在可由程式寫入之記憶體中，用以識別發射機之覆蓋區域及其應接收
或拒收廣播之單一符號Ｂ１位置之資訊，及指配予航行警告電傳資
訊之傳輸電文類型之Ｂ２指示，不應因未滿六小時之電源中斷而消
除。
九、其列印設備每行至少應能列印三十二個字母。如自動移行造成單字之
分割時，應於書面文稿上有分割之表示，在完成信息列印後並應能
自動供紙。若收到之字母不完整時，應能印出一個星標。
十、內部至少應能儲存三十個信息識別碼，在六十至七十二小時後自動由
儲存中消去一個信息識別碼，如所接收之信息識別碼超過其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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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則應將儲存最久之信息識別碼消除。
②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裝設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八款規
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包括無線電接收機及信號處理機及下列三者之一：
（一）能整合之列印設備。
（二）專用顯示設備、列印輸出埠及不變性之信息記憶體。
（三）連接於整合之航海系統及不變性之記憶體。
二、應有二套接收機，第一套應以國際無線電規則指配予國際航行警告電
傳系統之頻率操作，並能優先顯示及列印收到之資訊；第二套應能
和第一套同時運作，使用至少其他二組經認可用於航行警告電傳系
統之傳輸頻率；該兩套接收機中之任一套正在顯示或列印資訊時，
不應妨礙另一套接收資訊。
三、接收機之記憶體至少應能儲存長達五百字可列印或不可列印之信息二
百則。當記憶體容量已滿時，最久之信息應為新接收之信息所覆
蓋。但記憶體中之任何信息應不致為使用者所消除。
四、接收機內部至少應能儲存二百個信息識別碼，該信息識別碼應在六十
至七十二小時後自動消除，當所接收之信息識別碼超過其儲存容量
時，則儲存最久之信息識別碼應予消除。
五、專用顯示設備應於接收信息指示二十四小時內或該指示未確認前，立
即顯示收到最新不可拒絕接收之信息指示及內容，所顯示之內容至
少應達十六行。顯示於螢幕之信息，其結尾應包括自動換行或其他
符號，以清楚表示信息結束。顯示設備之設計及大小應以在任何情
況下讓使用者於正常工作距離及目視角度易於閱讀為準。
六、不具有整合之列印設備時，應具有標準列印介面，並能傳送下列信息
至列印設備：
（一）新接收之信息。
（二）儲存於記憶體之信息。
（三）自特定頻率、特定位置或指定特定人員所接收之信息。
（四）正在顯示中之全部信息。
（五）自螢幕所選擇之個別信息。
七、顯示設備或列印設備每行至少應能顯示或列印三十二個字母，當所收
到之字母不完整時，該字母並能顯示或列印出一個星標。
八、記憶體中之個別信息應能經使用者之標記以便永久保存，該經標記之
信息得佔用記憶容量百分之二十五，並不致為新接收信息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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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使用者認為已無永久保存之必要，而將標記去除者，則不在此
限。
九、至少應另具有一符合相關國際標準之介面，以將所收到之資訊傳送至
其他航海或通訊設備。
第二八五條之十五
國際行動衛星強化群呼接收設備之性能標準，除應經國際行動衛星組織之
認可，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規定。
二、應能於一五三○至一五四五兆赫頻率範圍內，接收並提供所接收信息
之列印文件。除遇險、緊急或有遇險性質之呼叫及有關航行警告、
氣象警告、搜索與救助信息與某些特殊警告等重要信息須在接獲之
時立即列印外，得將所接獲之強化群呼信息予以儲存，並有指示器
顯示該信息業已接獲，供嗣後再列印。
三、得與其他裝置合併或分開。
四、應具有手動輸入船位及地區編碼之裝置以接收地區群呼，並得將航行
設備所測得之船位自動輸入，因而自動取得地區編碼。
五、在駕駛船舶之位置，應設置特定之聽覺警報與視覺指示裝置，以指示
業已接獲遇險、緊急或有遇險性質之呼叫。該警報應限由手動始能
回復原位，否則無法停止。
六、當未獲正確調諧，或未與強化群呼載波同步時，應有指示器指示之。
七、業務碼之接收或拒收，應由操作者控制之。但有關航行警告、氣象警
告、搜索與救助信息及某些特殊警告，應使無拒收之可能。
八、所接收之任何信息，不論其字母誤差率為何，均應能列印，如所接獲
之字母為殘缺不全時，應能打出底線標記。
九、應具有不再列印已收到並無錯誤之相同信息之功能，該列印設備應能
列印標準１Ａ之第五號符字組。其他之符字組則可依國際標準組織
ＩＳ０２０２２或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Ｔ‧６１號建議選擇使
用。並至少能每行列印四十個字母，如某一單字不能完全容納於一
行時應可轉至下一行，信息列印完畢後並應能自動前進五行。
十、應能由船舶主電源供電，亦能由替代電源供電。由一電源變換至另一
電源，或任何供電中斷在六十秒以內時，應能自動不需再以手動啟
動之，且記憶體中所儲存已收到之電文不致因此而消除。
十一、如天線為全向性者，宜選擇適當位置，於由艏或艉方向水平向下五
度及由左舷或右舷方向水平向下十五度之範圍內，無可能嚴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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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設備性能之障礙物；尤應避離在天線一公尺以內陰蔽扇面角度
大於二度之物體。
十二、如天線為穩定方向者，宜選擇適當位置，於在任何方位水平向下五
度之範圍內，無可能嚴重減低設備性能之障礙物；尤應避離在天
線十公尺以內陰蔽扇面角度大於六度之物體。
十三、其主要之技術條件如下：
（一）接收頻率：一五三○至一五四五兆赫。
（二）調變方式：雙相相移鍵控。
（三）傳輸速率：每秒六○○比次。
（四）天線極化方式：右旋圓極化。
（五）頻道間隔：五千赫。
第二八五條之十六
高頻海事安全資訊接收設備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及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十四第五款至第九款規定。
二、應包括信號接收、處理、列印及以人工與自動兩種方式控制無線電接
收機頻率之設備，能列印所收到之信息。
三、內部至少應能儲存二百五十五個信息識別碼。在六十至七十二小時後
自動由儲存中消去一個信息識別碼，如所接收之信息識別碼超過其
儲存量，則應將儲存最久之信息識別碼消除。
四、接收機之靈敏度應在該機輸入電動勢等於或大於六微伏特時，產生窄
頻帶直接印字輸出之字母誤差率低於百分之一。
五、為能自動接收海事安全資訊，高頻接收機應由精準度至少一秒之世界
協調時間時鐘，及附有含有所有電臺頻率順序與世界協調時間廣播
時刻表之可變程序記憶控制之。

第十節 船舶地球電臺
第二八五條之十七
國際行動衛星組織之船舶地球電臺依其功能分類如下：
一、Ａ型及Ｂ型船舶地球電臺。
二、Ｃ型船舶地球電臺。
第二八五條之十八
國際行動衛星組織船舶地球電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經國際行動衛星組織之認可，符合能雙向通信之國際行動衛星組織
船舶地球電臺技術要求所規定之環境條件及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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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二、遇險信號之啟動與發射應能自船舶駕駛位置及指定之至少另一位置為
之。如設有無線電通信室，則在該室內亦應裝有遇險信號啟動裝
置。
三、Ｂ型及Ｃ型遇險警報僅能透過一專用遇險按鈕才能啟動，其啟動至少
包含兩種動作方能為之，該按鈕不應為設備上之ＩＴＵ–Ｔ數字輸
入鍵盤或ＩＳ０鍵盤上任何按鍵，且應清楚標示並予以保護，以防
止誤觸啟動。設備應顯示遇險警報發射之狀態，並可隨時中斷或啟
動遇險警報。
四、其外部不應有用以變更船舶電臺識別之控制裝置。
五、船舶地球電臺應由船舶之主電源供電，並應能由另一電源操作其正常
工作所需之所有設備，包括天線追蹤系統。
六、由一電源轉換至另一電源或停止供電達六十秒鐘，不應使該電臺停止
或需重新啟動及毀損業已儲存於記憶體中之電文。
七、天線應安裝於無障礙物可能使設備性能嚴重惡化出現於任何方位之俯
五度角度以下之位置。其位置除應考慮較高之天線桿可能產生大震
動之不利影響外，更應考慮滅少陰蔽扇面之必要性。使陰蔽扇面超
過六度之物體，尤其是與天線罩之距離在十公尺以內者，即有可能
使設備性能嚴重惡化。
第二八五條之十九
國際行動衛星組織Ａ型、Ｂ型及Ｃ型船舶地球電臺之性能標準，除應符合
前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Ａ型及Ｂ型
（一）應能使用無線電話或直接印字電報發送與接收一般無線電通
信。
（二）在未配備接收遇險、緊急及安全廣播或含有位址遇險中繼警報
之其他裝置，且電話或電傳打字機提供之可聽信號之現有位準
不夠時，船舶地球電臺應被設定成能啟動適當位準之可見／可
聽警報。
（三）為警告潛存輻射之危險，應在天線護罩上適當位置顯示輻射量
為每平方公尺一○○兆赫每平方公尺二十五瓦及每平方公尺十
瓦之距離。
二、Ｃ型
（一）應能使用直接印字電報發送及接收一般無線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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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具有自動更新船位與時間之設備，船位位置是由適當電子定
位輔助裝置決定，且該輔助裝置為整體設備之一部分。不包括
電子定位輔助裝置之設備，應具有符合國際標準之適當介面，
並應具有可手動輸入船位與時間之設備。當電子定位輔助裝置
不供給船位資料，或在手動輸入情況下，船位資料已是四小時
前之舊資訊時，警告信號應可被啟動。任何超過二十四小時未
更新船位之資料應可被確認出。
（三）強化呼叫群設備之性能標準應符合第二百八十五條之十五之規
定。

第十一節 漁船用無線電對講機
第二八五條之二十
漁船用無線電對講機之性能標準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發射機
（一）輸出功率限在五瓦以下，其輸出阻抗為五十歐姆。
（二）應採用全載波雙邊帶調幅式單路電話，最大調變度應在百分之
九十以上，但不得超過百分之百。
（三）音頻輸入部分應有濾波裝置使音頻範圍限制在三千赫以內。在
三百至三千赫音頻響應，應不超過六分貝。自音頻輸入經調變
至天線輸出之音頻總諧波失真，在三百至三千赫範圍內，應不
超過百分之十。
（四）發射頻率容許差度不得超過百萬分之五十。其主頻率以外之混
附發射不得超過主頻階度以下四十分貝。
二、接收機
（一）其靈敏度應在輸入訊號低至二微伏時，仍可產生訊號雜訊比十
分貝之可聞訊號。
（二）該機之選擇性在中央頻率正負十千赫應衰減三十分貝以上，混
附響應高於二十五分貝。
（三）音頻輸出不得少於二瓦，總諧波失真，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三、二七‧○六五兆赫為緊急救難頻率。
四、電源電壓不足時，應有電表或閃爍燈光指示。電源應使用船用蓄電
池。
五、對講機發射採用垂直偏極化，天線應能耐強風，並有對地線裝置。
六、對講機應能在惡劣氣候，強烈振動及電壓起落百分之十時，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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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第三章 船舶無線電信設備之配備
第二八六條
各類船舶應視其種類、噸位、船長、航線或作業海域，依下列各款規定配
置無線電通信基本設備：
一、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依其航程所經海域之不同，應依附表
七「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無線電通信基本設備表」之規定
裝設。
二、非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船應依附表八「非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
際公約船無線電通信基本設備表」之規定裝設。
三、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應依附表九「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無線電通信基
本設備表」之規定裝設。
四、非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應依附表十「非適用漁船國際公約船無線電通
信基本設備表」之規定裝設。
五、非適用公約船得依適用公約船之規定增設船舶無線電通信設備。
第二八七條 （刪除）
第二八八條
船舶得依下列規定豁免或寬減其應設置之船舶無線電臺：
一、船隊以船團或對船方式作業或航行時，各船間已裝有無線電對講機可
相互聯絡者，得僅在主船設置無線電臺。
二、僅於內水或沿海航線作業之無動力及無適當艙室可供裝設無線電臺設
備之工作船舶，航行中有已裝設無線電臺之動力拖駁船共同組合作
業者，得豁免設置船舶無線電臺。

第四章 船舶無線電通信設備之維修規定
第二八八條之一
適用公約船之船舶無線電通信設備之維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在Ａ１及Ａ２海域航行之適用公約船，至少應使用雙套設備、岸上維
修或船上維修任何一種方法，以確保無線電通信設備之可用性。
二、在Ａ３及Ａ４海域航行之適用公約船，應以雙套設備、岸上維修或船
上維修中之至少二種合併方法，以確保無線電通信設備之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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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八條之二
①適用公約船若以雙套設備確保船上無線電通信設備可用性者，除依Ａ３、
Ａ４海域規定之無線電通信基本設備外，另應配備下列規定之無線電通信
設備：
海域
基本設備
第二套設備
特高頻無 中頻及船舶地球電 特高頻無 船舶地球電臺設備
Ａ３
線電設備 臺設備或中／高頻 線電設備 或中／高頻無線電
海域
無線電設備
設備
特高頻無 中／高頻無線電設 特高頻無 中／高頻無線電設
Ａ４ 線電設備 備
線電設備 備 （偶而航行Ａ４
海域
海域之船舶得以船
舶地球電臺代替）
②前項規定之第二套無線電通信設備，均應連接於單獨之天線，俾供隨時使
用。
③除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三及第二百六十五條之四規定之基本無線電通信設備
電源外，本條第一項規定之第二套無線電通信設備亦應接至應急電源或備
用電源。應急電源或備用電源之容量應足以使基本設備或第二套設備在最
大耗電狀況，以較高者為準，仍能達到第二百六十五條之三第一項及第二
百六十五條之四第三項規定之供電小時數。應急電源或備用電源之佈置應
不致在單一故障時，同時影響基本設備及第二套設備。
第二八八條之三
適用公約船以岸上維修確保無線電通信設備可用性者，應於船舶無線電設
備紀錄上清楚記載採用岸上維修，並與其航行區域能提供服務之公司簽訂
協議，以傳喚方式提供維修服務；或定期方式營運之船舶，能在主要基地
港提供維修設備服務。
第二八八條之四
適用公約船以船上維修方式確保船上無線電通信設備可用性者，應於船舶
無線電設備紀錄上清楚記載採用船上維修，並為方便保養者能測試、發現
並維修無線電通信設備之故障，船上應備有適當之額外技術文件、工具、
測試設備及配件。

第五章 附
第二八八條之五

（刪除）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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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八條之六
船舶所有人向電信主管機關申請指配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具航政機關或各級漁政主管機關同意新建（購）函或船舶國籍證
書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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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24302335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4430242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5、6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01740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與學校網站無障礙化
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

Ιన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
Πన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網站無障礙檢測、稽核及認證標章，應依主管機關訂定之網站無障礙規範
辦理，主管機關尚未訂定網站無障礙規範者，應依下列順序擇定適用之規
定：
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二、國際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三、區域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前項網站無障礙規範應符合下列檢測基準：
一、可感知：資訊及使用者介面元件應以使用者能察覺之方式呈現。
二、可操作：使用者介面元件及導覽功能應具可操作性。
三、可理解：資訊及使用者介面之操作應具可理解性。
四、穩健性：網頁內容應可供身心障礙者以輔助工具讀取，並具有相容
性。
Ѳన
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構）
、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應自行檢測其資
訊服務網站之無障礙功能，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冊。
各機關應備具申請書、自行檢測報告等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無障礙認
證標章。

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
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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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辦理無障礙稽核時，得有身心障礙者參與。
Ϥన
無障礙認證標章之有效期間為三年。
ϲన
主管機關核發之無障礙認證標章，其尺寸規格為寬八十八像素，高三十一
像素。
各機關張貼無障礙認證標章，不得變更尺寸、變形或加註字樣，並連結至
主管機關指定之網頁。
無障礙認證標章張貼於網站首頁下方。
Μన
主管機關得抽測張貼無障礙認證標章之各機關資訊服務網站，抽測結果未
通過者，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廢止並註
銷其無障礙認證標章，並公告於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
主管機關抽測各機關網站時，應依各機關取得認證標章之規範版本辦理。
主管機關辦理無障礙認證標章抽測作業時，應有身心障礙者參與。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之抽測，其比率每年應達前一年度已核發無障礙認證標
章數之百分之五以上。
Τన
主管機關得委託他機關（構）或民間團體辦理本辦法之檢測、註冊、稽
核、核發、抽測、通知改正、廢止及註銷等作業。
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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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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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法
1. 中華民國 65 年 1 月 8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 51 條
2. 中華民國 71 年 6 月 7 日總統(71)台統（一）義字第 33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4、33、42
∼44 條條文；並增訂第 14-1、29-1、45-1、45-2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2 年 8 月 2 日總統(82)華總（一）義字第 3757 號令公布刪除第 20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40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44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760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0、12、
32、42、43 條條文；並增訂第 10-1、10-2、12-1、12-2、26-1、44-1、50-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390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3∼6、8
∼11、13、14、17∼19、25∼29、29-1、30、31、33、37、40、41、44、50 條條文；並
增訂第 5-1、5-2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870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53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0、10-1、
12、50-1 條條文；增訂第 45-3 條條文；刪除第 10-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第 2 項、第 50
條第 1 項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關於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主管機關權責事項，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第 45 條第 2 項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
責事項，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後改由其管轄
9.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3、5、51、13、16、19、21、33、34、36、43、44、45、45-1、45-3、50 條條文；增訂第 34-1
∼34-3、44-2 條條文；刪除第 5-2、6、29-1、45-2、49 條條文
10.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2341 號令增訂公布第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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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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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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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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前項電波頻率不得租賃、借貸或轉讓。
第五條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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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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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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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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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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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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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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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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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計不得逾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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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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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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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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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通知電台停止播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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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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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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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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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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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前項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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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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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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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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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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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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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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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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廣播或電視執照，有效期間為九年。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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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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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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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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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⑤換發廣播或電視執照申請書格式及附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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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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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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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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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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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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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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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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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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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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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設備標準及廣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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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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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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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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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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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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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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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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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第二十三條
①對於電台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為錯誤，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
正時，電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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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前項錯誤報導，致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有實際損害時，電台及其負責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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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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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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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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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電臺播送廣告，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百分之十五。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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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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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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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置入性行銷及揭露贊助者之時間，不計入廣告時間。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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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將電台設備之全部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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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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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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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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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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採訪新聞或徵集對業務有關之資料，有關機關應予以便利。
第三十九條
電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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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參、傳播類法規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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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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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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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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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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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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ѲనϞ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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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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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ϤనϞ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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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ϤనϞΠ! Ȟւଶȟ
ѲΪϤనϞ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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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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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ϲన!
依本法吊銷廣播或電視執照者，並由交通部吊銷其電台執照。
Ѳ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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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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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ѲΪΞన! Ȟւଶȟ

第七章 附

則

ϤΪ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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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ϤΪనϞ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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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ϤΪనϞΠ
ࢳ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對主
管機關依其他法律所為之處分不服者，亦同。
ࢴ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訴願法規定終結之。
ϤΪΙ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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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65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新聞局(65)局懋播一字第 12954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8 年 11 月 22 日行政院新聞局(68)瑜廣一字第 13975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72 年 4 月 25 日行政院新聞局(72)瑜廣一字第 0536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45 條
4. 中華民國 77 年 5 月 9 日行政院新聞局(77)銘廣字第 066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36、
38、39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81 年 8 月 18 日行政院新聞局(81)強廣一字第 15343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
5、6、7、11、1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83 年 1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廣一字第 01675 號令修正發布第 2、12、
20、21、25、30、31 條條文；增訂第 12-1、12-2 條條文；並刪除第 19、27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83 年 8 月 15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廣一字第 14485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85)強廣一字第 0727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50 條
9. 中華民國 86 年 7 月 23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廣一字第 10259 號令修正發布第 5、6、
15、18、19、29、30、35、44、48 條條文；並刪除第 27、49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18 日行政院新聞局(87)建廣一字第 0932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9 條條
文；並增訂 20-1 條條文
11. 中華民國 87 年 11 月 25 日行政院新聞局(87)建廣一字第 18456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40
條條文
12. 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18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一字第 0403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8、
19、20-1、26 條條文
13. 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2 日行政院新聞局(91)正廣三字第 0910000001 號令刪除發布第 26
條條文
14.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206241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3、6、9、11、13、37、40、42 條條文；增訂第 3-1、39-1 條條文；並刪除第 4、7、
8、12、14、15、41、43∼45、48 條條文
15.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30009787A 號令修正發布第 39
條條文；增訂第 1-1∼1-4 條條文；並刪除第 9 條條文
16. 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3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40007934Z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2 條條文
17.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3、3-1、5、10、11、17∼19、21、28∼30、34、35 條條文
18.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94105373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7 條、第 39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9-1 條、第 40 條第 4 項、第 42 條第 2 項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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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第 20-1 條第 1 項所列屬
「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後改由其
管轄
19.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248048160 號令修正
發布第 30 條條文
20.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傳播字第 10262039030 號令修正
發布第 17、20-1、37、39、39-1、40、42 條條文；刪除第 10、11、13 條條文
21.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44800903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9 條條文
22.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3010 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細則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民營電視、廣播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電視事業：新臺幣三億元。
二、廣播事業：全區性廣播新臺幣二億元；區域性廣播新臺幣三千萬元。
申請設臺目的在服務特定群體、偏遠地區或促進地區性之發展，經提出合
理說明者，其設立廣播電臺之最低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得不受前
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但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者，仍應符合公司法及其
相關規定；其組織為財團法人者，捐助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萬
元。
依本法第十條第八項訂定之辦法申請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其最低實收
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適用該辦法規定。
公營電臺於申請核發廣播或電視執照時，應提出預算審核證明文件，並註
明其數額。
έన!
本法所稱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職位之人員。但屬顧問性質者，不在此限。
二、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之各部門及直轄市、縣（市）分支機構之
正、副主管。
Ѳన!
本法所稱政務人員，指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所定之下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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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
二、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三、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人
員。
Ϥన!
本法所稱選任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總統、副總統。
二、立法委員。
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團
體首長。
四、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第二章 廣播電視營運管理
ϲన!
廣播、電視事業應依核定之營運計畫執行。
原核定之營運計畫有變更時，廣播、電視事業應提出下列文件，向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核准：
一、營運計畫變更目的及說明。
二、營運計畫變更對照表及其說明。
三、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Μన!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廣播、電視事業之組織規定如下：
一、廣播事業應分設節目、工程及管理部門外，並應視其性質增設新聞、
教學、業務、專業廣播或其他有關部門。其員額自定之。
二、電視事業應分設新聞、節目、工程及管理部門外，並應視其性質增設
教學、業務或其他有關部門。其員額自定之。
Τన!
廣播、電視事業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送請本會備查：
一、全年度節目報告書。
二、民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監察人名冊；公營廣播、電視事業總臺
長、臺長、分臺長名冊。
三、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前項第一款全年度節目報告書，其格式由本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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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每屆營業年度結束六個月內，檢具股
東名冊及依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製作之各項書表，送請本會備查。
財團法人組織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年度結束三個月內，檢具業務
執行報告書及決算書送請本會備查。
全年度節目報告書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全年度財務及營運概況應於
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依本會所定之項目及格式，登載於指定之資料庫。
Ξన!
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
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
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
一、非中華民國國民。
二、國內無設籍、無住所。
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
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百分之五十。
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
之十以上。
Ϊన!
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
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許可：
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
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
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
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前項第三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
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所占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企業。
ΪΙన!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股權轉讓應經本會許可之規定，於股票已在證券交易
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廣播、電視事業，不適用之。
前項廣播、電視事業股權之轉讓，其受讓人應無第九條第一款、第二款及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
ΪΠన!
本法第十四條所定許可之申請，經本會審查認有應補正情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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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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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會商交通部審查前項許可之申請。

第三章 廣播電視節目管理
Ϊέన!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款所稱新聞節目，指以事實為基礎之新聞報導、評論或
其他形式之節目；所稱政令宣導節目，係指有關政府措施與成果之介紹事
項。
前項節目內容均應客觀、公正、確實、完整，且不具廣告性質。
ΪѲన!
本法第十六條第二款所稱教育文化節目，包括提供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等
資訊知能，增進學習機會，培養人文涵養、判斷與創造能力、民主素養與
法治觀念，促進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社會教育及多元文
化之瞭解與關懷，協助追求自我實現，豐富社會內涵，維護多樣性、包容
性、自主性、創新性與表達文化等節目。
ΪϤన!
本法第十六條第三款所稱公共服務節目，係指氣象報告、時刻報告、緊急
通告、公共安全及其他涉及重大公益，以義務播送為原則之社會服務等事
項。
前項節目，於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時，廣播、電視事業應隨時插播，
並報導必要之應變措施。
Ϊϲన!
本法第十六條第四款所稱大眾娛樂節目，係指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
節目，包括歌唱、音樂、戲劇、小說、故事、笑話、猜謎、舞蹈、技藝、
綜藝及其他以娛樂為內容之表演。
ΪΜన!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播放時間，電視事業係以所屬頻道該週播出總時
數計算。
ΪΤన!
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之電臺所播送特種或專業節目之時間，應占百分
之六十以上，其他各類節目時間之比率，由廣播、電視事業自行訂定後，
附具理由及施行期限，送請本會核定後實施。
ΪΞన!
電臺播送之節目，應自行審查。播送後之影音檔案、節目文稿或其他有關
資料，應保存二十日，以備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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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న!
電臺節目時間表應於播送五日前，依本會所定之項目及格式，登載於指定
之資料庫。
為維護視聽眾權益，電臺變更節目時，除依前項規定登載於指定資料庫
外，應事先插播預告；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或具時效性之重大事件等
特殊原因須臨時變更節目時，亦應即予說明。
ΠΪΙన!
電臺應備節目日誌，逐日記載當日各項節目名稱或標題、播音語言、主持
人姓名、起訖時間、製作單位、簡要內容及所播送之廣告內容。
日誌表格，由各廣播、電視事業自行製訂，其保存期限為二年，以備查
考。
ΠΪΠన!
廣播電臺每次播音開始、結束及節目更換時，應播報臺名、呼號及頻率；
其於節目進行中，並應斟酌情況，每半小時簡報臺名一次，以資辨認。
電視電臺及特種任務電臺，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四章 廣播電視廣告管理
ΠΪέన!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播送總時間，係指節目表所載每一節目播送起
訖時間；節目起迄時間之認定，係自播送節目名稱或其他可資辨識節目開
始之畫面、聲音或文字起，至下一節目名稱或其他可資辨識節目開始之畫
面、聲音或文字播送前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計入廣告時間：
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二及第三十四條之三規定揭露贊助者及為置入性
行銷之時間。
二、電視事業所屬頻道節目之預告。
三、非屬廣告之政策宣導。
ΠΪѲన!
廣告之音量應於節目正常進行之音量以下。

第五章 附
ΠΪϤన!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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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54001041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4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5400265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48 條條文；並增訂第 47-1∼47-9 條條文及第四章之一章名
3.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6400184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8、10、16、20、22∼25、29、32∼34 條條文；刪除第 11、2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電臺：指依法核准設立之廣播電臺，簡稱電臺。
二、廣播事業：指經營廣播電臺之事業。
三、全區性廣播事業：指依法設置廣播電臺，經營地區為臺灣、澎湖、金
門及馬祖等之廣播事業。
四、區域性廣播事業：指設置乙類調頻或乙類調幅廣播電臺，依法經營主
管機關指定區域之廣播事業。
五、社區性廣播事業：指設置甲類調頻或甲類調幅廣播電臺，依法經營主
管機關指定區域之廣播事業。
六、既有廣播事業：指本辦法發布日施行前取得廣播執照者。
七、經營者：指本辦法發布日施行後取得廣播執照經營廣播電臺者。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甲、乙類廣播電臺，依電信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
授權訂定之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認定之。
Ѳన!
廣播事業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取得廣播執照後，始得營運。
廣播事業之許可，採先審查申請人之申請書、營運計畫及其他資格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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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查合格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全區性廣播事業及區域性廣播事業，得依規定參加競價。得標者分別
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繳交得標金及履行保證金後，由主
管機關核發籌設許可。
二、社區性廣播事業，得依規定參加抽籤。得標者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
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由主管機關核發籌設許可。
前項所稱得標者，指全區性廣播事業及區域性廣播事業參加競價後之暫時
得標，或社區性廣播事業參加抽籤後中籤之暫時得標，並經主管機關公告
後始為得標者。
廣播事業許可之方式、服務區域及其電臺設置之限制條件、執照張數、受
理申請之起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由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依其他法律規定，申請設立
具公共性或公益性之廣播事業，其程序依第四章之一規定辦理，不適用第
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第二章 申請資格要件
Ϥన!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法設立或籌設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依法設立或籌設之財團法人。
ϲన!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全區性廣播事業：新臺幣二億元。
二、區域性廣播事業：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社區性廣播事業：調頻廣播事業者，新臺幣三百萬元；調幅廣播事業
者，新臺幣九百萬元。
Μన!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為廣播事業之發起人、股東、董事及監察人。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為自然人，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國內無設籍、無住所。
二、股東、發起人間具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
係之人，其持股或認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百分之五十。
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或認股人持股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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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之十以上。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為法人，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
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
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或認股人持股、認
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認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以
上。
前項第三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發起人所擔
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總股數占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企業。
申請設立期間因繼承之股份，超過第二項規定，應於申請核發廣播執照前
移轉予第三人。
申請人取得廣播執照後，其股東股份轉讓，應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定。
Τన
同一申請人不得申請二件以上之申請案。
申請人之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其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
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達他申請人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為他申請人之董事者。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百分之
十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之從屬公司者。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有控制從屬關係者。
前項第四款與第五款所稱之控制從屬關係，係指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情形者。
第二項股份或出資額計算方式，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
申請人之組織為財團法人，其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同一
申請人：
一、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為他申請人之董事者。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有相同捐助人，且其捐助章程規定董事由該捐助人
單獨或共同選任者。
申請人之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他申請人之組織為財團法人，申請人之董
事有半數以上為他申請人之董事，或他申請人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為申請人
之董事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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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於申請人取得廣播執照前，亦適用之。
申請人為籌設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亦準用本條規定。
Ξన!
既有廣播事業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不得再申請經營廣播事業。
既有廣播事業與依本辦法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間，準用第八條第二項至第
八項規定，視為同一人關係。
Ϊన
既有廣播事業除指定用途者外，承諾繳回全部廣播執照及其使用之頻率
時，得再申請經營廣播事業。
前項承諾，應經股東會或財團法人董事會之決議並出具證明文件，且須提
出於取得廣播執照後繳回全部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之申請。
二以上既有廣播事業得依前二項規定，約定以其一既有廣播事業或共同籌
設中事業申請經營廣播事業。
第一項所稱指定用途者，指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八十八年五
月十七日及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之開放公告申請，並經許可設立之原住民
語或客語電臺。
ΪΙన! Ȟւଶȟ
ΪΠన!
既有廣播事業參與申請經營廣播事業，僅能參與一件申請案，其承諾繳回
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所須出具之證明文件等事宜，準用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
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依本辦法提出經營廣播事業之申請時，其出具承諾繳回
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之一有相同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第三章 經營許可
第一節 申請與審查
Ϊέన!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應於主管機關公告之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提出許可籌設申請：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及細項：
（一）總體規劃，細項包含設臺宗旨及目標聽眾。
（二）人事結構及行政組織，細項包含行政組織、人事結構與人員編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631
639

制。
（三）經營計畫及營運時程規劃，細項包含經營計畫、營運時程之規
劃、與聽眾互動之機制。
（四）節目規劃、內部流程控管及廣告收費原則。
（五）財務結構，細項包含資本與財務計畫、經費管控。
（六）人才培訓計畫。
（七）設備概況及建設計畫，細項包含系統設備概況說明、建設計畫
。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前款營運計畫第一目、第三目、第四目、第六目、第七目、第八目可
供主管機關引用及公開之資訊摘要。
四、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五、全區性廣播事業及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之押標金匯款單回執聯影
本。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主管機關應於截止受理後公開前項第三款規定之文件。
ΪѲన!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繳交審查費。審查費金額及繳納方式依廣播電視事業業
務規費收費標準辦理。
廣播事業之許可，採競價方式辦理者，應於申請時同時繳交押標金。申請
經營全區性廣播事業者，其押標金為新臺幣三千三百萬元；申請經營區域
性廣播事業者，其押標金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申請人繳交審查費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不得要求發還。
申請人繳交押標金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於競價結果公告前不得要求
發還。
審查費及押標金應分別以電匯方式匯入主管機關指定帳戶，匯款時應填寫
申請人之公司或財團法人名稱、地址及電話。
ΪϤన!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並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審查費及押標金於不予受理申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還：
一、逾受理申請期間。
二、未檢具申請書或營運計畫。
三、未依規定繳納審查費、押標金或所繳金額不足。
四、申請人不具備第五條所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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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ϲన
申請人申請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並駁回其申請；其審查費、
押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六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
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規定。
二、不符合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三、申請文件中有關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或第十條所定事項
為不實陳述或虛偽記載。
四、以偽造、變造之文件申請。
五、有圍標或其他影響公平、公正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申請人已取得籌設許可、電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及廣播
執照，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許可、電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及廣播執
照。
ΪΜన!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
後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其押標金於駁回申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
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一、違反第七條第五項或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二、營運計畫所載預定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未達最低實收資本額或
捐助財產總額。
三、依第十三條規定應具備之文件不全、記載內容不完備或申請書及營運
計畫記載事項顯有誤寫或誤算。
四、所採用之工程設備違反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工程技
術標準規定。
五、經主管機關認為有補正之必要者。
ΪΤన!
申請人撤回申請者，已繳納之審查費及押標金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
起七日內，無息發還審查費及押標金。
二、於審查合格者名單公告前撤回者，自撤回申請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
內，無息發還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三、於審查合格者名單公告後撤回者，押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ΪΞ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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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下列之處分時，不予受處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一、依第十六條規定駁回申請且不予發還審查費、押標金及其利息者。
二、依第十七條規定駁回申請且不予發還審查費及其利息者。
三、依第二十九條規定撤銷、廢止競價者競價或得標資格者。
四、依第三十三條規定撤銷、廢止申請人參加抽籤或得標資格者。
ΠΪన
主管機關為辦理申請案審查作業，得設審查諮詢會。
全區性廣播事業或區域性廣播事業之申請人依規定提出申請及繳交審查費
與押標金，其申請書及營運計畫經審查諮詢會審查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者
為合格者。
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人之申請書及營運計畫，經審查諮詢會審查分數達七
十五分以上者為合格者。
主管機關審議審查諮詢會所作成之審查合格建議後，通知審查合格者相關
事宜，並公告審查合格者名單。
ΠΪΙన! Ȟւଶȟ

第二節 競

價

ΠΪΠన
主管機關依前節規定完成審查程序後，全區性及區域性廣播事業之許可依
第四條規定採先審查後競價方式辦理者，其競價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
之。
各張執照為競價作業之競價標的，並依序辦理全區性廣播事業及區域性廣
播事業執照競價。
全區性廣播事業及區域性廣播事業執照之競價日期、競價地點及競價作業
注意事項，由主管機關於競價日之七日前公告之。
主管機關應於前項競價作業前，舉行競價作業流程說明會。
ΠΪέన
主管機關辦理競價作業時，各競價標的採一回合報價方式進行。
前項報價經提出後，不得撤回或修正。
競價者報價之價金，全區性廣播事業應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單位；區域性
廣播事業應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單位。
競價者之報價在底價以上且為最高者，為該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者，其報
價為暫時得標價。
二以上競價者之報價在底價以上，且為相同最高報價時，採抽籤方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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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得標者。
競價者之報價均未達該競價標的之底價時，主管機關應予廢標。
ΠΪѲన
主管機關為辦理競價作業，於競價地點備置競價室。
每一競價者得指派至多三人為其授權代理人，應攜帶委任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時間前報到、進入競價室。違反者，喪失報價之資
格。
競價者之授權代理人於競價室中，不得使用任何通信設備並應關閉電源，
其有擾亂競價室秩序或妨害競價公平性之行為者，主管機關得命其改正，
不改正者，喪失其競價之資格。
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於主管機關公告競價者名單後至決標前，不得以
任何方式與其他競價者或其他競價者之授權代理人，就參與競價事宜為任
何足以影響競價程序公平性之行為，違反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競價之資
格。
競價者於競價程序中，因違反規定喪失競價資格者，其授權代理人應即離
開並不得再進入競價室。
ΠΪϤ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效報價：
一、報價標的非所申請之標的。
二、報價數值未能清楚確認或辨別。
三、報價數值空白或提出二個以上不同報價。
四、未於主管機關指定時間內遞交報價單。
五、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三項之報價單位進行報價。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無效報價之情形。
ΠΪϲన!
競價程序進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宣布暫停競價程序之進
行，並視情形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一、發生不可抗力情事。
二、發現競價者有重大違規情事。
三、其他不宜繼續進行競價程序之情事。
ΠΪΜన!
競價程序結束後，各競價標的之得標價為得標者之報價。
競價程序結束後，由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得標標的、得標價及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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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Τన!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無息發還：
一、審查後非第二十條第二項之合格者，於主管機關公告審查合格名單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無息發還。
二、參加競價而未得標，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無息發還。
三、參加競價而得標，於依規定繳納得標金金額或頭期款後，無息發還。
但得標者得以其繳納之押標金全數無息轉換為得標金頭期款之一
部。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
一、得標後未依規定一次繳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及
其利息之支付擔保。
二、依第二十四條遭廢止競價資格或喪失競價資格。
ΠΪΞన
競價者於競價程序中，有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其參加競價之權利；於得標後始發現者，撤銷或廢止其得標，無
息發還已繳納之得標金。
前項情形，已繳納之審查費、押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應予追
繳或於得標金中扣抵，如有不足，並予追繳。

第三節 抽

籤

έΪన!
依本章第一節規定完成審查程序後，社區性廣播事業之許可依第四條規定
採先審查後抽籤方式辦理者，其抽籤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之。
抽籤作業程序、日期、地點，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έΪΙన!
取得抽籤資格者應由代表人或指派一位授權代理人，應攜帶委任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時間、地點參加抽籤。
取得抽籤資格者經主管機關通知而未出席或未指派授權代理人參加抽籤報
到者，視同放棄抽籤權利。主管機關於抽籤會場唱名而未參加抽籤者，亦
同。
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其授權代理人始得進入抽籤會場，其他人員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不得進入抽籤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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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其授權代理人不得有足以影響抽籤程序進行之行為；違
反者，主管機關得先命其改正，仍不改正者，廢止其抽籤之資格。
έΪΠన
申請標的僅有一取得抽籤資格者或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出席參加抽籤報
到者，不經抽籤程序，該取得抽籤資格者即為中籤者。
申請標的有二以上取得抽籤資格者，抽籤順序依取得抽籤資格者之名稱第
一個字筆劃數由小至大排序；筆劃相同者再依名稱第二個字筆劃由小至大
排序，依此類推。取得抽籤資格者依該排序先抽序號籤，再依抽得之序號
籤順序由小至大排序，抽籌設許可籤。
主管機關依出席參加抽籤者數準備標籤，抽籤時依前項所定程序經主管機
關唱名後，由取得抽籤資格者自行抽籤。取得抽籤資格者抽中籌設許可
籤，即為中籤者。
抽籤程序中有中籤者，抽籤程序即結束。抽籤程序中取得抽籤資格者放棄
抽籤權利或遭廢止抽籤資格，致無中籤者，抽籤程序即結束，申請標的不
予開放。
除第一項情形外，申請標的之取得抽籤資格者，均未出席報到時，抽籤程
序即結束，申請標的不予開放。
抽籤程序結束後，中籤者僅為暫時得標者，仍須經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
單。
έΪέన
申請人於抽籤程序中，有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其參加抽籤之權利；於得標後始發現者，撤銷或廢止其得標。
前項情形，已繳納之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已發還者應予追繳。

第四章 籌

設

έΪѲన
全區性廣播事業、區域性廣播事業得標者得選擇以一次繳清或分期繳納方
式繳納得標金，並以電匯方式匯入主管機關指定帳戶；繳納得標金方式經
選定後，不得變更。
依前項規定選定一次繳清者，得標者應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
三十日內完成繳納。
依第一項規定選定分期繳納者，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得標金
及其利息：
一、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頭期款，其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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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標的之底價。
二、區域性廣播事業或全區性廣播事業一次設立者，於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前，繳納得標金餘額及得標金餘額之利息。
三、全區性廣播事業分期設立者，於各期設立完成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或
換發廣播執照前，繳納得標金餘額之半數及得標金餘額半數之利
息。
前項所稱之得標金餘額，係指得標金扣除頭期款後之金額。
得標者依第三項第一款繳納得標金，應自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
九十日內就應繳納之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出具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做為其
支付擔保。全區性廣播事業保證期間應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至七年
三個月止，區域性廣播事業保證期間應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至四年
三個月止；其未完成者，廢止得標資格，其已繳得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
第三項得標金餘額利息，依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第三十日臺灣
銀行實施之基準利率數值最高者加上百分之二點一四為年利率計算，並自
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第三十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按日加計利
息。
έΪϤన!
得標者或經營者依前條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款繳納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
後，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解除已繳納金額部分之保證責任。
έΪϲన!
得標者未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繳回全部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繳納得標金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繳納得標金頭期款，或未依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者，其得標失其效力。
得標者或經營者未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繳納得標金餘額及得標
金餘額之利息或第三款規定繳納得標金餘額之半數及得標金餘額半數之利
息者，由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其支付擔保責任，如仍未獲繳納者，
由主管機關廢止其得標資格、籌設許可、電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廣播
執照及所核配頻率，其所繳納得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得標者或經營者未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繳回全部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或籌設許可逾期失其效力者，由
主管機關廢止其得標資格、籌設許可、電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廣播執
照及所核配頻率，其所繳納得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έ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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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者或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其籌設許可或廣播執
照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其已繳納之得標金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έΪΤన!
主管機關發給籌設許可前，得標者應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區域性廣播
事業履行保證金金額為新臺幣三百萬元，全區性廣播事業履行保證金金額
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前項履行保證金應以下列方式擇一繳交：
一、直接存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帳戶。
二、國內銀行之履行保證書。
三、設定質權人為主管機關之可轉讓定期存款單。
區域性廣播事業得標者以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繳交履行保證金者，其保證
期間為三年又三個月；全區性廣播事業得標者以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繳交
履行保證金者，其保證期間為六年又三個月。
得標者申請展延籌設許可時，應一併辦理前項履行保證期間之展延。
έΪΞన!
經競價程序得標者於主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繳納得
標金、頭期款與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之支付擔保，及繳納履行保證金後，
主管機關始發給籌設許可。
廣播事業之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許可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頻率核配：
一、籌設許可核准函影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ѲΪన!
社區性廣播事業之籌設許可有效期間二年，區域性廣播事業之籌設許可有
效期間三年。
經許可經營全區性廣播事業者，籌設得分期實施，其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六
年。
全區性廣播事業之籌設，採分期實施者，至多不得逾二期；其設立進度，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分期實施者，其設立完成後，電臺之電波人口涵蓋率不得少於全國
之百分之九十。
二、分期實施者，其第一期設立完成後，電臺之電波人口涵蓋率不得少於
全國之百分之五十，且應於三年內取得廣播事業執照後開播；第二
期設立完成後，電臺之電波人口涵蓋率不得少於全國之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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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ѲΪΙన!
全區性廣播事業、區域性廣播事業得標者無法於所定期間內完成籌設並取
得廣播執照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內附具理由，向主管機關
申請展期，展期申請最長不得逾一年，以一次為限，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
始得展期；主管機關認定理由與工程無關或非屬必要者，得不予許可展
期。
社區性廣播事業得標者不得申請展延籌設期限。
得標者未依規定完成籌設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得標資格、籌設許可、電
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廣播執照及所核配頻率。
逾期未完成籌設之得標者，主管機關得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
通知保證銀行已履行之保證責任；已退還履行保證金或通知保證銀行解除
保證責任者，主管機關得追繳之。
ѲΪΠన!
區域性廣播事業得標者於取得全部電臺執照後，得申請退還百分之四十履
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百分之四十保證責任；於設立完成且
取得廣播執照後，得申請再退還百分之六十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
銀行再解除百分之六十保證責任。
全區性廣播事業得標者得依下列規定，申請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
保證銀行解除保證責任：
一、不分期實施者，於設立完成且取得全區性廣播執照後，得申請退還履
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保證責任。
二、分期實施者，於完成第一期設立且取得廣播執照後，得申請退還百分
之四十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百分之四十保證責
任；於設立完成且換發全區性廣播執照後，得申請再退還百分之六
十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再解除百分之六十保證責任。
ѲΪέన!
得標者取得廣播事業籌設許可後，應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成立財團法人。
已設立之公司或財團法人應於申請廣播執照前，辦理公司營業項目或財團
法人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之變更。
得標者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辦理公司登記、成立財團法人或變更登記事
宜時，其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應達營運計畫所載預定實收資本額
或捐助財產總額。
ѲΪѲన!

640! 參、傳播類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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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應依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於完成架設後，申請電臺執照。
取得電臺執照者，得對電臺內外系統連線整合、音質、影像及製作、發
射、傳輸、接收等系統運作情況作試播。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提報試
播計畫。試播內容準用本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取得區域性廣播事業與社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應於取得電臺執照後
六個月內，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取得全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依第四十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不分期設立
者，應於取得所有電臺執照後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取得全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依第四十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分期設立
者，應於取得第一期所有電臺執照後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廣播
執照。於第二期設立完成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廣播執照。
前項廣播執照之有效期間為自第一期設立完成後，主管機關發給廣播執照
日起算九年為止。
ѲΪϤన!
申請核發廣播執照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公司、財團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
三、公司章程或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四、公司股東名簿及股東會會議紀錄。
五、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
六、電臺執照影本。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ѲΪϲన!
既有廣播事業依第十條、第十二條申請並得標者，主管機關於發給廣播執
照時，應廢止其申請時所承諾繳回之廣播執照，並自發給廣播執照之次日
起三十日後，收回其申請時所承諾繳回之使用頻率。
主管機關為前項廢止時，應通知有關機關。
ѲΪΜన!
承諾繳回廣播執照及其使用頻率之廣播事業，應於得標者申請核發廣播執
照之日前三十日至主管機關廢止使用頻率前一日，持續預告停播等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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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ΜనϞΙ
由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經營具公共性或公益
性之廣播事業，應有法律依據；其籌設規劃並應經行政院核定或同意，始
得為之。
前項申請人之申請案件，依本章規定，不適用第二章至第四章規定。
ѲΪΜనϞΠ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其創立基金或最低捐助財產總
額，依其所由成立之法律規定。
ѲΪΜనϞέ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經審查核可者，由主管機關
發給籌設許可：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及細項：
（一）總體規劃，細項包含設臺宗旨及目標聽眾。
（二）人事結構及行政組織，細項包含行政組織、人事結構與人員編
制。
（三）經營計畫及營運時程規劃，細項包含經營計畫、營運時程之規
劃、聽眾意見處理機制。
（四）節目規劃、內部流程控管及廣告收費原則。
（五）財務結構，細項包含預算收支情形預估、經費管控。
（六）人才培訓計畫。
（七）設備概況及建設計畫，細項包含系統設備概況說明、建設計畫
。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文件，應經申請人之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審查後提出。但申
請人為二級機關者，不在此限。
ѲΪΜనϞѲ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繳交審查費。
ѲΪΜనϞϤ
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許可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頻率核配：
一、籌設許可核准函影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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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ΜనϞϲ
社區性廣播事業之籌設許可有效期間二年，區域性廣播事業之籌設許可有
效期間三年。
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全區性廣播事業者，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六年，全部設
立時程不得逾九年，並得分期設立。
全區性廣播事業、區域性廣播事業未能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完成者，應於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內附具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並經主管
機關許可後始得展期。
前項申請展期，應經申請人之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同意。但申請人為二級
機關者，不在此限。
ѲΪΜనϞΜ
取得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應依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於完成架設後，申請電臺執照。
取得電臺執照者，得對電臺內外系統連線整合、音質、影像及製作、發
射、傳輸、接收等系統運作情況作試播。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提報試
播計畫。試播內容應遵守本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ѲΪΜనϞΤ
取得區域性廣播事業與社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應於取得電臺執照後
六個月內，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取得全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其屬不分期設立者，應於取得所有電臺執
照後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取得全區性廣播事業籌設許可，其屬分期設立者，應於取得第一期所有電
臺執照後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廣播執照。於其後各期設立完成
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廣播執照。
前項廣播執照之有效期間為自第一期設立完成後，主管機關發給廣播執照
日起算九年為止。
ѲΪΜనϞΞ
申請核發廣播執照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電臺執照影本。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與核發廣播執照有關之文件。
申請人為已設立之財團法人，其設立目的與經營廣播事業無關者，應於申
請廣播執照前，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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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ѲΪΤన!
申請經營廣播事業者，應按申請許可、審查、審驗、核發、換發、補發證
照等作業，依廣播電視業者設置電臺規費收費標準及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
費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許可費、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依本辦法規定取得廣播執照者，依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
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Ѳ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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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64001523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έన
電視事業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取得電視執照後，始得營運。
Ѳన
由政府依法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經營具公共性或公益性之電視事業，應
有法律依據；其籌設規劃並應經行政院核定或同意，始得為之。
Ϥన
政府依法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經營電視事業者，其創立基金或最低捐助財
產總額，依其所由成立之法律規定。
ϲన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經審查核可者，由主管機關
發給籌設許可：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及細項：
（一）總體規劃，細項包含設臺宗旨、目標觀眾及其公共性或公益性
之定位說明。
（二）人事結構及行政組織，細項包含行政組織、人事結構與人員編
制。
（三）經營計畫及營運時程規劃，細項包含經營計畫、營運時程之規
劃、與觀眾意見處理機制。
（四）節目規劃、內部流程控管及廣告收費原則。
（五）財務結構，細項包含預算收支情形預估、經費管控。
（六）人才培訓計畫。
（七）設備概況及建設計畫，細項包含系統設備概況說明、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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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文件，應經申請人之主管機關審查後提出。
Μన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繳交審查費。
Τన
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許可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頻率核配：
一、籌設許可核准函影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Ξన
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電視事業者，籌設許可有效期間六年，全部設立時程
不得逾九年，並得分期設立。
電視事業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完成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
內附具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展期。
前項申請展期，應經申請人之主管機關同意。
Ϊన
取得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應依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於完成架設後，申請電臺執照。
取得電臺執照者，得對電臺內外系統連線整合、音質、影像及製作、發
射、傳輸、接收等系統運作情況作試播。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提報試
播計畫。試播內容應遵守本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ΪΙన
取得電視事業籌設許可，其屬不分期設立者，應於取得所有電臺執照後六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視執照。
取得電視事業籌設許可，其屬分期設立者，應於取得第一期所有電臺執照
後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視執照。於其後各期設立完成後，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電視執照。
前項電視執照之有效期間為自第一期設立完成後，主管機關發給電視執照
日起算九年為止。
ΪΠన
申請核發電視執照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電臺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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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與核發電視執照有關之文件。
申請人為已設立之財團法人，其設立目的與經營電視事業無關者，應於申
請電視執照前，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之變更。
Ϊέన
申請經營電視事業者，應按申請許可、審查、審驗、核發、換發、補發證
照等作業，依廣播電視業者設置電臺規費收費標準及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
費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繳納許可費、審查費、審驗費及證照費。
依本辦法規定取得電視執照者，依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向主管機關
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ΪѲ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647
655

ႫຜቨΨᐠᡐᓜᐠЅޥୢӓӣЈጣႫຜ೩ര೩
ҳᒲݲ
1. 中華民國 62 年 4 月 3 日交通部(62)交郵字第 5996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8 年 2 月 28 日交通部(68)交郵字第 04084 號令、行政院新聞局(68)瑜波字第
02300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72 年 3 月 17 日交通部(72)交郵字第 06045 號令、行政院新聞局(72)渝廣四字
04625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5、13、17、32、33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1 年 7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81)強廣三字第 13667 號令、交通部(81)交郵字
第 28014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3 年 4 月 8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三字第 0930621755B 號令、交通部交郵發字
第 093B00003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3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2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7430078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24150 號令修正第
2、4、8、22、29、33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04301276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4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14301673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 2、5、24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 條條文（原名稱：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
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Ιన!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廣播電視法及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Πన!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左：
一、電視增力機：指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以原頻率將其增力發
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二、電視變頻機：指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以不同頻率將其增力
發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指自空間直接或間接接收國內無線電視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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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視信號經增力處理後，以纜線傳輸至接收用戶之設備。
έ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設立，應以電視臺服務區
域內因受地形或建築物影響之收視障礙地區為限。
Ѳన!
電視增力機或變頻機，應由電視電臺自行申請設立或由當地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自行或委託電視電臺申請設立。但為便利電視電臺服
務區域內收視障礙地區之收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得
自行或指定電視電臺設立電視增力機或變頻機。
申請設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應填具申請書，敘明左列事項，送本會核發
架設許可證，始得裝設。
一、申請者之名稱（委託電視電臺之申請者，並應註明受委託電臺名
稱）。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發射機電功率、製造廠牌、安裝地點及工程計畫。
四、天線輻射場型。
五、設立地點之主臺信號強度及該機發射信號之強度比率。
六、設機後之增輻地區及其電視接收機用戶數。
Ϥ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由政府機關團體、中華民國國民組設之公司、
財團法人或電氣行號申請設立。
申請設立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填具申請書一式五份，載明左列事項，
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住址、學歷及經歷。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財務狀柷。
四、作業能力。
五、申請服務之區域（附服務區域詳圖）。
六、服務區域電視接收機用戶數。
七、經費來源、經營方式。
八、預定收費數額。
九、服務處所及維護方式。
十、工程計畫（含天線及機線設備狀況）。
鄉、鎮、市、區公所就申請書第一項至第五項予以審查，劃定服務區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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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同意書後，轉由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就申請書第六項及第七項
審查，核可後送本會就申請書第八項至第十項及有關技術審查，核發架設
許可證，始得裝設。
集合住宅或高層建築物為提供住戶及鄰近低樓層住宅收視不良，所設置之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得不受前項及第十條限制。集合住宅係指具有
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同一服務區域內，已設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以不得再行設立為原
則。
ϤనϞΙ!
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提供民眾共同收視，且未收取收視費用者，
應檢附申請書經本會專案核准後，得不受第五條及第十條限制。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及住址。
二、申請服務之區域（附詳圖或含有地址之名冊）。
三、服務區域用戶預估數。
四、經費來源、維運方式。
ϲన!
電視事業不得申請設立及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業務。其對經營社區
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公司、財團法人或行號之投資，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
九為限。
Μన!
申請設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機構之負責人，對
其設立之有關事項，應負完全責任。
Τన!
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事業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
一、曾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國內無住所者。
Ξ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架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
自核發之日起，滿一年為止，必須在該期限內裝設完成。其因特別事故未
能在有效期間內完成者，應於期滿前一個月內申述理由，附繳原架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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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向本會申請展期三個月。但以一次為限。
Ϊ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裝設完成，申經本會查驗其
機器設備合格並發給執照後，始得操作轉播。其原領之架設許可證，應即
繳銷。
ΪΙ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執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
屆滿前一個月應向本會申請換發執照。
ΪΠ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申請換發執照時，應檢附員工名冊、接收用戶名冊
及機件檢驗報告。報告格式由本會定之。
Ϊέ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左列情形之一而其情節可以改正者，應限期通知
改正後換發執照，其不能改正或逾期不改正者，不予換發。
一、設備與技術標準未符規定者。
二、經營與原申請設立目的不符者。
三、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有第八條情事之一者。
四、對電視安全有影響者。
五、未能履行與用戶間之合約者。
六、財務未臻健全，依法應予整頓者。
七、超越劃定服務區域營業者。
八、無正當理由拒絕、延誤申請裝置或不提供公平服務者。
九、兼營電視接收機銷售業者，利用此項獨營權為不正當之競爭者。
前項限期改正期間，應發給臨時執照，其有效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ΪѲన!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遺失者，應即登報聲明作廢，並報請本會補發新證或新
照。
ΪϤన!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內所載設立事項變更時，應向本會申請核准換發新證或新
照。
Ϊϲన!
依前二條規定補發換發之架設許可證或執照，仍以原許可證或執照之有效期
間為其有效期間。
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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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發、換發、補發架設許可證或執照，應繳納證書費或執照費。其數
額由本會定之。
依前項規定徵收之證書費及執照費，其徵收及支出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政府機關設立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免繳納證
書費或執照費。但應依規定辦理核發、換發、補發架設許可證或執照手
續。
ΪΤ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後，除事先報經本會核准外，不得任意拆遷、
停止經營、轉讓股權或變更名稱或負責人。其因機件損壞必須暫停轉播
時，亦應報本會核備。
ΪΞ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裝設，應儘量避讓其他既
設之電信設備，不得妨礙或干擾該項設備原有之通信工作。
ΠΪ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之發射頻率，由本會於核發架設許可證明時指配之，
非經請准，不得變更。
ΠΪΙ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將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訊號，以原內
容傳輸至用戶。
ΠΪΠ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未領執照，或原領執照被註
銷，或執照遺失未請准補發者，均不得操作轉播。
ΠΪέ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完成，應按申請設立目
的推行業務，不得作其他用途。
ΠΪѲ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不得插播與國內無線電視
電臺主臺發射信號不同之節目及廣告。
ΠΪϤ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非因特殊情形經事先報請核准者外，應同時轉播
所有電視臺之信號。
ΠΪϲ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負責人，應於每年年初將上年年底接收用戶數目及
分佈情形報請本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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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Μ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得由業者收取費用，其標準應由設立負責人報請
本會等有關機關核定之。
ΠΪΤ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之拆除，應先報請本會核准，並由本會查核收繳執
照。其機件天線之存放地點並應報請本會查核，非經核准，不得他移或出
售轉讓。
ΠΪΞన!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工程技術標準及主要設備
應符合無線電視電臺工程技術及設備標準規範之規定，並由本會審核。
έΪన!
本會得派員查核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地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並考察業
務經營情形。如發現有未依規定辦理者，應通知限期改正。
έΪΙన!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所掛線路，應向電信或電力公司，依照有關規定租
用電桿，非經核定不得自行立桿掛線。
έΪΠన!
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
一、違反第十八條未經核准而擅自轉讓股權或變更名稱或負責人者。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七條或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者。
三、未依第三十條之規定於限期內改正者。
έΪΠనϞΙ!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處分之。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未按申請設立目的推行業務，擅自架設播放系統作其
他用途者。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插播與主臺發射信號不同之節目及廣告者。
έΪέన!
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註銷其執照。
一、一年內經警告二次者。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之一而未辦理負責人或從
業人員變更者。
三、違反第十八條未經核准而任意拆遷或停止經營者。
四、違反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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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十
二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之換發執照，係指廣播事業廣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換發。
έన!
廣播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應於廣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至一年內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未於期限內申請換發者，原
領之執照期間屆滿，應即停播。
申請換發執照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不予
受理：
一、已逾換發執照申請期限。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八項授權訂定之辦法中，明定屆期不予換發執照。
三、經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通知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繳回原核配頻率。
Ѳన!
廣播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換發執照申請書（如附件一至附件三）、各審查項目執行情形之說明
文件及其佐證資料。
二、與所送紙本文件內容完全一致之電子檔（限以 PDF 檔案格式並製作
成光碟片）。
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一年度財務報表。
四、電波涵蓋區域圖。
五、電臺執照影本及原廣播執照影本。
六、民營廣播事業為公司組織者，檢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公司章程；其
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檢具財團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捐助章程。
七、民營廣播事業為公司組織者，檢具法人股東、董事、監察人名冊及最
近三次之董事會會議紀錄；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檢具捐助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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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察人名冊及最近三次之董事會會議紀錄。
八、已繳納審查費之收據影本。
九、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之換發執照申請書所列附件一，適用於中、大功率之廣播事
業；附件二適用於小功率之廣播事業；附件三適用於公營廣播事業或財團
法人。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廣播電臺，其所送之財務報表，得免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
Ϥన!
申請換發廣播執照所繳交之文件，經本會審查認應補正時，應以書面通知
廣播事業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駁回其申請。
ϲన!
本會為審查廣播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案，得設審查諮詢委員會，置審查諮詢
委員七至九人，並依下列方式組成：
一、專家學者三至四人。
二、公民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三、本會代表三人（不含召集人）。
審查諮詢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第一次聘任之委員，其中三至四人
之任期為一年。
Μ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負責召集並主持審查會議，召集人由本會
主任委員指派，不參與會議表決。
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審查諮詢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會議，被推派
為主持人之審查諮詢委員仍得參與會議表決。
召集人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職務時，由本會主任委員另行指派之。
Τన!
審查諮詢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受審查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二、本人之二親等內血親、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擔任受審查事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本人現任或二年內曾任職於受審查事業或擔任其有給職顧問。
Ξ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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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Ϊన!
為審查換發執照案，得至該廣播事業進行訪查，或邀請其到會面談。
ΪΙ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應依換發執照申請文件及換發執照審查表（如附件四）辦
理初審。
前項初審應就申請者之過去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與未來營運計畫分別進行審
查，審查諮詢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提出改善建議，併同審查結果，由本
會委員會議審議。
ΪΠన!
審查諮詢委員填寫換發執照審查表，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於審查項目之分項評核結果欄位勾選劣者，應附記理由。
二、於綜合意見之評核結果欄位勾選不合格者，應具體敘明重大缺失。
三、於綜合意見之評核結果欄位勾選優良者，其於審查項目之分項評核結
果欄位至少應有一項勾選良。
Ϊέన!
廣播事業於執照有效期間內二次評鑑結果均為優良者，其申請換發執照，
免提報申請書第壹項所列之過去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但仍須提報申請書之
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三之一）及第貳項所列之未來營運計
畫，並得不經審查諮詢委員會初審，逕由本會委員會議審議。
ΪѲన!
本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有關營運是否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
眾需求之認定，得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舉行公聽會。
二、委請其他機構辦理民意調查。
三、邀請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面談。
四、至各服務地區訪談。
五、其他適當之方式。
ΪϤన!
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為合格或優良，審查諮詢委員會應為許可換發
執照之建議。
Ϊϲ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查諮詢委員得評為不合格：
一、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及頻率運用績效經評鑑有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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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之營運計畫顯不可行。
三、財務狀況重大異常或虧損，致影響繼續經營業務之能力。
四、電臺發射機及天線地點與核准者不相符。
五、營運不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眾需求。
六、依本法受裁罰之程度及情節重大者。
七、其他足以影響電臺營運事項，致不具備繼續經營業務之能力。
八、其他事實足資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公共利益之重大損害者：
（一）未能遵守媒體專業自主。
（二）危害消費者及弱勢者權益。
（三）阻礙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四）妨礙公眾視聽權益。
ΪΜన!
申請換發執照案，經出席委員逾二分之一評為不合格者，審查諮詢委員會
應提出具體重大缺失，應限期改善事項之建議，由委員會議審議。
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應限期改善者，本會應以書面通知其改善事項並命
其限期改善，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改善報告或改善計畫後，由本
會委員會議審議。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後，
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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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ΪΤన!
廣播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時，應依本法第五十條之一規定繳交審查費；於許
可換發執照時，應繳交證照費。
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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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辦法依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十
二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之換發執照，係指電視事業電視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之換發。
έన!
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應於電視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至一年內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未於期限內申請換發者，原
領之執照期間屆滿，應即停播。
申請換發執照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不予
受理：
一、已逾換發執照申請期限。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八項授權訂定之辦法中，明定屆期不予換發執照。
三、經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通知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繳回原核配頻率。
Ѳన!
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換發執照申請書（如附件一）、各審查項目執行情形之說明文件及其
佐證資料。
二、與所送紙本文件內容完全一致之電子檔（限以 PDF 檔案格式並製作
成光碟片）。
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一年度財務報表。
四、電波涵蓋區域圖。
五、電臺執照影本及原電視執照影本。
六、民營電視事業為公司組織者，檢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公司章程；其
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檢具財團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捐助章程。
七、民營電視事業為公司組織者，檢具法人股東、董事、監察人名冊及最
近三次之董事會會議紀錄；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檢具捐助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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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察人名冊及最近三次之董事會會議紀錄。
八、已繳納審查費之收據影本。
九、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Ϥన!
申請換發電視執照所繳交之文件，經本會審查認應補正時，應以書面通知
電視事業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駁回其申請。
ϲన!
本會為審查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案，得設審查諮詢委員會，置審查諮詢
委員七至九人，並依下列方式組成：
一、專家學者三至四人。
二、公民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三、本會代表三人（不含召集人）。
審查諮詢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第一次聘任之委員，其中三至四人
之任期為一年。
Μ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負責召集並主持審查會議，召集人由本會
主任委員指派，不參與會議表決。
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審查諮詢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會議，被推派
為主持人之審查諮詢委員仍得參與會議表決。
召集人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職務時，由本會主任委員另行指派之。
Τన!
審查諮詢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受審查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二、本人之二親等內血親、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擔任受審查事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本人現任或二年內曾任職於受審查事業或擔任其有給職顧問。
Ξ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
逾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Ϊన!
為審查換發執照案，得至該電視事業進行訪查，或邀請其到會面談。
ΪΙన!
審查諮詢委員會應依換發執照申請文件及換發執照審查表（如附件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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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初審。
前項初審應就申請者之過去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與未來營運計畫分別進行審
查，審查諮詢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提出改善建議，併同審查結果，由本
會委員會議審議。
ΪΠన!
審查諮詢委員填寫換發執照審查表，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於審查項目之分項評核結果欄位勾選劣者，應附記理由。
二、於綜合意見之評核結果欄位勾選不合格者，應具體敘明重大缺失。
三、於綜合意見之評核結果欄位勾選優良者，其於審查項目之分項評核結
果欄位至少應有一項勾選良。
Ϊέన!
電視事業於執照有效期間內二次評鑑結果均為優良者，其申請換發執照，
免提報申請書第壹項所列之過去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但仍須提報申請書之
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三之一）及第貳項所列之未來營運計
畫，並得不經審查諮詢委員會初審，逕由本會委員會議審議。
ΪѲన!
本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有關營運是否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
眾需求之認定，得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舉行公聽會。
二、委請其他機構辦理民意調查。
三、邀請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面談。
四、至各服務地區訪談。
五、其他適當之方式。
ΪϤన!
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為合格或優良，審查諮詢委員會應為許可換發
執照之建議。
Ϊϲ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查諮詢委員得評為不合格：
一、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及頻率運用績效經評鑑有重大缺失。
二、未來之營運計畫顯不可行。
三、財務狀況重大異常或虧損，致影響繼續經營業務之能力。
四、電臺發射機及天線地點與核准者不相符。
五、營運不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眾需求。
六、依本法受裁罰之程度及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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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足以影響電臺營運事項，致不具備繼續經營業務之能力。
八、其他事實足資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公共利益之重大損害者：
（一）未能遵守媒體專業自主。
（二）危害消費者及弱勢者權益。
（三）阻礙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四）妨礙公眾視聽權益。
ΪΜన!
申請換發執照案，經出席委員逾二分之一評為不合格者，審查諮詢委員會
應提出具體重大缺失，應限期改善事項之建議，由委員會議審議。
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應限期改善者，本會應以書面通知其改善事項並命
其限期改善，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改善報告或改善計畫後，由本
會委員會議審議。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後，
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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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ΪΤన!
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時，應依本法第五十條之一規定繳交審查費；於許
可換發執照時，應繳交證照費。
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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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66 年 8 月 6 日行政院新聞局(66)德波字第 08737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72 年 6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72)瑜廣一字第 08998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內容
3. 中華民國 81 年 5 月 8 日行政院新聞局(81)強廣一字第 07769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2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82)強廣一字第 11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
文
5. 中華民國 84 年 3 月 22 日行政院新聞局(84)強廣一字第 0489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條
6. 中華民國 87 年 2 月 16 日行政院新聞局(87)建廣一字第 02085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88 年 11 月 19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一字第 18942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
文
8.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傳播字第 1026200246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9.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1910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管理規
則）

Ιన!
本規則依廣播電視法第十三條及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所稱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係指廣播、電視事業之董事、監察
人、總經理、總臺長、臺長、分臺長或與其職務相當之人。
έన!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第二條所稱之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
一、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曾任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因執行其職務致使事業經依廣播電視
法第四十五條吊銷廣播或電視執照者。
四、曾利用廣播、電視或新聞工作之職務關係犯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者。
五、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
六、曾犯侵占、詐欺或背信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
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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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
八、於國內無住所者。
Ѳన!
廣播、電視事業設有獨立董事者，至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下列專業資格條
件之一：
一、曾擔任通訊、傳播、法律、財金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或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三年以上。
二、具有通訊傳播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Ϥ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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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82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9 條；並自 106 年 1 月 8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282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7、9 條條文；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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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四十。
第三條
①前條所稱本國自製節目，指本國節目內容產製業者製作之節目，並依下列
基準依序認定之：
一、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人數
三分之一，或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製作人、導播（演）及編劇超過
前開職務總人數三分之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二、從其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人數最高者，認定該
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三、從其製作人、導播（演）、編劇及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
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四、從其製作人及導播（演）之同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
目所屬國或地區。
五、從其標示之節目製作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屬國或
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六、從其出資額最大之投資者所屬國籍或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
區。
②體育賽事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者，視為本國自製節目，不受
前項認定基準限制。
③音樂錄影帶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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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國自製節目：
一、本國人演唱主要音樂或歌詞。
二、本國人參與編曲。
三、本國人參與作詞。
四、本國境內錄製之現場演唱會巡演。
第四條
①第二條所稱戲劇節目指將人物、情節及場景組合成具故事性之內容。
②前項戲劇節目播送型態包含連續劇、單元劇、迷你影集、電視電影等。
第五條
第二條所稱主要時段，指每日晚間八時至十時。
第六條
第二條所定百分之七十比率，按個別頻道每週播出時數計算。
第七條
①第二條所稱新播，指該節目在國內所有無線電視頻道第一次播出。
②不同無線電視事業合製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於其所
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③第二條所定百分之五十比率及百分之四十比率，按個別頻道每年播出時數
計算。
第八條
電視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填報節目表時，應同時登載本國自製節
目及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比率。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八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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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新聞局(88)怡廣一字第 2141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 8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新聞局(89)琴廣一字第 08115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之附
表、第 4、14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新聞局(90)正廣四字第 0752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6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91)正廣四字第 0910000060 號令修正發布第 1 條
條文
5. 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三字第 0920620822A 號令修正發布第 1 條條
文
6.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57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4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146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4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581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14 條；並定自 106 年 6 月 13 日施行
9.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235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0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視事業：指無線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二、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所製作之頻道或節目。
έన!
電視事業應依本辦法之規定，將節目分為下列五級，標示分級標識（如附
圖）
，並依附表一規定時段播送，且不得違反附表二所列不得播出之例示：
一、限制級（簡稱「限」級）：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宜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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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十五歲級（簡稱「輔十五」級）：未滿十五歲之人不宜觀賞。
三、輔導十二歲級（簡稱「輔十二」級）：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不宜觀賞。
四、保護級（簡稱「護」級）：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宜觀賞，六歲以上未滿
十二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五、普遍級（簡稱「普」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Ѳన!
電視節目有下列情形之一，列為「限」級，並應鎖碼播送。
一、描述賭博、吸毒、販毒、搶劫、綁架、殺人或其他犯罪行為細節、自
殺過程細節。
二、有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式強烈，十八歲以上之人
尚可接受者。
三、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表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暗
示，十八歲以上之人尚可接受者。
Ϥన!
電視節目無第四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輔十五」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恐怖、血腥、暴力、變態、玄奇怪異或社會畸
型現象且表現方式非屬輕微但未令人產生殘虐印象或過度驚恐。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呈現性表現或性暗示。
三、其他對未滿十五歲之人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ϲన!
電視節目無前二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輔十二」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暴力、恐怖、血腥、變態、玄奇怪異或社會畸
型現象且表現方式輕微。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呈現輕微性表現或性暗示。
三、其他對未滿十二歲兒童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Μన!
電視節目無前三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護」級。
一、涉及打鬥、竊盜、驚悚、玄奇怪異或社會畸型現象。
二、涉及性或有混淆道德、價值觀者。
三、其他對未滿六歲兒童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Τన!
電視節目無前四條所列情形，適合一般觀眾觀賞者，得列為「普」級。
Ξన!
電視節目預告之播送，準用第三條至第八條之規定。

668! 參、傳播類法規
676
電視事業於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及時間限制，應符合
「普」級或「護」級規定。
Ϊన!
電視事業播送節目，應於該節目開始及每段節目開始時，以疊印或插播卡
方式，至少標示分級標識十秒鐘，其大小應與螢幕上電視事業之識別標識
相當。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含有敏感性內容者，應於該節目開始時，視實際情
節清晰加註警示訊息。所稱敏感性內容，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
二、暴力。
三、恐怖。
四、菸酒。
五、毒品、藥物不當使用。
六、不當言語與行為。
七、反社會性。
八、其他敏感性內容。
電視節目以數位方式播送後，觀眾選臺時，播送系統具備得提供分級標識
及情節警示訊息功能之簡易節目電子選單表，或其他具備相同功能之機制
者，得不於每段節目開始時標示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之頻道，其分級標準與我國相當者，經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後，得逕行標示其原有分級標識或加註情節警示訊息。
電視事業應協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
臺事業，提供依分級標識或時段，限制兒童及少年觀賞之措施。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均屬普遍級者，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得免標示分
級標識。
ΪΙన!
新聞報導之畫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ΪΠన!
電視事業提供之節目表、頻道總表、節目電子選單表或簡易節目電子選單
表，應註明節目級別，供觀眾參考選擇收視。
Ϊέన!
為落實電視節目分級，主管機關得協調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組織，協助
或輔導電視事業處理節目分級相關事宜。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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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Ѳన!
本辦法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669
677

670! 參、傳播類法規
678
附圖：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附表一：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
時間
電視事業
無線電視頻道
有線電視頻道、衛

一般

星電視頻道(未鎖

頻道

碼)

電影
頻道

有線電視鎖碼頻

一般

道、衛星電視鎖碼

頻道

頻道

06:00

16:00

19:00

21:00

23:00

︱

︱

︱

︱

︱

16:00

19:00

21:00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

普

普、護

23:00

06:00

普、護、

普、護、

輔 12

輔 12、輔 15

普、護、

普、護、

輔 12

輔 12、輔 15

普、護、輔 12、輔 15

普、護、輔 12、輔 15、限
電影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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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電視節目特殊內容例示說明
＼級別
例示

限制級

項目 ＼

輔導

輔導

十五歲級

十二歲級

保護級

普遍級

1.過度描述殺人 1.強調血腥、暴 1. 強調血腥、暴 1.鬥毆、打殺等 1.任何對未滿六
或虐待動物等

力、恐怖之情

力、恐怖之情

情節太長或太

歲之兒童發生

嚴重違反人道

節，如：利器

節，如：利器

頻繁。

不良影響之暴

精神者。

刺（割）入肌

刺（割）入肌 2.重複加諸身體

2. 過 度 描 述 暴

膚畫面或身體

膚畫面或身體

或心理上的暴

力、血腥、恐

腐（溶、蛀）

腐（溶、蛀）

力。

怖情節，其表

蝕等近距鏡頭

蝕 等 近 距 鏡 3.令人驚恐不安

歲之兒童模仿

現方式為十八

太長或太頻

歲以上之人無

繁。

力、血腥、恐
怖等情節。
2.易引發未滿六

的天災、意

有傷害自己或

2. 血腥、暴力、

外、戰爭或社

別人之虞的情

法 接 受 的 情 2.血腥、暴力、

恐怖程度足以

會暴力事件之

節。

形。

恐怖程度足以

影響十二歲以

細節。

得 血腥

影響十五歲以

上未滿十五歲 4.有引發模仿之

播 暴力

上未滿十八歲

之人身心健康

虞的危險行為

出 恐怖

之人身心健康

或引發模仿

或有傷害他人

之

或引發模仿

者，如：殺人

之虞的惡作劇

特

者，如：殺人

過程的細節描

行為。

殊

過程的細節描

述、肢體受傷 5.描繪自殺過程

內

述、肢體受傷

殘之細節過程

容

殘之細節過程

等。

不

頭。

情節。

等太長或太頻 3. 將自殺描繪為
繁。

遇到壓力、挫

3.過度描繪自殺

折或其他問題

過程細節或提

時之適當反

高自殺之價

應。

值。
性行 1.屬於重度猥褻 1.強暴過程的細 1.性暗示的對白 1.令人尷尬、反 1.任何涉及性行
為、

的鏡頭或情節

、聲音或動作

感之性話題、

為、色慾、裸

色慾

，及脫離常軌 2.強烈性暗示的

節描述。

，且表現方式

性暗示或肢體

露或具性意涵

、裸

的性行為鏡頭

非屬輕微。

接觸。

等之內容。

對白、聲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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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2. 劇情必要時， 2.有誤導六歲以 2.劇情必要時，

露或

，如：與未滿

具性

十八歲之人性 3.從劇中人物之

下列不涉及猥

上未滿十二歲

下列不涉及猥

意涵

交、人獸性交

動作可以看出

褻或性行為之

之兒童偏差性

褻或性行為之

、輪姦、屍姦

涉及暴力、凌

鏡頭不受此

觀念或對性別

鏡頭不受此

等。

辱、猥褻或變

限：

關係不當認知

限：

態等性行為

(1)背面全裸。

之虞者。

(1)以裸露上半

者。

(2)透過毛玻璃 3.為增加娛樂效

2.屬於性虐待的
鏡頭或情節，

身為常習者
。

及描寫施加或

或其他有相

果或以戲謔方

接受折磨、羞

同遮掩效果

式呈現之涉及

(2)背面上半身

辱而獲得性歡

之全裸。

性別的話題或

裸露鏡頭。

內容。

樂之情節。
3.屬於暴力的鏡

4.劇情必要時，

頭或情節，及

下列不涉及猥

描述強暴過程

褻或性行為之

細節，表現方

鏡頭不受此

式使人以為對

限：

他人進行性侵

(1)以裸露上半

害是被認可之

身為常習者

行為。

。
(2)背面上半身
裸露鏡頭。

過 度 低 俗 、 粗 低俗、粗鄙、令 低俗、粗鄙、令 1.強調或一再出 1.粗鄙、無禮或

不當
之言
語、
動作

鄙、令人反感之 人反感之言語、 人反感之言語、

現 低 俗 、 粗 有不良意含之

言語、動作十八 動作，對十五歲 動作，對十二歲

鄙、令人反感 言語、手勢。

歲以上之人無法 以上未滿十八歲 以上未滿十五歲

之 言 語 或 動 2.易對未滿六歲

接受者。

之人身心發展有 之人身心發展有

作，易引發六

之兒童身心產

不良影響者。

歲以上未滿十

生不良作用之

二歲之兒童模

言語、動作。

不良影響者。

仿或造成不良
示範作用者。
2.容易被六歲以
上未滿十二歲
之兒童模仿的
危險動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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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不容易被
六歲以上未滿
十二歲之兒童
模仿，但仍然
有可能被十二
歲以上未滿十
八歲之人模仿
的危險動作，
則需以影像及
聲音發出警
告）
。
有靈異或玄奇怪 1.驅邪、通靈或 1. 驅邪、通靈或 1.靈異情節或一 有導致未滿六歲

靈異

異之情節十八歲

其他玄奇怪異

其他玄奇怪異

再重複緊張、 之兒童驚慌或焦

以上之人無法接

等涉及超自然

等涉及超自然

懸疑氣氛內容 慮不安之虞者。

受者。

現象，且表現

現象，其情節

或畫面，易引

方式令人感到

令人驚悚不安

起六歲以上未

過度驚悚不

者。

滿十二歲之兒

安。

2. 將涉及算命、

童驚恐和情緒

等超

2.將涉及算命、

自然

風水、解運或

其他類似之超 2.刻意尋訪或試

現象

其他類似之超

自然事物，描

驗靈異現象等

自然事物，描

述為解決問題

之內容。

述為解決問題

的方式，易令 3.涉及算命、風

的方式，且表

人驚悚不安

水、解運或其

現方式令人感

者。

他類似之超自

風水、解運或

不安者。

到過度驚悚不

然方式，易致

安。

觀眾迷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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ኄኬႫຜኄ֙ኬଚПԒᇄኵ໔Ϸᒲ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494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節目播送時間達三十分鐘者，得插播廣告二次；達四十五分鐘者，得插播
廣告三次；達六十分鐘者，得插播廣告四次。現場實況轉播，廣告插播得
選擇適當時機為之。
έ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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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
法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220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0801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10、13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事業：指經營廣播電臺之事業。
二、冠名贊助：指於節目名稱冠以贊助者之產品、服務、事業、機關
（構）、團體、個人之名稱、品牌。
三、新聞節目：指以事實為基礎之新聞報導、評論或其他形式之節目。
四、新聞報導：指各類型以時事報導為主之內容。
五、兒童節目：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所製作之節目。

第二章 節目與廣告區隔之管理
第三條
①廣播事業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但廣播電
視法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②廣播事業播送之節目，應於每段節目開始時播報節目名稱。
③廣播事業播送之節目插播廣告時，主持人以播報進廣告、工商服務，或以
特定固定音樂方式，或其他適當方式與節目區隔。
第四條
廣播事業播送節目內容之呈現，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宣傳商品或
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為節目未能明
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節目名稱之呈現與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或商業服務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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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目名稱與其所插播之廣告關聯者。
三、節目參與者於節目中之言論或表現，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商業
服務、電話、網址或標語；或涉及特定產品之效用、使用方式、價格
者。
四、節目參與者所演出之廣告與節目內容有關聯者。
五、節目內容之呈現，利用兒童、名人、專業者、贈品、統計、科學數據
、實驗設計結果等手法，突顯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價值者。
六、節目所用之道具、贈品、特定活動或其他設計，透過聲音或其他形式
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電話、網址或標語；或涉及特定產
品之效用、使用方式或價格者。
七、節目所用之道具、贈品、特定活動或其他設計，與廣告有關聯者。
八、節目內容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電話、網址或標語；或涉
及特定產品之效用、使用方式、價格者。
第五條
新聞報導內容之呈現，除前條規定者外，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宣
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為節
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對特定商品或服務呈現單一觀點，或為正面且深入報導者。
二、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標語、效用、使用方式之播送時
間，明顯不符比例原則者。
第六條
兒童節目內容之呈現，除第四條規定者外，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
宣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為
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誘使兒童要求家長接受節目中商品或服務之建議者。
二、利用兒童參與心理，鼓勵使用各種付費形式之互動者。

第三章 置入性行銷之管理
第七條
公營電臺製播之節目不得為置入性行銷。
第八條
廣播事業播送之節目，除下列節目類型外，得為置入性行銷：
一、新聞節目。
二、兒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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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廣播事業不得於節目中以下列商品、商標或服務為置入性行銷。但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一、菸品。
二、酒類。
三、跨國境婚姻媒合。
四、須由醫師處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藥物。
五、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六、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
第十條
廣播事業於節目為置入性行銷時，其節目內容之製播，應依節目內容所
需，融入節目情節，自然呈現，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
二、直接鼓勵購買商品或服務。
三、誇大商品或服務及其效果。
第十一條
①廣播事業於節目為置入性行銷時，應於該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露置入者
之名稱或商標，其揭露不計入廣告時間。
②前項揭露置入者之訊息，不得含有廣告內容，且其時間不得超過四十五
秒。
③廣播事業未於節目播送前、後揭露置入者訊息，而於節目中呈現廣告內容
者，依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處理。

第四章 贊助及冠名贊助之管理
第十二條
公營電臺於符合設臺宗旨時得接受贊助製播節目。
第十三條
廣播事業播送之新聞節目不得接受贊助及冠名贊助。
兒童節目不得接受冠名贊助。
第十四條
①廣播事業不得於節目中接受以下列商品或服務為營業之事業、機關
（構）
、團體或個人之贊助，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菸品。
二、跨國境婚姻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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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四、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
②廣播節目不得以下列商品或服務為冠名贊助：
一、菸品。
二、跨國境婚姻媒合。
三、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四、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者。
第十五條
廣播事業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介入節目內容編輯。
二、影響聽眾權益。
第十六條
①廣播事業於節目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應於該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露贊
助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之名稱或商標，其揭露不計入廣告時
間。
②前項揭露贊助者之訊息，不得含有廣告內容，且其時間不得超過四十五
秒。
③廣播事業未於節目播送前、後揭露贊助者訊息，而於節目中呈現廣告內容
者，依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處理。

第五章 附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則

申請經營數位廣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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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ငᕊኵ՝ኄኬཾೣ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5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二字第 093062236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廣播電視法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標準所定規費，指申請經營數位廣播業務之審查費及證照費，並以新臺
幣計算。
前項審查費及證照費費額如下：
一、審查費
（一）申請籌設者：全區網每件五十萬元，區域網每件三十萬元。
（二）因執照效期屆滿申請換發者：全區網每件五十萬元，區域網每
件三十萬元。
（三）因執照毀損或所載內容變更申請換發者，每件三千元。
（四）因執照遺失申請補發者，每件三千元。
二、證照費
（一）核發：全區網每件一百萬元，區域網每件三十萬元。
（二）因執照效期屆滿申請換發者：全區網每件一百萬元，區域網每
件三十萬元。
（三）因執照毀損或所載內容變更申請換發及因執照遺失申請補發者
：免繳證照費。
έన!
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資料，並於限期內送達者，不另收費。
Ѳన!
審查費、證照費等規費經繳納後，除有誤繳、溢繳外，不得要求退費。
Ϥ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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ኄኬႫຜཾޱ೩ညႫᇃೣ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94300508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電信法第七十條及廣播電視法第五十條之一之規定訂定之。
Πన!
依本標準收取之廣播電視電臺設備及工程技術證照規費包括審查費、審驗
費及證照費；其收費項目及其費額如附表。
έన!
審查費、審驗費於申請時收取之；證照費於核發證照時收取之。
Ѳన!
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繳納規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載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Ϥన!
申請人依本標準規定繳納各項規費後，除有溢繳、誤繳或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不予退還。
ϲ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廣播電視業者設置電臺規費收費標準
廣播電視業者設置電臺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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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廣播電視業者設置電臺規費項目
一、無線廣播電視電臺
收費名稱

單位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查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查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驗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驗分案
計費。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主備機各乙
張）

無線廣播電臺審查費

案

伍仟伍佰元

無線廣播電臺審驗費

案

貳萬玖仟元

無線廣播電臺架設許可
證

張

壹仟玖佰元

無線廣播電臺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審查費

案

伍仟伍佰元

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審驗費

案

貳萬玖仟元

張

伍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張

伍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架設許可證
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
執照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查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查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驗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驗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查以
壹萬零伍佰元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查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驗以
柒萬元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驗分案
計費。

無線電視電臺審查費

案

無線電視電臺審驗費

案

無線電視電臺架設許可
證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無線電視電臺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電視增力機架設許可證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電視增力機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電視變頻機架設許可證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電視變頻機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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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收費名稱

單位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架設許
可證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
發

三、衛星地球電臺
收費名稱
衛星地球電臺審查費
衛星地球電臺審驗費（本
島）
衛星地球電臺審驗費（外
島）

單位 金額（新臺幣）
案

備註

壹萬零伍佰元 以電臺計

案 貳萬伍仟捌佰元 以電臺計
案 肆萬貳仟伍佰元 以電臺計

衛星地球電臺架設許可證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衛星地球電臺執照

張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衛星轉頻器審查費

案

柒仟伍佰元

以申請案計

四、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
收費名稱

單位 金額（新臺幣）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審
案
查費

伍仟伍佰元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審
案
驗費（固定點）

壹萬柒仟元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審
案
驗費（現場轉播）

壹萬元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架
件
設許可證
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執
件
照

備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查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查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驗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驗分案
計費。
申請同一設置處所之不同電臺審驗以
一案計費，不同設置處所者審驗分案
計費。

壹仟玖佰元

新發、補發、異動換發

壹仟玖佰元

新發、屆期換發、補發、異動換發

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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ኄኬႫຜཾཾٱೣາԝ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494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標準所定規費，包括許可費、審查費及證照費。
έన!
依本法規定以拍賣、公開招標等方式取得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許可之申請
者，其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之許可費，按其得標金額計收。
依本法規定非以拍賣、公開招標等方式取得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許可之申
請者，其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之許可費，按本標準第五條屆期換照許可
費金額計收。
前二項廣播、電視事業於廣播、電視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依本法申請換發
執照，於主管機關許可換發執照時，應依本收費標準繳交屆期換照許可
費。
Ѳన!
廣播、電視事業申請經營許可及屆期換發廣播、電視執照，應依下列規定
繳納審查費：
一、 申請經營許可者：
（一）電視事業：每案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廣播事業：每案新臺幣十五萬元。但僅經營單一甲類調頻或調
幅廣播電臺之廣播事業為新臺幣五萬元。
二、 申請屆期換發執照者：
（一）電視事業：每案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廣播事業：每案新臺幣五萬元。但僅經營單一甲類調頻或調幅
廣播電臺之廣播事業為新臺幣三萬元。
Ϥన!
電視事業電視執照屆期，申請換發執照者，應繳納屆期換照許可費，每紙
新臺幣一千萬元。但依法設立之公共電視，每紙新臺幣二千元。廣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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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執照屆期，申請換發執照者，應繳納屆期換照許可費，每紙新臺幣二
千元。
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核發廣播、電視執照，或因執照登載內容變更、遺
失、毀損申請換發廣播、電視執照者，應繳納證照費，每紙新臺幣二千
元。
ϲన!
廣播、電視事業有溢繳或誤繳許可費、審查費及證照費者，得於繳費之日
起五年內，提出具體證明，向主管機關申請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廣播、電視事業繳納之日起，至主管機關核准退費之日
止，按退費額，依繳費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費。
Μన!
廣播、電視事業有短繳或未依本標準繳納許可費、審查費及證照費時，依
規費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Τ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二、有線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有線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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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ݲ
1. 中華民國 82 年 8 月 11 日總統(82)華總（一）義字第 3912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71 條
2. 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160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76 條及
名稱（原名稱：有線電視法）
3. 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19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1190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 條
條文
4. 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30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066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9、51、
63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68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6、19、
23、39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390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9、20、
24、68 條條文；並增訂第 37-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11661 號令增訂公布第 3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列屬「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改由「行政院相
關業務處」管轄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條
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含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
，自
95 年 2 月 2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後改由其管轄
8.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2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77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9.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465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3、61 條條
文
10.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2331 號令增訂公布第 75-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增進公共利
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指設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
據，供公眾收視、聽或接取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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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以下簡稱系統）：指使用可行之技術及設備，由
頭端、有線傳輸網路及其他相關設備組成之設施。
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指經依法許可經
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
四、頻道供應事業：指以節目及廣告為內容，將之以一定頻道名稱授權系
統經營者播送之供應事業。
五、訂戶：指與系統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系統經營者提供之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者。
六、基本頻道：指訂戶定期繳交基本費用，始可收視、聽之頻道。
七、鎖碼：指系統經營者利用加密或其他特殊方式處理播送節目內容，使
訂戶須經特殊解碼方式始得收視、聽之技術。
八、頭端：指接收、調變、傳送有線廣播電視訊號至有線傳輸網路之設備
及場所。
九、插播式字幕：指另經編輯製作而在電視螢幕上展現，且非屬於原有播
出內容之文字或圖形。
έన!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Ѳన!
系統經營者得利用其系統經營電信服務及其他加值服務。但依電信法規須
經特許或許可始得經營者，應依規定取得特許或許可執照。
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經營許可
Ϥన!
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取得經營許可執
照，始得營業。
ϲ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於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載明擬經營地
區。
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營運計畫變更之許
可。
前二項經營地區，除有下列情形外，應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
域：

有線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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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系統經營者續於原經營地區營業者。
二、既有系統經營者間，或與其他系統經營者間合併者。
前項所稱既有系統經營者，指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依法經許可經營之系統經營者。
第三項所定之最小經營區域，中央主管機關得因應行政區域之變更，公告
調整之。
Μన!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申請經營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者，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其系統服務
範圍應達經營地區內內政部公告之行政總戶數百分之十五以上，始得開始
營業；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者，亦同。
前項所稱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指系統應具備提供數
位節目訊號之接取功能，包括頭端應以數位技術處理節目訊號，及該處理
後數位節目訊號可經由有線傳輸網路傳送至訂戶數位終端設備。
Τన!
系統經營者應自行設置頭端。
系統經營者所設置之任一頭端，其服務涵蓋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者，
該頭端應具備備援機制。
系統經營者得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備，組成其
系統。
籌設人設置系統時，準用前三項規定。
Ξన!
系統經營者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系統經營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董事，不得少於董事人數三分之二；監察
人，亦同。
系統經營者之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合計應低於該系統經營者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六十，外國人直接持有者，以法人為限，且合計應低於
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
前項所定間接持股之計算方式，依本國法人占系統經營者之持股比例乘以
外國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資額比例計算之。
系統經營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系統經營者或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同時經營第一類電信事業、
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時，且各該事業另有應實收最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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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額之限制者，應按各該事業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分別計算其實收最低資
本額。
系統經營者資本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股票公開發
行。
前項所定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Ϊన!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
經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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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不符前項所定情形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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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其配
偶、二親等血親、直系姻親投資同一系統經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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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有不
符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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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之發
起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本法修正施行前已擔任者，系統經營者應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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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ΪΙ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填具申請書連同營運計畫，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籌設許可。
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地區。
二、系統設置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
三、財務結構。
四、組織架構。
五、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
六、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七、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八、訂戶服務。
九、經營地區市場分析。
十、系統架構圖、工程技術及設備說明。
十一、自行設置系統、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
備，及頭端備援機制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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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業務推展計畫。
十三、人才培訓計畫。
十四、技術發展計畫。
十五、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或發起人、百分
之五以上認股人之姓名（名稱）及相關資料。百分之五以上股
東、認股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之關係人，關係人之認定準用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之規定。
十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有線廣播電
視服務者，其營運計畫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第二項第六款
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為變更營運計畫之申請。
第一項之申請，得隨時為之。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填具之申請書及營運計畫資料不全或內容
不完備，中央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
其申請。
申請籌設案件之文件格式、受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ΪΠ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駁
回其申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四、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五、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六、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七、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經撤銷、廢止籌設或經營許可未逾二年。
八、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申請人為設立中公司，其發起人有
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對於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五款之人之適格性，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促進市場
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事項召開聽證，其有不
利影響者應予駁回。
申請案件之審查，除依第十一條第五項及前二項規定者外，其審查項目及
審查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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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έన!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籌設許可證前，得命申請人繳交履行保證金；申請人未
依規定籌設或未於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
予退還履行保證金之一部或全部，並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履行保證金之金額、繳交期限、繳納方式、核退條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ΪѲ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經許可籌設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籌設許
可證。
籌設許可證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
籌設人違反前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
並不予退還其繳交之履行保證金一部或全部。
籌設人應依其營運計畫籌設，其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獲得籌設許可後
有變更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變更。但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款、
第十二款、第十三款之內容變更者，不在此限。
ΪϤన!
外國人申請投資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不得有影響國家安全、妨害或不利產
業健全發展、妨礙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情事。
有前項規定情形者，應駁回其投資之申請。
主管機關就第一項之審查，應命申請人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及相關佐證資
料：
一、公眾接近管道之開放性。
二、頻道內容之多樣性。
三、消費者利益之保障與回饋。
四、經營效率之提升。
五、對於媒體相關市場之影響。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為有助於公共利益目標者。
Ϊϲన!
籌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三年，籌設人應於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事項及取
得經營許可執照；其無法於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個
月起一個月內附具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不得逾二年，並
以一次為限。
前項籌設事項，包括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系統設置及系統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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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應於三年內完成其系統增設，其無法於三年內
完成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內附具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展期。展期不得逾二年，並以一次為限。
籌設人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九條第六
項及第七項規定。
ΪΜన!
籌設許可證所載內容變更時，籌設人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籌設許可證遺失時，應於十五日內申請補發。
ΪΤన!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自行設置之網路，其屬鋪設者，向路權管理機關申
請；其屬附掛者，向電信事業、電業等機構申請。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鋪設其網路，得承租現有之地下管溝；其鋪設網路及
附掛網路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ΪΞన!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之網路非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不能鋪設，或雖能鋪
設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鋪設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
所及方法為之，並應為相當之補償。
前項網路之鋪設，應於施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築物所有人或占
有人。
依第一項規定鋪設網路後，如情事變更時，土地、建築物所有人或占有人
得請求變更其鋪設。
對於前三項情形有異議者，得申請轄區內調解委員會調解之或逕行提起民
事訴訟。
ΠΪన!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應於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至少完成申請經營地區
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之系統服務範圍。
系統設置之服務範圍達申請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十五以上者，籌設
人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查驗。
系統經查驗合格後，籌設人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經營許可執照。
系統經營者除有正當理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取得經營許可
執照後三個月內開始營業。
依第三項規定取得經營許可執照之系統經營者，於開始營業時，其系統服
務範圍未達申請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者，應於第十六條第一項
所定期限內，完成服務範圍達申請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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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於完成增設系統之服務範圍達申請擴增經營地
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十五以上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查驗，經查
驗合格後，始得於擴增經營地區營業。
系統經營者依前項規定申請查驗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九條第六項及
第七項規定。
第六項系統經營者於開始營業時，其系統服務範圍未達申請擴增經營地區
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者，應於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完成服務範
圍達申請擴增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之系統增設。
系統經營者之系統設置、頭端備援機制實施方式、系統查驗、技術標準、
工程評鑑、系統維護及其他工程技術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依第二項及第六項規定申請系統查驗時，其屬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
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備，及租用或共用其他系統經營者之頭端為其備援頭
端者，應檢具租用或共用證明文件。
ΠΪΙన!
系統經營者之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為九年。
前項經營許可執照所載內容變更時，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遺失時，應於十五日內申請補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仍為有效之營運
許可，其有效期間為自原核發日起算十二年。
ΠΪΠన!
連接系統之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範，並經審驗合格，始得提供使用或
販賣；其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前項終端設備之審驗方式與程序、審定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與廢止、
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及審驗業務之監督與管理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終端設備之審驗，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辦理。
前項驗證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受委託之權限、解除或終止委託及其相
關委託監督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應審驗之終端設備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將其系統引進建築物，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人須設置之設備及空間，依電信法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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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營運管理
ΠΪέన!
系統經營者不得委託他人經營。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具申請書及變更後之營運計畫，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讓與營業或受讓營業。
二、與其他系統經營者合併。
三、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經由與其有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公司投資其
他系統經營者，亦同。
系統經營者間合併後，其經營許可執照之有效期間以存續者之經營許可執
照有效期間計算。但參與合併之系統經營者全部消滅，其新設公司經營許
可執照之有效期間，以參與合併者之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較長者計算。
中央主管機關為第二項之准駁時，應考量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
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其准駁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ΠΪѲన!
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
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前項全國總訂戶數，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三個
月訂戶數。
本法所稱關係企業，依公司法關係企業規定認定之。
ΠΪϤన!
節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非經約定，系統經營者不得擅自合併或停止播送頻道。
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
一。
系統經營者應於播送之節目畫面標示其識別標識。
ΠΪϲన!
系統經營者在系統傳輸及處理過程中，其電波洩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之最大電波洩漏量限值。
ΠΪΜన!
系統經營者播送依法應鎖碼之特定節目者，應將其鎖碼方式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Π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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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應將其播送之頻道節目，以不變更內容及形式方式裝接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處所；頻道節目以鎖碼方式播送者，應將解碼設備一併裝接。
前項之指定處所，以二處為限。
ΠΪΞ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其營運計畫營運，其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取得經營許
可執照後有變更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變更或報請備查；其應經
許可項目、應報請備查項目及許可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變更內容屬公司登記事項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變更或報請備查
後，始得辦理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
系統經營者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之變更時，其許可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έΪన!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系統經營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評鑑，每三
年評鑑一次；換照當年得不辦理評鑑。
前項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且得改正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令限期改正；其
無法改正者，應廢止經營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及審查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έΪΙన!
系統經營者於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其欲繼續經營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一年起半年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時，應審酌下列事
項：
一、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二、未來之營運計畫。
三、財務狀況。
四、營運是否符合經營地區民眾利益及需求。
五、系統經營者之獎懲紀錄及其他影響營運之事項。
前項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認該系統經營者營運不善或未來之營運計畫
有改善之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改善
者，駁回其申請。
審查及改善期間，中央主管機關得發給臨時執照，其有效期間最長不得逾
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依前項規定取得臨時執照之系統經營者，於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完畢或完成
改善後，發給經營許可執照，其有效期間自原經營許可執照期間屆滿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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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算。
第二項之審查項目及審查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經駁回者，應於終止經營前一個月，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書面文件。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提報時，就有關承受其訂戶之其他系統經營者事項
之審核，得準用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所定准駁標準。
έΪΠ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暫停或終止經營時，應於六個月前以書面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及副知其經營地區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應於三個月
前通知訂戶。
前項暫停經營之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第一項報請暫停或終止經營之書面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暫停或終止經營之原因。
二、暫停經營期間。
三、訂戶權益保障計畫及轉接計畫。
四、有線電視網路及纜線處理計畫。
五、暫停或終止經營宣導計畫。
六、其他系統經營者承受訂戶權益承諾書。
七、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系統經營者第一項申請時，就前項第三款及第六款有關
承受其訂戶之其他系統經營者事項之審核，得準用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所定
准駁標準。
έΪέన!
系統經營者應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
形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變
更頻道。
系統經營者為前項轉播，免付費用，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為保障客家、原住民語言、文化，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形，指定系統經營
者，免費提供固定頻道，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之節目。
為落實國會議事公開，保障國民知之權利，系統經營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頻道位置，免費提供頻道，播送國會議事轉播之節目，不得變更其
形式及內容，並應列為基本頻道。
前項所稱國會議事轉播係指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辦理之電視轉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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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Ѳన!
系統經營者不得播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或廣
告。
έΪϤన!
系統經營者應完整播送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與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與內
容。但廣告之播送，經雙方事前書面約定者，不在此限；且其內容不得有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妨礙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及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之情形。
έΪϲన!
系統經營者播送之頻道節目及廣告，應依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規取得合
法授權。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協議授權條件時，如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
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準。
έΪΜన!
系統經營者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應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
規章，並應依該規章實施。
前項上下架規章應於實施前三個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
同。
第一項上下架規章有妨礙公平競爭或消費者權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限期
令系統經營者修正之。
系統經營者、其關係企業或其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以不正
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對其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
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
前項所定供公眾收視聽播送平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έΪΤన!
系統經營者自行設立購物頻道，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取得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
系統經營者於其系統播送之購物頻道數量限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系統經營者，對於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訂戶，於其系統
播送之購物頻道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έΪΞన!
系統經營者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使用插播式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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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二、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三、頻道異動之通知。
四、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前項插播式字幕之具體使用原則、方式、公共服務資訊之範圍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ѲΪన!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主管機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得令
系統經營者停止播送節目，或指定其播送特定之節目或訊息。
前項原因消滅後，主管機關應即令該系統經營者回復原狀繼續播送。
第一項之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ѲΪΙన!
系統經營者應無償提供一個以上公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民眾
播送公益、藝文、社教等節目；公用頻道之規劃及使用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系統經營者提供之公用頻道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播送有擬參選人參加，且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之節目或廣告。
二、播送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以擬參選人為題材之節目或廣告。
三、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
四、播送受政府委託但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目。
五、播送商業廣告。
ѲΪΠన!
系統經營者應至少規劃一個以上地方頻道，提供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區
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之節目。
經營前項地方頻道者，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規定取得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
ѲΪέన!
系統經營者應設置頻道專供系統經營者載明其名稱、識別標識、許可證字
號、訂戶申訴專線、營業處所地址、頻道總表、頻道授權期限及各頻道播
出節目之名稱。
ѲΪѲన!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八月一日起一個月內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報收
視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後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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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設費率委員會，核准前項收視費用。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未設費率委員會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行使之。
系統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ѲΪϤన!
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提繳至中央主管機關成
立之特種基金。
前項系統經營者提繳之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依下列目的運用：
一、百分之三十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
二、百分之四十撥付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管道
之鋪設與維護、偏鄉地區之普及服務、弱勢族群收視費用之補助及
與有線廣播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
三、百分之三十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前項第三款之停止實施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自停止實施之日起，原捐贈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之金額部分，移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
第一款規定運用。
第一項特種基金之成立、提繳、運用及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ѲΪϲన!
系統經營者提供或播送頻道節目以外之內容服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提供內容服務名稱、摘要、分級等級及費率等資訊。
二、對於限制級內容服務，應以鎖碼或其他適當防護方式提供。
系統經營者提供或播送頻道節目以外之內容服務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者，經各該主管機關通知後，應停止提供或播送該內容服務。
系統經營者或其他內容服務提供者向訂戶提供頻道節目以外之內容服務，
違反其他法律強制規定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法處置。
ѲΪΜన!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服務之提供，得公告數位服務升級
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得徵求或指定系統經營者，在特定實驗區域內以數位化技
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或其他新興服務；數位化實驗之實施區域、實
施期間、實驗計畫、數位基本頻道之類型、數量與費率審核、實驗計畫評
鑑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ѲΪΤన!
系統經營者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首次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前，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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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服務；其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換發經營許可執照。
系統經營者應於本法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三個月
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
視服務之分期實施計畫，並申請營運計畫之變更。
ѲΪΞన!
系統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經營地區內民眾請求付費收視、聽有
線廣播電視服務。
ϤΪన!
系統經營者應與訂戶訂立收視、聽服務書面契約。
前項書面契約應於給付訂戶之收據背面製作發給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規定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
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之一般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定之。
第一項契約內容，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各項收費基準及調整費用之限制。
二、頻道數、名稱及頻道契約到期日。
三、可選擇之費用繳交方式、繳交期限，及屆期未繳交之處理方式。
四、訂戶預繳收視費之履約保障措施。
五、訂戶基本資料使用之限制。
六、系統經營者受停播、廢止或撤銷經營許可、沒入等處分時，對訂戶收
視、聽權益產生損害之賠償條件。
七、無正當理由中斷約定之頻道訊號，致訂戶收視、聽權益有損害之虞時
之賠償條件。
八、契約之有效期間。
九、訂戶申訴專線。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系統經營者提供基本頻道以外之頻道及其他加值服務者，應訂定公平合理
之價格及服務條件；其有損害訂戶權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其變更之。
系統經營者對訂戶申訴案件應即妥適處理，並建檔保存六個月；主管機關
得要求系統經營者以書面或於相關節目答覆訂戶。
系統經營者之收視、聽服務或其他加值服務，訂戶得直接透過數位終端設
備訂購者，於開始計算收費前應以顯著之訊息告知訂戶。
ϤΪΙన!
訂戶未依契約約定期限繳交費用，經定期催告仍未繳交時，系統經營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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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訂戶停止提供收視、聽服務。
前項費用之請求權，時效為五年。
ϤΪΠన!
收視、聽服務契約終止後，系統經營者應於一個月內將相關線路拆除。逾
期不為拆除時，該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或占有人得自行拆除，並得向系
統經營者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拆除及其他必要費用。
ϤΪέన!
系統經營者有營運不當、損害訂戶權益情事或有損害之虞者，主管機關得
令系統經營者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措施。
ϤΪѲన!
未經系統經營者同意，截取或接收系統播送之內容者，應補繳基本頻道收
視費用，並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收視費用，如不能證明已收視期間，以二年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計算
之。
ϤΪϤన!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有關頻道播送、授權條件及訂戶數認定之爭
議，或系統經營者間之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調處；調處不成時，
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第四章 罰

則

ϤΪϲన!
依本法所為之處罰，除下列情形者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五款、第六十九條第七款、第九款、第七
十條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之。
二、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六條第六款、第六十八條及第六十九條第三款規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未能行使職權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ϤΪΜన!
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經營；未停止經營者，得按次處
罰，並得強制拆除或沒入其設備。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營運計畫變更，擅
自擴增經營地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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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得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並得強制拆除或沒入其設備。
依前二項規定沒入之設備，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沒入之。
ϤΪΤ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
註銷其執照：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或第八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六項所定最低實收資本額。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六、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不依中央主管機關之命令修正其上下架
規章。
八、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九、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十、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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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其
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ϤΪΞన!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或廢止
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二十條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或廢止
營運計畫變更之許可。
ϲΪన!
籌設人已取得籌設許可，尚未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前開始營業，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或廢止其籌設許可並註銷其籌設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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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ΪΙ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系統經營者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
二、系統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所為之指定。
三、系統經營者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
ϲΪΠ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插播式字幕。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中有關使用原則、方式、公共服
務資訊之範圍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ϲΪέన!
系統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三條所為限期改正或其他必要措施之命
令，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ϲΪѲ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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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
其執照：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二項所為之改正命令。
三、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四、播送之購物頻道，逾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數量限
制。
五、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ϲΪϤన!
籌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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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七條規定。
ϲΪϲ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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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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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申報或申報不實。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七、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無償提供公用頻道。
八、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九、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十、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ϲΪΜన!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
關發給登記證經營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者，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處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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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ϲΪΤన!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七十四條第二項所為
之檢查或命令者，處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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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ϲΪΞన!
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七項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六、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後段所定辦法中有關公用頻道之規劃、使用事
項。
七、違反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或第八項規定。
八、違反第五十條第六項規定，不依主管機關之命令變更其服務條件。
九、違反第五十二條規定，未於規定期限拆除線路。
ΜΪ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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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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二十條第九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系統查驗、技術標準、系統維護
或其他應遵行之事項。
二、違反第四十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四十九條規定。
四、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催告即停止提供收視、聽服務。
ΜΪΙన!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提供使用或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
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並得沒入其設備。
依前項沒入之設備，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沒入之。
ΜΪΠన!
系統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六條規定。
二、違反第五十條第七項規定。
前項第一款電波洩漏致影響飛航安全、重要通訊系統之虞者，主管機關得
令其停止播送至改正為止。

第五章 附

則

ΜΪέన!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
關發給登記證繼續經營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之業者，應於本法一百零四
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二年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改發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許可執照。
前項申請，準用第二章之規定。
ΜΪѲన!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系統實施檢查，並得命籌設人或系統經
營者，就其設施及本法規定事項提出報告、資料或為其他配合措施，籌設
人或系統經營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所定事項之監督管理，必要時得命籌設人、系統經營
者或其關係企業及其他本法所規範之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
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
ΜΪ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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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申請審核、查驗、核發、換發證照，應向申請人
收取審查費、查驗費及證照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ΜΪϤనϞΙ
對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
對中央主管機關依其他法律所為之處分不服者，亦同。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訴願法規定終結之。
ΜΪϲ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ΜΪΜ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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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ࢊݲಠࠌ
1. 中華民國 82 年 12 月 20 日行政院(82)強廣一字第 2475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1 條
2. 中華民國 86 年 7 月 2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廣五字第 0892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6、
37、38、39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五字第 1090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7 條（原名稱：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
4. 中華民國 90 年 9 月 25 日行政院新聞局(90)正廣五字第 12708 號令修正發布第 4、11、
12、33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2062415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 條
條文；並刪除第 10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30622945A 號令增訂發布第 12-1
∼12-3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6051705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3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傳播字第 102620257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3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419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2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細則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十條第六項及第八項之其他加值服務，如依其他
法規須經特許或許可，或其服務條件及服務提供者之義務或責任另有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
έన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
應自行設置頭端，係指系統經營者應以自己名義建置頭端設備，其設備至
少應包括節目訊號源之接收、調變及傳送設備。
Ѳన
系統經營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十一億元乘以有線廣播電視經營權
數。
前項系統經營者最低實收資本額計算結果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者，應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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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二百萬元為最低實收資本額。
第一項所稱有線廣播電視經營權數之計算，依內政部公告之前一年度系統
經營者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除以該年度臺閩地區總戶數計算所得之商值，
該商值取至小數點第四位（以下採無條件進位）
。
有線廣播電視經營權數，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三年公告一次。
Ϥన
本法所稱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 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職位之人員。但屬顧問性質者，不在此
限。
二、 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之各部門及直轄市、縣（市）分支機構之
正、副主管。
ϲన
本法所稱政務人員，指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所定之下列人員：
一、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
二、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三、 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四、 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
人員。
Μన
本法所稱選任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 總統、副總統。
二、 立法委員。
三、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
團體首長。
四、 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Τన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稱地下管溝，指電力、電信事業地下管道、雨水下
水道、軍警專用電信管道，及其他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公共工程
共同管道。
Ξన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至少完成申請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之
系統服務範圍，僅係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於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之最低
建設義務，系統經營者仍應依其營運計畫所載之系統設置時程，履行其建
設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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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న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及八月底前，公告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系統
經營者之全國總訂戶數。
ΪΙన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稱可利用頻道，指營運計畫中所規劃之頻道扣除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本法第四十三條所定之頻道。
ΪΠన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依本法第五十三條通知限期改正時，應以書面為
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應改正之項目。
二、改正之期限。
三、改正後應提出佐證資料。
四、屆期不改正之處罰規定。
Ϊέన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定通知，應於系統經營者相關節目中播送或以書
面為之。
ΪѲన
本法第四十一條所稱公用頻道，指系統經營者獨立於其他頻道所設置之頻
道，專供民眾、政府機關、學校及團體登記使用，播送具公益、藝文或社
教性質之節目。
ΪϤన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稱地方頻道，指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區域內，提
供具在地文化特色之節目，且滿足民眾獲取公共資訊權益之頻道。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區域，指系統經營者之經營
地區、鄰近經營地區及經營地區內居民之生活圈。
前項所稱生活圈，指因地理區位、交通網絡、歷史發展或社會文化等因素
所形成之生活網絡範圍。
Ϊϲన
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設置頻道載明應記載資訊時，得以電子節目
表單之方式為之。
前項所稱電子節目表單，應載明包含系統經營者名稱、識別標識、許可證
字號、訂戶申訴專線、營業處所地址、頻道總表、頻道授權期限及各頻道
播出節目之名稱等資訊，並於首頁提供操作指引。
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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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申報收視費用時，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 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
二、 各項費用之平均單位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
三、 上一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四、 基本頻道表、訂戶數、經營成本及營運現況。
五、 訂戶安裝數位機上盒之比率、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及未來之整體規
劃。但系統經營者已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
視服務者，無須檢送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
六、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法規應備置之移轉訂價報告或其替代文
據。
七、 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之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
八、 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九、 社會救助及公益活動之參與情形及未來規劃。
十、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費率委員會，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
表、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及傳播、財經、會計、法律、工程技術專家學者
等七至十一人組成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公告第一項收視費用，並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核准收視費用時，準用
之。
ΪΤన
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提繳當年營業
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應於每會計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為之。
前項系統經營者提繳時，應檢附經會計師簽證之上一年度財務報告書。
ΪΞన
本法第四十八條所稱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
務，係指完全關閉類比訊號，僅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ΠΪన
本法第五十二條所稱相關線路，指訂戶引進線之線纜及線纜相關設備。
ΠΪΙన
本法第五十五條所定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有關頻道播送、授權條
件之爭議，指廣告播送權利義務之認定、年度簽約時節目授權或上架播送
費用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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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間或其與頻道供應事業間因爭議申請調處時，應以書面載明申
請人及相對人、調處之事項、爭議之原因與事實及調處建議方案，並檢送
相關文件。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五條進行調處，得另聘專家、學者參與。
ΠΪΠన
調處案件應作成調處書或調處紀錄，記載下列事項，並由當事人及出席調
處委員簽名或蓋章：
一、當事人及其負責人之名稱、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如
有參加調處之利害關係人時，其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
所。
二、出席調處委員姓名。
三、調處事由。
四、調處之結果，包括調處成立時，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及違反調處之效
力。
五、調處之場所。
六、調處之年、月、日。
ΠΪέన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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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ငᕊԤጣኄኬႫຜ݈ᝰ೩ᒲ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4545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2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依附件所載受理程序、文件格式，檢附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籌設申請書、營運計畫及相關表格，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籌設許可。
έన
申請人依身分之不同，依附件格式填報申請書，如有經營本會許可之其他
特許業務者，並應附該業務經營現況說明。
Ѳన
營運計畫應載明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Ϥన
營運計畫之經營地區事項，應包含經營理念、特色及未來九年之經營規
劃，並檢附計畫經營地區之行政區域圖。
ϲన
營運計畫之系統設置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
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工程分期設置圖並劃分工程分期區域。
二、工程設置預定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表。
三、系統工程分期範圍及理由。
Μన
營運計畫之財務結構事項，申請人應提出資金來源及其證明文件。以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者另應說明財務與信用紀錄及狀況。申請人於其財務計畫
中，就最可能之經營環境為假設基礎，提出未來九年之財務規劃，檢附文
件如下：
一、預估未來九年之損益表。
二、預估未來九年之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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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估未來九年之現金流量表。
四、預估未來九年之資金運用表。
五、預估未來九年之資金來源表。
六、財務分析表。
Τన
營運計畫之組織架構事項，申請人應依身分別，載明基本資料、組織與人
力配置及相關表格。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名冊及股東名冊。
二、 設立中之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名冊或預定認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認
股人名冊。
三、 預估各部門員工編制表。
四、 員工清冊。
五、 工程主管履歷表。
六、 股權結構切結書。
七、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外國人直接、間接持股比例申報表。
八、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關係企業申報表。
九、 工作規則、勞動權益與員工福利。
Ξన
營運計畫之頻道規劃及其類型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頻道內容規劃及頻道規劃表。
二、 地方頻道。
三、 公用頻道。
四、 購物頻道。
五、 廣告管理與規劃。
六、 插播式字幕使用控管機制及審核流程規劃。
Ϊన
營運計畫之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
下：
一、 增加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露出比例或相關方案。
二、 鼓勵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上架或其他優惠機制。
三、 其他傳播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之具體規劃措施。
ΪΙన
營運計畫之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收費標準及其計算方式並提供成本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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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估頻道授權金額及收取之上架費用。
三、 繳費方式。
ΪΠన
營運計畫之訂戶服務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訂戶服務與申訴。
二、 訂戶紛爭處理與權益保障機制。
三、 定型化契約或服務契約範本。
四、 訂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與管理機制。
Ϊέన
營運計畫之經營地區市場分析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市場調查：摘要說明有線電視經營地區之市場調查結果，並附完整
市場研究報告書。
二、 服務滿意度及頻道收視意願調查之定期規劃。
ΪѲన
營運計畫之系統架構圖、工程技術及設備說明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
件如下：
一、 申請人申請之經營地區，應建置全數位化有線電視系統，且應符合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規則規定。
二、 其如於所申設之經營地區已有市內網路業務經營特許時，應載明二
種業務之網路分割及營業區分。
三、 系統架構圖及其說明。
四、 系統設計、設置及維運計畫書。
五、 網路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六、 設備說明，繳交文件如下：
（一）有線電視系統節目源分析表。
（二）有線電視系統頭端設備明細表。
（三）有線電視系統分配線網路設備明細表。
（四）有線電視系統測試設備明細表。
ΪϤన
營運計畫之自行設置系統、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
設備，及頭端備援機制之規劃事項，應載明內容如下：
一、 租用傳輸設備規劃。
二、 備援機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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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ϲన
營運計畫之業務推展計畫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業務推展計畫。
二、 社會服務、公益計畫。
三、 弱勢團體收視補助及普及計畫。
四、 與社區、公益團體或消費者團體協商溝通服務方案。
ΪΜన
營運計畫之人才培訓計畫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預定培訓方式及預期目標。
二、 預定培訓主題、時數、人數與經費。
ΪΤన
營運計畫之技術發展計畫事項，應載明內容及檢附文件如下：
一、 技術發展目標及策略。
二、 實施方法及預期成果。
ΪΞన
營運計畫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或發起人、
百分之五以上認股人之姓名（名稱）及相關資料事項，依附件格式填報。
ΠΪన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申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但補正期間不計入處理期間。
申請案件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延長一次，最長為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ΠΪΙ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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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ငᕊԤጣኄኬႫຜ݈ቷࢥᒲ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54002575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案件（以下簡稱申請案件）
，
除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五項、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外，應就下列審
查項目進行審查：
一、申請人之資格及公司組織。
二、工程技術。
三、經營規劃。
四、財務結構。
五、頻道規劃。
六、訂戶服務。
έ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申請人之資格及公司組織，審查基準如下：
一、公司組織與人力配置：應包含內部治理及稽核制度。
二、公司各部門及人員編制：應足以因應其業務、技術發展及訂戶需求。
三、定期增進員工知識、技能之培訓計畫：應依其組織內各部門功能及性
別平等，訂有不同主題之培訓計畫，並明訂其時數、人數與經費之
規劃。
四、工作規則、勞動權益與員工福利：應有工作規則、勞動權益與員工福
利相關規劃。
Ѳ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款工程技術，審查基準如下：
一、系統架構規劃、設備設置、工程安全及維運計畫：應符合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之規定。
二、自行設置頭端、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備，
及頭端備援機制：系統經營者所設置之任一頭端，其服務涵蓋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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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轄市、縣（市）者，該頭端應具備備援機制；系統須具有穩定
品質之傳輸設備、容量及電源之備援機制。
三、申請經營地區已有市內網路業務經營特許時，應載明二種業務之網路
分割及營業區分：宜與其他電信服務訂有明確區隔，以利界定法規
義務與責任。
四、網路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訂有網路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五、前瞻性之技術發展計畫：應訂有包括新技術引進與數位匯流發展規
劃。
Ϥ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款經營規劃，審查基準如下：
一、未來九年之規劃經營理念及特色：應擬訂短程、中程、長程之分期設
置工程、業務推展計畫，且符合預期目標。
二、經營地區之市場調查結果：應包含定期之訂戶服務滿意度與收視意願
調查。
三、社會服務及公益相關事項之實施計畫：宜擬具回饋地方、維護身心障
礙權益、弱勢族群收視費用補助及社會服務之活動規劃。
ϲ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四款財務結構，審查基準如下：
一、未來九年之財務結構規劃、資金運用能力及內控機制：應訂有未來九
年之財務結構、資金運用能力及內控機制規劃。
二、資金來源與證明文件、財務與信用紀錄：應提供佐證資料證明資金來
源、財務與信用紀錄。
三、擬訂收費標準與計算方式、頻道授權金額或上架費用、訂戶繳費方式
及優惠措施：其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頻道授權金額以及訂戶繳費
方式等，應妥適規劃。
Μ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五款頻道規劃，審查基準如下：
一、頻道組合選擇之多元性：應規劃多元頻道組合，以供消費者選擇。
二、頻道上下架管理機制：應規劃合宜頻道上下架管理機制。
三、頻道變更原則及規範：應訂有頻道變更原則及規範之評估與處理程
序。
四、播送公用頻道、地方頻道之規劃：應擬訂公用頻道推廣計畫，以及符
合區域內民眾利益需求之地方頻道規劃。
五、購物頻道、廣告管理及插播式字幕之規劃：應符合本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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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傳播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之具體規劃措施：應有增加本國文化頻道或
節目露出方案，及鼓勵其上架或其他優惠機制。
Τన!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款訂戶服務，審查基準如下：
一、訂戶服務與申訴流程：應設有客服部門及宜提供免付費專線。
二、訂戶紛爭處理及權益保障機制：應訂有與消費者團體協商溝通服務方
案，以及訂戶紛爭處理與權益保障機制。
三、訂戶契約及履約保障：應訂有定型化契約或服務契約範本，以及預繳
收視費之履約保障措施。
四、訂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管理機制：應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相關規定，設有訂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管理機制。
Ξన!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申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但補正期間不計入處理期間。
申請案件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延長一次，最長為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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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ငᕊԤጣኄኬႫຜ݈ቺ߳ᜌߜᛴҺ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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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339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或申請擴增經營地區之系統經營者（以下簡
稱申請人），以其申請經營地區之經營權數，計算其應繳交之履行保證
金。
第一項經營權數之計算，依內政部公告之前一年度申請人申請經營地區行
政總戶數除以該年度臺閩地區行政總戶數計算所得之商值，該商值取至小
數點第四位（以下採無條件進位）
。
申請人原經營地區在擴增經營地區之直轄市、縣（市）範圍內，以其申請
經營地區扣除原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計算前項之經營權數。
經營權數，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三年公告一次。
έన
申請人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金額，為新臺幣一億一千萬元乘以經營權數，
不足新臺幣二十萬元以新臺幣二十萬元計。
Ѳన
申請人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繳交履行保證金之日起六十日內繳交。
前項履行保證金應以下列方式擇一繳交：
一、直接存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帳戶。
二、國內銀行之履行保證書。
三、設定質權人為中央主管機關之可轉讓定期存款單。
以國內銀行履行保證書繳交履行保證金者，其保證期限應自繳交履行保證
金之日起，至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限之末日起算三個月止。
申請人申請展延籌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限時，應一併辦理前項履行保證期限
之展延。
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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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繳交之履行保證金，依下列規定分兩階段發還之：
一、申請人於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之十
五以上之系統服務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後，得申請發
還履行保證金之百分之五十，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履行
保證金百分之五十之保證責任。
二、申請人於籌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申請經營地區行政總戶數百分
之五十以上之系統服務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得申請
發還其餘百分之五十之履行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
於其餘百分之五十履行保證金之保證責任。
申請人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方式繳交履行保證金者，於申請發還時，一
併發還該帳戶因履行保證金實收利息。
ϲన
申請人或系統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籌
設許可證者，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保證銀行履行
保證責任。
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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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第 22-1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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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頭端：指接收、處理、傳送有線廣播、電視信號，並將其播送至分配
線網路之設備及其所在之場所。
二、分配線網路：指連接頭端至訂戶終端點間之網路及設備。
三、有線廣播電視信號：指以鋪設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或資訊供公眾
直接接收之信號。
四、有線廣播電視信號處理設備：包括電視變頻處理器、電視調變器、電
視解調器、信號結合器及其他相關之設備。
五、鎖碼：指需經特殊解碼程序始得視、聽節目之技術。
六、定址鎖碼：指系統經營者利用信號處理技術，將特定頻道之影像及聲
音予以鎖碼，訂戶須藉由系統經營者送來之定址信號，方能利用解
碼器還原為正常收訊信號之技術。
七、上行：指由訂戶至頭端之信號路徑。
八、下行：指由頭端至訂戶之信號路徑。
九、分配中心：指將接收自頭端傳送來有線廣播電視信號傳送至分配點之
場所。
十、主分配線：指頭端至分配中心之網路。
十一、次分配線：指分配中心至分配點之網路。
十二、分配點：指將有線廣播電視信號從次分配線分歧至支配線網路之轉
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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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支配點：指將有線廣播電視信號由分配點播送至饋線之轉接點。
十四、饋線：自支配線分歧至某一區域之網路。
十五、訂戶分接器：指將有線廣播電視信號，從饋線分歧至訂戶引進線之
元件。
十六、訂戶引進線：指訂戶分配點或分接器至訂戶終端點之光纖、同軸電
纜及第五類線等線路。
十七、訂戶終端點：指訂戶終端設備與有線廣播電視網路之介接點。
十八、訂戶終端設備：指電視機、有線廣播接收機或其他相關之設備。
十九、訂戶終端隔離度：指兩個訂戶終端點間相互干擾信號之衰減量，其
單位為 dB。
二十、影像載波位準：指類比信號之影像載波被影像信號調變後，在水平
同步脈波處之均方根值，其單位為 dBmV。
二十一、聲音載波位準：指某一類比電視頻道聲音載波之均方根值，其單
位為 dBmV。
二十二、調頻載波位準：指調頻信號載波之均方根值，其單位為 dBmV。
二十三、雜訊位準：指類比信號在 4MHz 電視信號頻寬內，阻抗為 75Ω
情況下，所量得之隨機雜訊均方根值，其單位為 dBmV。
二十四、載波雜訊比：指載波位準與雜訊位準之比值，其單位為 dB。
二十五、訂戶引進線載波入侵雜訊比：指載波位準與外界入侵訂戶引進線
訊號之比值，其單位為 dB。
二十六、互調干擾：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載波，相互拍差所造成之干擾信
號。
二十七、合成拍差位準：指 30kHz 頻寬內，所有互調干擾功率和之等效
位準，其單位為 dBmV。
二十八、載波合成拍差比：指載波位準與合成拍差位準之比值，其單位為
dB。
二十九、串調變：指系統內其他頻道之調變信號干擾到待測頻道之現象。
三十、串調變比：待測頻道在系統其他頻道百分之百方波調變下載波峰值
與出現在該頻道之串調變信號峰對峰值之比值，其單位為 dB。
三十一、載波拍差比：指載波位準與單一拍差或其他單一干擾信號位準之
比值，其單位為 dB。
三十二、交流聲：指滲入載波之低頻干擾信號。
三十三、載波交流聲調變比：指載波位準與交流聲調變峰對峰值之比值，
其單位為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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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差動增益：類比信號之色澤副載波分別承載於不同輝度位準時所
呈現之增益差，其單位為百分率或 dB。
三十五、差動相位：類比信號之色澤副載波分別承載於不同輝度位準時所
呈現之相位差，其單位為角度。
三十六、電視頻道：指以一個 6MHz 寬之頻段傳送電視信號之頻道。通
常以數字、英文字母、影像載波頻率或頻段之上下限頻率來區
分電視頻道。
三十七、指配載波頻率：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有線電視載波頻
率。
三十八、相鄰電視頻道：指影像載波頻率相鄰 6MHz 之電視頻道。
三十九、數位電視信號：指以數位形式組成之電視信號。
四十、數位電視頻道：指播出數位電視信號之電視頻道，播放一個或一個
以上之節目頻道。
四十一、類比電視頻道：指播出類比電視信號之電視頻道，播放一個節目
頻道。
四十二、節目頻道：指在電視頻道內，所承載節目及廣告之頻道。
四十三、誤碼率：指在單位時間內量測數位信號，其誤碼數與總碼數之比
值。
四十四、光纖投落點：指分配線網路上設置光電轉換設備之位置。
四十五、信號位準：指數位電視信號，在每個數位電視頻道內之均方根值
功率，其單位為 dBmV。
四十六、調變錯誤比：理想向量符號幅度的平均功率與誤差向量符號幅度
的平均功率之比值，其單位為 dB。
四十七、高畫質：指數位節目之解析度為 1280×720p 以上者。
四十八、標準畫質：指數位節目之解析度為 720×480i 以上，未達高畫質
標準者。
έ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以下簡稱系統）工程技術之審核、查驗、評鑑、工程
人員管理及電波監理事項，均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系統設立
Ѳన!
申請系統之經營，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本法施行細則及申請須知規定，
填具申請書連同營運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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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案件經審議委員會決議許可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申請人籌設
許可證後，系統始得籌設。
Ϥన!
申請人須依本法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設置網路。
網路之鋪設及附掛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例、公路法、自
治法規及相關法令管理。
ϲన!
申請人必須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申請，於核准之系統設置時程內將系統架設
完成。系統之設置得分期實施，全部設置時程不得逾三年；其無法於設置
時程內完成者，得於設置時程屆滿前二個月內附具正當理由，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展期。展期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系統設置分配線網路應到達經營區域每一村里有一個以上光纖投落點及訂
戶分接器。
Μన!
申請人依核准時程將系統架設完成，應即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機關查驗；系統查驗合格後二個月內，申請人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營運許可，非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營運許可證者，不得營運。

第三章 工程人員管理
Τన!
系統經營者應設置專任合格工程主管一人，綜理工程技術與設備維護，並
依需要自行設置工程人員，負責系統施工、維護及運作。
Ξన!
工程主管，以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為合格：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以上電機、電子、通訊、電
信、資訊、機械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
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通訊、電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
技術之職務三年以上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內專科以上院校電機、電子、通訊、電信、資訊、機
械或相關工程科系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
科畢業，並在行政、教育、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
電子、通訊、電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四年以上或
從事上述研究工作四年以上者。
三、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電機、電子、通訊、電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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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機械或相關科組考試及格，並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
機構擔任電機、電子、通訊、電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技術之
職務六年以上者。
四、經取得視聽電子、通信技術、數位電子、儀表電子或相關職類乙級以
上技術士證，並擔任有線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四年以上者。
五、公立或立案之國內高級工業（工商）職業學校電機、電子、通訊、電
信、資訊、機械或相關工程科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高級工
業（工商）職業學校相當科畢業，並在行政、教育、軍事機關或公
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電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技術
之職務八年以上者。
六、曾在行政、軍事機關或公民營企業機構擔任電機、電子、通訊、電
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十年以上者。
七、曾在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之公私立大專院校，修習至少一五○小時
之有線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格者；或經職業訓練主管機關許可或登
記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至少三個月有線電視工程技術課程合
格，並擔任有線電視有關技術之職務五年以上者。
前項所指行政、教育、軍事機關及公民營企業機構電機、電子、通訊、電
信、資訊、機械或電視有關技術之從業或研究年資得合併採計。
Ϊన!
系統經營者應造具工程主管履歷表，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異動時
亦同。

第四章 工程技術
ΪΙన!
系統之頻道與頻率規定如下：
一、電視頻道之寬度規定為 6MHz；其頻道表如指配影像載波頻率及有線
調頻廣播指配載波頻率表。
二、系統若使用上行控制信號，其頻率不得超過 42MHz。
三、74 至 76、108 至 138MHz 頻段間，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在無飛航安全
顧慮前提下，視實際需要核可使用者外，禁止傳送任何信號。
有線電視系統光纖投落點涵蓋之訂戶全數位化後，該光纖投落點數位電視
頻道不受前項第一款規定限制及上行控制信號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ΪΙనϞΙ!
 系 統 經 營 者 申 請 使 用 第 十 五 頻 道 （ 127.2625MHz ） 或 第 十 六 頻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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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625MHz），應敘明理由及營業區域範圍，並檢具電波洩漏維護計
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得使用。
 系 統 經 營 者 使 用 第 十 五 頻 道 （ 127.2625MHz ） 或 第 十 六 頻 道
（133.2625MHz），應每半年自行辦理全區網路電波洩漏檢測，其次數至
少一次，並將檢測結果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使用第十五頻道（127.2625MHz）或第十六頻道（133.2625MHz）期
間為一年。系統經營者於使用期滿仍有使用之必要者，應檢附第一項之文
件，於期間屆滿日之一個月前，重新申請核准。
ΪΙనϞΠ!
頻道鎖碼應以鎖碼方式為之，鎖碼範圍應包含影像信號及聲音信號，鎖碼
頻道播送之影像及聲音須經解碼，始得被收視、收聽。
ΪΠన!
系統之電波洩漏規定如下：
一、系統之最大電波洩漏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限量值。
二、系統經營者自行監視其服務區內電波洩漏狀況，如有過量電波洩漏
時，應立即找出原因並修護之。
三、系統經營者應全天候播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電波洩漏測試訊號，
其位準應不低於系統中其他電視頻道訊號之位準。
四、系統經營者每年至少進行全區電波洩漏自行測試工作一次，將測試紀
錄載於有線廣播電視電波洩漏自行查驗表，並保留一年。此項測試
紀錄應載明測漏時間、地點、工程人員姓名等，並經工程主管簽
核，如有過量電波洩漏，則須載明發生原因及修妥時間。
Ϊέన!
系統經營者使用第十九頻道（151.25MHz），應檢具弦波產生器及電波洩
漏檢測儀器型錄，並註明儀器序號及擬作為檢測電波洩漏之頻率，向中央
主管機關專案申請，經審驗合格並指配頻率後，始得使用。但在不影響電
波洩漏檢測機制正常運作之情況下，系統經營者得檢具電波洩漏檢測儀器
之相關設備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使用既有類比電視節目頻道之
影像載波加載識別標籤方式播送電波測試訊號。
前項弦波產生器及電波洩漏檢測儀器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一、送出之弦波信號，其頻率偏移在 20Hz 內。
二、其諧波不得干擾原有之節目信號。
三、必須具有加標籤及辨認標籤之功能。
同一經營區域內有二家以上系統經營者，應先行協調使用不同檢測電波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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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之頻率或方式後，再行提出申請。
電波洩漏檢測方式變更時，應依第一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重新提出申
請。
ΪѲన!
為避免影響水上行動通信業務，並符合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有關確保海
事安全嚴禁其他干擾之原則，在經營範圍內設有頻率 156MHz 至 162MHz
專用無線電信電臺之系統經營者使用第二十頻道（157.25MHz），應敘明
理由及營業範圍，並檢具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許可證影本、有線廣播電視電
波洩漏自行查驗表，向中央主管機關專案申請核可，始得使用。
經審查合格使用第二十頻道（157.25MHz）者，應嚴格遵守本辦法第十二
條第一款有關電波洩漏之規定。
核准使用第二十頻道（157.25MHz）之期間為一年。經核准使用之系統經
營者，於使用期間屆滿後仍有使用之必要者，於期滿一個月前應將電波洩
漏自行查驗表送中央主管機關重新審查核可。
ΪϤన!
系統之每一類比電視頻道，在訂戶終端點之信號品質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
定：
一、影像載波位準應介於 0dBmV 到正 14dBmV 間。
二、載波雜訊比不得小於 43dB。
三、載波合成拍差比不得小於 53dB。
四、串調變比不得小於 46dB。
五、載波交流聲調變比不得小於 40dB。
六、載波拍差比容許值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系統採 DVB-C 技術標準者，每一數位電視頻道，在訂戶終端點之信號品
質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信號位準應介於負 12dBmV 到正 15dBmV 間。但受測之數位電視頻
道如與類比電視頻道相鄰時，其信號位準須比類比電視頻道影像載
波位準低 3dB 以上。
二、以 64QAM 調變之調變錯誤比不得小於 25dB。以 256QAM 調變之調
變錯誤比不得小於 31dB。
三、相鄰數位電視頻道間之信號位準差值不得大於 3dB。
四、系統內任何 90MHz 頻段內，信號位準差值不得大於 8dB。
五、信號經解調後在誤碼更正前其數位信號串之誤碼率應低於萬分之一。
Ϊ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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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每一有線調頻廣播頻道，在訂戶終端點之信號品質應符合下列各款
之規定：
一、調頻載波位準應介於負十四分貝毫伏到正四分貝毫伏間。
二、調頻載波雜訊比在單音時不得小於二十五分貝，在立體音時不得小於
四十五分貝。
三、調頻載波拍差位準必須較最低之調頻載波位準低三十分貝以上。
四、調頻載波位準必須較最低之影像載波位準小三分貝以上。
ΪΜన!
系統在訂戶終端點之類比電視頻道頻譜特性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相鄰電視頻道間之影像載波位準差值不得大於 3dB。
二、系統內任何 90MHz 頻段內，影像載波位準差值不得大於 8dB。
三、系統內任何電視信號聲音載波位準應比影像載波位準低 13dB 到
17dB。
四、分配線網路每一電視頻道之頻率響應平坦度應在正負 1dB 以內。
ΪΜనϞΙ!
系統在訂戶終端設備之音量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相鄰二節目頻道之最大音量差值不得大於 3dB（A）。
二、任二節目頻道之最大音量差值不得大於 6dB（A）。
三、同一節目之廣告均能音量值不得同時大於前後相鄰等量時間之節目均
能音量值的 3dB（A）。
四、同一節目之廣告最大音量值不得同時大於前後相鄰節目之最大音量值
的 3dB（A）。
前項各款之 dB（A）
，括號中 A 指國家標準 CNS 7129 之 A 頻率加權。
ΪΜనϞΠ!
 系統經營者應自行設置頭端，任一頭端服務涵蓋二個以上直轄市、縣
（市）者，應具備援機制，且需距頭端至少 8km。
備援機制設施得租用，至少提供訂戶收視必載、指定必載、公用、自製、
節目總表之節目頻道組合。
訂戶資料應異地儲存，並每天更新。
ΪΤన!
頭端設備類比電視頻道之頻率穩定度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電視頻道之影像及聲音載波頻率，與指配之載波頻率之差值應小於
25kHz。
二、電視頻道之影像與聲音載波頻率之差值應在 4.5MHz 正負 2kHz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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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三、調頻載波頻率與指配之載波頻率之差值應小於 10kHz。
ΪΞన!
頭端類比電視頻道之電視調變器，相對於影像載波頻率加 0.2MHz 處之頻率
響應差值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影像載波頻率減 0.5MHz 至影像載波頻率加 3.58MHz 區間內應在正
負 1.5dB 以內。
二、影像載波頻率減 0.75MHz 及影像載波頻率加 4MHz 處應在正 1dB 至
負 4dB 之間。
三、影像載波頻率減 1.5MHz 處應低於 20dB 以上。
ΠΪన!
頭端類比電視頻道之電視變頻處理器，相對於影像載波頻率加 0.2MHz 處之
頻率響應差值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影像載波頻率減 0.5MHz 至影像載波頻率加 3.58MHz 區間內應在正
負 1.5dB 以內。
二、影像載波頻率加 4MHz 處應在正 1dB 與負 2dB 之間。
ΠΪΙన!
頭端類比電視頻道電視調變器之差動增益應小於百分之十、差動相位不得
超過正負五度。
ΠΪΠన!
數位電視頻道之每一節目頻道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標準畫質節目：節目解析度須達標準畫質，且圖框每秒須傳送二十五
個以上。
二、高畫質節目：節目解析度須達高畫質，且圖框每秒須傳送二十五個以
上。
ΠΪΠనϞΙ!
系統採 IPTV 技術標準者，其信號傳輸特性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IP 封包平均延遲變動（Jitter）小於 50ms。
二、下行數位信號封包五分鐘內不得有封包遺失或一小時內封包遺失不得
超過四次。
三、上行信號應傳送控制信號。
四、上行信號以每秒 64kbits 以上速率傳送時每送一千次信號，其失敗次
數應不超過十次。
ΠΪέ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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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之同軸電纜及訂戶終端點之公稱特性阻抗應為七十五歐姆。
ΠΪѲన!
訂戶終端隔離度不得小於二十分貝。
ΠΪѲనϞΙ!
訂戶引進線載波入侵雜訊比不得小於五十三分貝。
ΠΪѲనϞΠ!
系統經營者提供之數位頻道，應傳送電視節目分級資訊。
數位機上盒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一日起裝機者，應具備選擇電視節目分級及
時間管控之親子鎖功能，並具備線上更新韌體功能。
ΠΪϤన!
系統應具適當電力之備用電源，以供市電中斷時使用。
ΠΪϲన!
系統經營者應自備下列各款測試功能之設備：
一、電波洩漏測試設備。
二、射頻位準表。
三、頻譜分析儀。
四、接地電阻測試表。
五、具備量測誤碼率及數位信號強度功能之數位信號分析儀，未播送數位
廣播電視信號者免備。
ΠΪΜన!
系統所用之各種器材、系統之設計及架設應考慮適當之安全保護措施，系
統經營者並應定期自行檢查，以防止人員或設備受雷擊、觸電及其他傷
害。
ΠΪΤన!
分配線網路纜線位置，應明顯標示於地圖上或存於電子儲存器中，以備相
關主管機關必要之查詢。
分配線網路得租用光纖芯數、光波長。
ΠΪΞన!
系統之頭端設備應有接地保護措施裝置，以保護人員及設備之安全，接地
裝置之接地電阻應小於十五歐姆。
架空纜線在下列電桿之吊線應接地（接地電阻應小於五十歐姆）
：
一、裝置地下引上之電桿。
二、裝置有線電視放大器及電源供應器之電桿。
三、裝置電力變壓器之共架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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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段架空線路的第一及最後一支電桿。
五、架空線路連續十支電桿以上均無上述各款情形者，每十支電桿之一。
訂戶分接器或訂戶引進線應有接地裝置，位置應儘量靠近建築物。其接地
電阻應小於一百歐姆；採訂戶分接器接地者，在確保網路建設涵蓋區域內
之訂戶安全下，得以不超過三個訂戶分接器共用一處接地裝置。
έΪన!
系統經營者因地形、地物之阻隔或其他實際困難，無法以有線電路傳輸節
目信號時，得依據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申請設置固定
點微波電臺。
έΪΙన!
系統經營者為現場轉播之需要，得依據廣播電視節目中繼電臺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申請設置現場轉播微波電臺。
έΪΙనϞΙ!
為應變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系統經營者應具備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辦法第六條規定之傳送訊息機制；其備援機制設
施，亦同。
數位機上盒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一日起裝機者，需能指定其播送特定之節目
及接收訊息。

第五章 系統查驗及工程評鑑
έΪΠన!
系統查驗分工程查驗、自行查驗及臨時查驗三種。
工程查驗分為系統信號品質與設備安全查驗及網路施工查驗。
系統查驗係於系統經營者申請額定頻段或頻道滿載下實施，包括系統所有
頻道、控制及測試信號。
έΪέన!
系統經營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機關
辦理工程查驗：
一、籌設許可證影印本。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查驗申請表及自行查驗之查驗表。
三、頭端設備配置圖及用途說明。
四、分配線網路分佈圖（含街道名稱、重要參數、應量測點之接地電阻
值）電子檔或紙本，電子檔字體須清晰能辨識，紙本比例尺不小於
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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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έనϞΙ!
訂戶引進線載波入侵雜訊比之查驗：
一、經訂戶申訴訊號品質不良。
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保障訂戶權益認定其必要者。
έΪѲన!
系統經營者變更網路架構，應檢具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營運計畫
變更之申請：
一、變更之網路架構及說明。
二、變更之分配線網路細部圖或電子圖檔。
έΪϤన!
系統經營者將數位電視頻道變更為類比電視頻道，或增加使用頻寬提供類
比電視頻道者，應檢具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營運計畫變更之申
請：
一、分配線網路細部圖或電子圖檔。
二、分配線網路使用之訂戶分接器全部型錄（內部須含隔離度數值）。
έΪϲన!
系統經營者將原類比電視頻道變更為數位電視頻道，或增加使用頻寬提供
數位電視頻道者，應檢具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營運計畫變更之申
請：
一、新增或變更之數位播送設備型錄及說明。
二、分配線網路區域圖或電子圖檔。
έΪΜన!
系統經營者變更定址鎖碼，應檢具新增或變更之定址鎖碼設備型錄及說明
（含定址鎖碼訂戶容量、波形、定址信號下行方式及聲音鎖碼方式）文
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έΪΤన!
系統經營者每年應自行查驗其系統一次，填具自行查驗報告表及查驗紀錄
表。
前項資料保存期間為一年。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
έΪΞన!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實施臨時查驗，並
得要求系統經營者就其設施狀況及必要事項提出報告及提供相關資料。
ѲΪన!
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電波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並提昇有線廣播電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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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術水準，得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評鑑。
工程評鑑項目為工程設施、傳輸品質、監理業務及綜合評分等四項；領有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營運許可證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均得列為受評單
位。

第六章 系統維護
ѲΪΙన!
系統經營者應設置系統維護工作日誌及工作紀錄簿。
工作日誌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輪值工作人員姓名及時間。
二、故障發生情形及其修復時間。
三、電源中斷與恢復供電時間及使用自備發電機情形。
四、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工作紀錄簿應分冊記載下列事項：
一、電波洩漏測試紀錄。
二、接地電阻測試紀錄。
三、信號品質測試紀錄。
四、測試設備校正紀錄。
五、信號處理設備保養維護紀錄。
六、自備發電機保養維護紀錄。
七、故障修護紀錄（含平均修護時間）。
工作日誌及工作紀錄簿須經工程主管簽核，其格式由各系統經營者自行訂
定，保存期間為一年。

第七章 附

則

ѲΪΙనϞΙ!
本辦法所定查驗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訂
定並公告之。
ѲΪΠన!
系統經營者違反本辦法者，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罰。
ѲΪέ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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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ತᆒ೩രቷᡛᒲ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255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2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以下簡稱終端設備）：以有線傳輸媒介連接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以下簡稱系統），並以光或電子方式進行傳輸
之設備。
二、型式認證：指由製造商、進口商、經銷商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按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以下簡稱終端
設備）之廠牌型號，向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委託之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以下合併簡稱驗證機關（構））
申請審驗之程序。
三、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指由製造商、進口商或經
銷商聲明其所製造、輸入之終端設備或系統經營者聲明其提供訂戶
使用之終端設備符合第五條規定，並備妥相關文件向驗證機關
（構）完成登錄之程序。
四、系列產品：指不改變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之調變技術及主要元件之電
路板佈線等技術規格、設計性能，且其傳輸介面、電磁相容及電氣
安全之基本設計、性能、實體形狀及材質相同之其他產品。
έన!
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於接續時，系統經營者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於接續
條件及品質上為差別待遇。
Ѳన
供販賣或訂戶使用連接系統之終端設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技術規範審驗合格，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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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設備多重語言字幕測試項目之線上韌體更新日期，由本會公告之，但
系統經營者擬提前更新者，不在此限。
Ϥన!
各種終端設備應依其技術規範所定檢驗項目與標準辦理；尚未訂定檢驗項
目與標準者，應依下列各款規定之順序檢驗之，於符合前順序之標準時，
免依後順序之標準檢驗：
一、國家標準。
二、國際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三、區域標準組織所定標準。
ϲన!
終端設備應由製造商、進口商、經銷商或系統經營者申請型式認證或符合
性聲明。
Μన!
申請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者，應向驗證機關（構）申請；經審驗合格者，由
驗證機關（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式樣之審定證明。
Τన!
申請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者，應填具終端設備型式認證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正本或影本一份向驗證機關（構）申請：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須含商品名稱及型號、額定電壓及
額定頻率、總額定消耗功率或額定輸入電流、製造年份、製造號
碼、生產國別或地區、警語、功能規格或相容性、使用方法、緊急
處理方法、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其為進口者，應標
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生產國別、進口或代理廠商名稱、地址及
電話等資訊。
二、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五、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檢
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為系統經營者，應併同檢
附其經營許可執照。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七、包含第一款至第六款電子檔之光碟片一份。
前項第一款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之警語或緊急處理方法，如無則免予標示。
驗證機關（構）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檢送終端設備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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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廠牌或型號之終端設備應分別申請型式認證；申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
者，應以書面敘明該產品與原審驗合格型號產品間之差異性，並檢具檢驗
報告及前項各款資料，向原驗證機關（構）提出。
申請型式認證之文件，驗證機關（構）除留存光碟片外，其餘文件於核發
審定證明時一併發還。
Ξన!
前條所稱檢驗報告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本國認證體系認可之測試實
驗室（以下簡稱檢驗機構）出具。
前項檢驗機構無法提供器材之檢驗服務時，申請者得檢附他國認證體系認
可之測試實驗室出具符合第五條規定之檢驗報告；他國認證體系認可之測
試實驗室無法提供器材之檢驗服務時，申請者得檢附製造商出具之檢驗報
告。
檢驗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設備樣品 4x6 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彩色照片，其廠牌、型號及電
路板零組件須清晰可辨讀，並包含樣品之頂視圖、底視圖、左視
圖、右視圖、正視圖及背視圖。
二、設備名稱、廠牌及型號。
三、申請檢驗者名稱及地址。
四、檢驗機構名稱及地址。
五、作為唯一識別之報告號碼，每一頁上並應登載該報告號碼。
六、測試接續圖及說明（如須由申請者提供特殊測試點、特殊測試軟、硬
體始能完成測試者，應敘明該特殊測試點及測試軟、硬體名稱）。
七、測試儀器名稱、廠牌、型號、儀器校正日期及其有效期限。
八、適用之技術規範所定之檢驗項目與標準。
九、測試數據及判定結果。
十、測試受理及完成日期。
檢驗報告應經檢驗機構相關人員簽署。但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檢驗報告，
應由測試實驗室檢驗人員簽署。
Ϊన!
申請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者，應填具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申請書，並檢具
下列文件影本向驗證機關（構）辦理登錄：
一、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須含商品名稱及型號、額定電壓及
額定頻率、總額定消耗功率或額定輸入電流、製造年份、製造號
碼、生產國別或地區、警語、功能規格或相容性、使用方法、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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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其為進口者，應標
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生產國別、進口或代理廠商名稱、地址及
電話等資訊。
二、中文或英文之規格資料。
三、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四、設備樣品檢驗報告。
五、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者為外國製造商者，應
檢附該製造商之設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為系統經營者，應併同
檢附其經營許可執照。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資料。
七、包含第一款至第六款電子檔之光碟片一份。
②前項第一款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之警語或緊急處理方法，如無則免予標示。
③經登錄完成後，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式樣之終端設備
符合性聲明證明（以下簡稱符合性聲明證明）
。
④前項第四款設備樣品檢驗報告，應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⑤申請符合性聲明登錄之文件，除光碟片由驗證機關（構）留存外，其餘文
件於發給符合性聲明證明時一併發還。
⑥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實施之項目及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一條
①申請終端設備審驗者，應檢附之文件或物品有誤漏或不全時，驗證機關
（構）應通知申請者，申請者應於收受驗證機關（構）通知之次日起一個
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②審驗不合格時，驗證機關（構）應列舉不合格事項通知申請者，申請者應
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改善並向原驗證機關（構）申請複審；逾期
未申請複審或複審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
第十二條
①審驗合格標籤及符合性聲明標籤專屬取得審定證明者及符合性聲明證明者
所有。
②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後，始得同意他人於同廠牌同型號之終端設備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
性聲明標籤：
一、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影本。
二、使用人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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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審定證明或完成符合性聲明登錄者，應依審定證明內之審驗合格標籤
式樣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內之符合性聲明標籤式樣，製作標籤黏貼或印鑄於
終端設備本體明顯處，始得販賣或提供訂戶使用；依前條規定經同意使用
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亦同。
未依前項規定黏貼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驗證機關（構）得
通知其敘明理由，並命其限期改正及暫行停止販賣或提供訂戶使用。
ΪѲన!
經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終端設備，如變更其廠牌、型號、設
計或性能時，應重新申請審驗。但經變更設計或性能時，仍符合技術規範
者，得僅對變更部分報請驗證機關（構）備查。
前項設備經擴充其傳輸介面時，於不影響原審驗合格之傳輸介面功能者，
得僅對擴充部分辦理審驗。
ΪϤన!
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遺失、毀損或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時，得向原
驗證機關（構）申請補發或換發。
申請前項證明內登載事項變更，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不變動原設備之基本設計、性能之調整，經原驗證機關（構）同意
者。
二、製造商變更或新增。
三、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申請者變更公司名稱。
四、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之申請者因公司合併或分割，經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由合併或分割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使用原審定證明或
符合性聲明證明。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補發或換發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遺失或毀損：換（補）發申請書。
二、前項第一款：換（補）發申請書、原驗證機關（構）同意文件。
三、前項第二款：換（補）發申請書、器材生產合約影本及器材符合技術
規範之聲明書。
四、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換（補）發申請書、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Ϊϲన!
驗證機關（構）得隨時抽驗經其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
前項終端設備，由系統經營者申請審驗者，系統經營者應協助辦理其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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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範測試項目合格標準分級訂有不同施行日期
或技術規範測試項目修正時，系統經營者於該合格標準施行日期前或技術
規範修正施行日前取得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應重新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
性聲明；未重新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者，於修正施行日後，不得提
供新申裝訂戶使用或既有訂戶更換。但訂戶使用中之終端設備，不在此
限。
ΪΜన!
取得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有下列情事之一，原驗證機關（構）
得廢止或撤銷其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
一、申請終端設備審驗時，提供不實資料，經查證屬實。
二、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三、經抽驗未能符合相關技術規範。
四、因代理權、專利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或違反其他規定致不得
販賣或供訂戶使用經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
ΪΤన!
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個月
內，不得就同廠牌同型號之設備重新申請審驗，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將原持
有人及撤銷或廢止事由公告之。
前項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經撤銷或廢止者，原持有人應回收已販賣
或供訂戶使用之終端設備，若他人權益因而受損，原持有人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ΪΞన!
依本辦法申請審驗、換補發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收費標準，向驗證機關（構）繳交審驗費及證照費。
ΠΪన!
終端設備審驗費，於申請審驗時繳交。
依本辦法規定駁回申請時，申請者所繳交審驗費不予退還。
ΠΪΙన!
經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所簽定雙邊或多邊終端設備相互承認
協定或協約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承認他國或該區域組織之驗證機構依
該協定或協約規定所簽發之國外終端設備檢驗報告、驗證證明書或符合性
聲明書之效力。
Π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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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定申請書表、作業流程、審定證明及符合性證明格式，由本會訂
定公告之。
ΠΪέ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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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以下簡稱驗證機構）係指經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辦理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以下簡稱終端設備）審驗工作之機
構。
前項終端設備之驗證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έన!
申請擔任驗證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依法設立之本國法人、機構。
二、未從事輸入、設計、製造或販賣前條所公告終端設備之驗證項目相關
業務或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本國實驗室認證組織（以下簡稱實驗室認證組
織）認證之測試實驗室。
四、前條所公告終端設備之每一驗證項目應設一名以上之專業且專職之驗
證人員。
前項第四款驗證人員應為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大專以上學校之電信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或其他相關工
程科系畢業，具備通訊、傳播專業技術知識與能力，並應瞭解相關政府法
令與技術規範，且不得兼任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九條第一項
測試實驗室之檢驗工作。
Ѳన!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流程如附件
一）
：
一、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申請書（如附表）。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申請人所屬實驗室認證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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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之驗證人員符合前條第二項資格之基本資料。
五、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組織架構圖與功能說明表。
六、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手冊。
七、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文件一覽表。
八、依驗證項目之終端設備之審驗作業程序。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申請人資格相關之資料。
前項申請文件有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Ϥన!
依前條規定檢附文件且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實地評鑑。
前項評鑑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並提出評鑑報告：
一、產品驗證制度應符合 ISO/IEC 17065 標準。
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終端設備相關技術規範或國家標準之規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評鑑相關之事項。
經評鑑有不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列舉不符合事項通知其
限期改善，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屆期未完
成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ϲన!
申請人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後，並與中央主管機關簽訂終端設備委託
審驗契約（以下簡稱委託審驗契約）
，及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終端設備
驗證機構認證證書（以下簡稱認證證書，如附件二），始得辦理終端設備之
審驗工作。
Μన!
驗證機構對於申請終端設備審驗案件（以下簡稱審驗案件）
，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或為差別待遇。
驗證機構辦理審驗案件時，應以驗證機構之名義為之。
Τన!
驗證機構及其驗證人員不得從事輔導廠商或改變終端設備技術特性之相關
工作。
Ξన!
驗證機構申請增列終端設備之驗證項目者，應依第四條規定申請，並辦理
認證證書之換發；換發之認證證書有效期間與原認證證書同。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745
753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得依第五條規定辦理實地評鑑。
認證證書記載事項異動時，除第一項增列驗證項目外，應自異動發生日起
十五日內，檢附認證證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換發。經換發之認證證書，其
有效期間與原認證證書同。
驗證機構如有驗證人員出缺、增加之異動，應於異動發生之日起十五日
內，檢附異動人員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驗證人員出缺未補實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令該驗證機構暫停辦理該有關驗證項目之審驗工作；驗證機構應於驗證
人員補實後，檢附驗證人員基本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准予恢復辦理審
驗工作。
驗證機構之實驗室經實驗室認證組織確認應暫停執行事務時，驗證機構應
暫停辦理相關驗證項目之審驗工作，並於暫停之日起十日內，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經實驗室認證組織確認恢復執行事務者，始得辦理審驗工作
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Ϊన!
驗證機構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終端設備審
定證明（以下簡稱審定證明）之核發、補發、換發、撤銷或廢止、審驗申
請之駁回或同意經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其外觀變更等事項，每一審驗案件
之完整資料，應自完成之日起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驗證機構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隨時
抽驗經其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其抽驗件數每年至少一件且不得低於該項
審驗案件合格件數之百分之五，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指示驗證機構抽驗
特定之終端設備。抽驗之每一案件應於抽驗之日起二個月內將抽驗結果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ΪΙన!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至驗證機構進行不定期查核，驗證機構不得拒絕之。
ΪΠన!
委託審驗契約之期間為三年。
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之二個月內，驗證機構得申請辦理續
約，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審查及評鑑。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委託審驗契約期間屆滿前一個月通知驗證機構不得再受
理審驗案件。驗證機構應於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已受理之審驗案件。
Ϊέన!
驗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並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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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回認證證書及註銷其認證證書：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條件。
二、違反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或第十五條規定。
三、逾越委託審驗契約授權範圍或怠於辦理審驗案件工作。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
五、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行政程序法、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或本辦法等法令規定。
六、受理申請審驗案件，有無正當理由之拒絕或差別待遇之情事。
七、核發之審定證明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令驗證機構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ΪѲన!
委託審驗契約經依前條規定終止時，驗證機構應將未完成之審驗案件交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行指定驗證機構辦理。
驗證機構應於委託審驗契約關係消滅後七日內將所有審驗案件相關之完整
資料移交中央主管機關。
經依前條規定終止委託審驗契約之驗證機構，於委託審驗契約終止日起一
年內，不得重新申請擔任驗證機構。
ΪϤన!
驗證機構應於取得第六條認證證書之日起一年內建置網路申辦系統，受理
終端設備型式認證及符合性聲明之申請。
Ϊϲన!
驗證機構受理審驗案件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向申請審驗案
件者收取審驗費，並於收訖之次日悉數解繳國庫；中央主管機關另依委託
審驗契約議定標準核支其委託費用。
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表及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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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讓與營業或受讓營業、與其他系統經營者合併、投資其他系
統經營者或經由與其有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公司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
（以下簡稱申請案件）時，應提出申請書及變更後之營運計畫。
申請書或變更後之營運計畫資料不全或內容不完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έన!
中央主管機關作成申請案件之准駁決定前，得召開公聽會或聽證，並得進
行行政調查或專業鑑定。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應於申請人提出完整申請資料之日起六個月
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
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Ѳన!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度之變化。
二、從事價格或服務競爭之可能性。
三、促進網路設置與技術升級之可能性。
四、頻道上下架規章之規劃。
五、申請人或其關係企業經營頻道供應事業或代理頻道之情形。
六、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之可能性。
七、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因素。
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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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服務資訊揭露之影響。
二、服務品質提升之可能性。
三、促進服務互通之可能性。
四、增進訂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性。
五、提供迅速且有效之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六、既有訂戶權益之影響及實施訂戶權益保障計畫之合理性。
七、提供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保護措施。
八、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
ϲన!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
項：
一、對於國家安全維護之影響。
二、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健全發展之影響。
三、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之影響。
四、對於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影響。
五、強化地方普及發展及偏鄉地區普及服務之可能性。
六、促進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近用服務之可能性。
七、其他通訊傳播基本法所保障之公共利益。
Μన!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人變更後之營運計畫，除考量前三條事項外，另應
審酌下列事項：
一、維持適當之營運能力。
二、原營運計畫承諾事項履行情形。
Τన!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件應考量前四條事項，並綜合判斷其能否增進或
維持整體之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予以准駁。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申請案件時，得就前四條事項，視個案情形分別附加附
款。
Ξ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讓與營業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不予核准：
一、申請案件涉最低實收資本額變動，違反本法第九條第六項或第七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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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Ϊ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受讓營業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不予核准：
一、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四、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ΪΙ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與其他系統經營者合併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准：
一、申請案件涉新設公司，違反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五、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ΪΠ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或經由與其有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
公司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不予核准：
一、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五、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Ϊέ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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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765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之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
容，除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另有規定者外，其變更應經許可項目如
下：
一、頭端地址及實收資本額。
二、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六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但第十款
及第十一款系統之光纖投落點新增及相關傳輸設備升級、汰換者，
不在此限。
三、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系統設置時程變更後逾籌設許可證有效期
間者。
四、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五款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規劃
及其類型變更許可辦法，應申請許可之事項。
五、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五款所列各項職務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
東。
六、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六款指定，且涉及系統經
營者取得或變更經營資格之重大事項。
七、依本法所為之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於個別行政處分之附款指定列入
營運計畫中，且變更時應經許可者。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變更，除前項規定外，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請備
查。
έ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或報請備查時，應敘明理由，並檢送變
更內容對照表與說明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變更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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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時，應填具之資料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
備，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
請。
Ѳన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得召開公聽會或聽
證，必要時得請專家、學者參與。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應以不減損原計畫
書所載所有責任為限，予以許可。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時，應考量並綜合判
斷其能否增進或維持整體之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予以
准駁；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營運計畫變更時，得視個案情形以附款方式，予
以許可。
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者，如與該行
政處分顯有違背，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並限期命系統經營者為適當
之變更；屆期未完成變更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
Ϥ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不予許可：
一、申請擴增經營地區，未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
服務。
二、有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條第九項所定之辦法。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之技術規範。
五、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之辦法。
六、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之收費標準。
七、違反原營運計畫承諾事項。
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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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規劃及其類
ᡐ೨џᒲݲ
型變更許可辦法
1.1.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106
106年
年11月
月33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10541042940
10541042940號令訂定發布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全文77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2.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108
108年
年11月
月17
17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10741047750
10741047750號令修正發
號令修正發
布第
條條文
布第2ˣ3ˣ4
2~4 條條文

Ιన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之。
Πన
第二條
除因頻道供應事業終止經營而須停播該基本頻道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除因頻道供應事業終止經營而須停播該基本頻道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之基本頻道新增、停播、位置異動，應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
營者之基本頻道新增、停播、位置異動，應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
許可。
許可。
έన
第三條
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變更後，應符合下列規定，違反者不予許可：
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變更後，應符合下列規定，違反者不予許可：
一、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節目
一、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之節目
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
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變更頻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變更頻道。
二、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免費提供固定頻道及經指定之
二、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免費提供固定頻道及經指定之
頻道位置，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及國會議事轉播之節目。
頻道位置，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及國會議事轉播之節目。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不得播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頻道供應事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不得播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頻道供應事
業之節目或廣告。
業之節目或廣告。
四、購物頻道數量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定限制。以類比訊號播送
四、購物頻道數量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定限制。以類比訊號播送
者，購物頻道並應分置於三至五個其他非購物頻道區塊與區塊之間
者，購物頻道並應分置於三至五個其他非購物頻道區塊與區塊之間
播送。
播送。
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無償提供一個以上公用頻道。
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無償提供一個以上公用頻道。
六、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至少規劃一個以上地方頻道。
六、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至少規劃一個以上地方頻道。
七、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設置頻道總表。
七、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設置頻道總表。
八、以類比訊號播送者，第七十八頻道前之同類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化規
八、以類比訊號播送者，第七十八頻道前之同類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化規
劃。以數位訊號播送者，同類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規劃，分置於一
劃。以數位訊號播送者，同類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規劃，分置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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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個區塊播送。
九、依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上下架規章實施。
前項第四款之購物頻道不得置於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訂之無線電視頻
道及指定之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頻道頻段內（第五至第十七頻道）
，亦
不得緊鄰此頻段旁播送。
本條所稱區塊，指依頻道節目屬性區隔，並尊重消費者收視習慣形成之集
中規劃。
系統經營者依前條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中央主管機關應綜合考
量是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頻道內容之多樣性及其他
公共利益。
Ѳ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變更頻道之說明：敘明各變更頻道之名稱、變動情形及變更理由。
二、當年度經費率核准之基本頻道表。
三、最近一年歷次經本會變更許可之頻道及本次變更之頻道內容對照表。
（附件一）
四、變更之頻道，涉及停播頻道或頻道位置變動者，應提供與頻道供應事
業間之協商紀錄及相關文件資料。
五、變更後之頻道規劃及使用情形。（附件二）
六、變更之頻道符合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上下架規章自評表。
七、其他經本會通知應檢具之資料。
系統經營者依前項規定應填具之資料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備時，中央主管
機關得限期命其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得不予受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頻道供應事業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Ϥ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許可時，基本頻道同時以類比及
數位訊號播送者，應合併提出申請。
ϲన
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提出之資料，應副知其所屬直轄
市、縣（市）政府。
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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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755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系統經營者應於經營許可執照核發滿三年及六年起六個月內，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出評鑑報告書、相關佐證資料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實施前仍為有效之營運許可，系統經營者於營運許可
核發滿三年、六年及九年起六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評鑑報告書、
相關佐證資料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評鑑審查項目如下：
一、頻道類：
（一）經營地區市場分析（含滿意度調查、經營型態分析）
。
（二）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三）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四）內控與品管機制。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二、財務類：
（一）財務報表與稽核。
（二）業務收入分析。
（三）財務結構分析。
（四）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三、客服類：
（一）回饋社會情形。
（二）客服人力配置規劃。
（三）收視戶權益維護。
（四）維修服務規劃及執行情形。
（五）申訴服務與糾紛處理機制。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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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類：
（一）組織架構（含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之名冊）
。
（二）人才培訓計畫。
（三）業務推展計畫。
（四）員工權益。
（五）性別平權辦理情形。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五、工程類：
（一）工程設施（含系統架構圖、工程技術、設備說明、自行設置系
統、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備，及頭
端備援機制之規劃）
。
（二）傳輸品質。
（三）監理類（含禁限用頻道、鎖碼頻道之查核、工程違規紀錄）
。
（四）綜合類（含技術發展計畫、系統設置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數
位化建設）
。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第三條
系統經營者提出之評鑑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不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系統經營者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再命
其限期補正，或逕依既有資料進行評鑑。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系統經營者之評鑑報告書，
進行實地查核。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評鑑審查作業，應召開有線廣播電視評鑑諮詢會議
（以下簡稱諮詢會議）
。
第六條
①諮詢委員應組成評鑑工作小組，分頻道、財務、客服、組織及工程等五
項，進行第一階段之書面審查及評分工作。
②系統經營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頻道、財務、客服、組織
及工程等五項進行評分，並提出綜合意見及評分，提供諮詢會議納為評分
項目。
③第一項評分之配分比例為評鑑小組評分之頻道項目佔百分之二十、財務項
目佔百分之十五、客服項目佔百分之二十、組織項目佔百分之十及工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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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佔百分之十五；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分佔百分之二十，總計一百分。
Μన
諮詢會議依評鑑工作小組及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之評分表、綜合意見、評鑑等級建議及相關資料，進行第二階
段審查。
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指派代表參與第
二階段審查，其出席代表之職權與諮詢委員相同。
經諮詢會議決議，得推派諮詢委員至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所在地，進行
實地評鑑。
Τన
諮詢會議應依下列方式評鑑結果建議：
一、評鑑總分達八十分，且各單項得分均達七十五分，亦無明顯缺失者，
得列為「優良」。
二、評鑑總分達七十分，且無明顯缺失者，得列為「合格」。
三、評鑑總分未達七十分者；或有明顯缺失，惟其缺失得改正者，均列為
「限期改正」。
四、有明顯缺失，且缺失無法改正者，列為「廢止執照」。
諮詢會議應將前項評鑑結果建議、會議紀錄及諮詢意見交由中央主管機關
作為評鑑參考。
前述明顯缺失係指：
一、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之情事，且情節嚴重者。
二、有營運不當、或有損害訂戶權益之事實，且情節嚴重者。
三、危害公司營運或有危害之虞者，且情節嚴重者。
Ξన
中央主管機關參考前項諮詢會議評鑑結果建議，作成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分為「優良」、「合格」、「限期改正」或
「廢止執照」四個等級。
中央主管機關作成「廢止執照」評鑑結果前，應通知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
者到場說明，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評鑑結果及改進意見送達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
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應依前項評鑑結果及改進意見改正，並提報辦理情
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揭露系統經營者之評鑑結果及改善情形。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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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優良」之系統經營者，於營運許可證（或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
屆滿前接受評鑑時，其評鑑審查項目得簡化如下：
一、頻道類：
（一）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二）內控與品管機制。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二、財務類：
（一）財務報表與稽核。
（二）財務結構分析。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三、客服類：
（一）收視戶權益維護。
（二）維修服務規劃及執行情形。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四、組織類：
（一）員工權益。
（二）性別平權辦理情形。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五、工程類：
（一）工程設施（含系統架構圖、工程技術、設備說明、自行設置系
統、租用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其他系統經營者之傳輸設備，及頭
端備援機制之規劃）
。
（二）傳輸品質。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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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ҧีငᕊ೨џ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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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4699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ࢳ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應依下列審查項目檢具相關文件及說明連同營
運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ࢴ前項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基本資料。
二、股權結構。
三、組織及員額編制。
四、訂戶服務。
五、經營規劃。
六、頻道與節目規劃。
七、廣告企劃。
八、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九、財務狀況及預測。
十、工程技術及數位化發展計畫。
十一、獎懲紀錄。
十二、前次營運計畫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ࢵ第一項與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審查項目有關之文件，包括下列文件：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相關說明及圖表資
料。
二、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三、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名冊及股東名冊。
四、截至提出申請日止之前一年或上半年最新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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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న
系統經營者依前條規定應填具之資料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備時，中央主管
機關應限期命其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Ѳన
ࢳ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應依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審查表（如附件）之審查項目及審查基
準進行審查。申請表或有關文件之內容有疑義者，得限期命系統經營者提
出說明，並得列入未來之營運計畫。
ࢴ前項審查項目，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戶服務。
二、經營規劃。
三、頻道與節目規劃：
（一）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二）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三）公用頻道概況。
（四）頻道加值服務情形。
四、廣告企劃。
五、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六、財務狀況及預測。
七、工程技術及數位化發展計畫。
八、營運是否符合經營地區民眾利益及需求。
九、獎懲紀錄及其他影響營運之事項。
十、前次營運計畫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Ϥన
依前條規定審查訂戶服務，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訂戶服務及訂戶權益保障計畫。
二、與訂戶訂立契約之情形、契約內容，與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三項公告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之符合情形及詳盡度。
三、訂戶申訴處理情形、公司內部稽核情形，以及申訴者個人資料處理情
形。
四、處理申訴案件及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訴者之個人資料情形。
五、推動普及服務與偏遠地區提供視訊服務情形。
六、工程維修標準流程及稽核。
七、是否每月將節目月刊免費送達訂戶或以其他形式告知每月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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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న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經營規劃，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未來九年之經營策略、營運方針之具體內容及時程規劃。
二、經營規劃是否切合數位化趨勢作對應投資，並具體反映於財務計畫及
其評估。
三、社會服務、社會公益事項服務計畫，並應包括經費預算。
四、與社區、公益團體或消費者團體協商溝通服務方案。
五、低收入戶及地方弱勢族群收視補助及普及計畫。
六、訂戶需求及滿意度調查。
Μన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頻道與節目規劃，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一）基本頻道分組付費服務說明。
（二）未來三年頻道規劃之具體做法，並應包括新頻道引進情形。
（三）頻道規劃安排是否與頻道供應事業、消費者團體進行協商溝通
或進行分析調查。
二、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一）增加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露出比例或相關方案。
（二）鼓勵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上架或其他優惠機制。
（三）其他傳播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之具體規劃措施。
三、公用頻道概況：是否載明未來三年公用頻道推廣使用具體計畫。
四、頻道加值服務情形：目前提供數位加值服務之數量及類型及各類數位
加值服務之內容及費用。
Τన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廣告企劃，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廣告業務現況說明。
二、消費者廣告申訴案件處理情形及改進措施說明。
Ξన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是否提供成本分析資料。
二、預估頻道授權金額及收取之上架費用之合理性。
三、繳費方式是否便利多元。
Ϊన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財務狀況及預測，應審酌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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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規劃是否足以實現未來營運計畫。
二、財務結構是否健全。
三、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四、董事會與監察人運作情形。
五、財務報表是否均經合格會計師簽證。
第十一條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工程技術及數位化發展計畫，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工程技術是否足以實現未來營運計畫。
二、提升工程技術及數位化發展計畫。
三、經營地區是否已全區通過查驗，使用七百五十百萬赫（MHz）或以
上頻寬。
四、服務暫未到達區佔經營區比例。
五、是否有光纖到府或其他高速傳輸建設計畫及期程。
六、是否有與其他有線電視系統或固定通信系統進行網路接取之計畫。
七、網路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第四條第二項第八款所定營運是否符合經營地區民眾利
益及需求，應依第五條至第十一條之審查結果是否符合經營地區民眾利益
及需求為整體之考量。
第十三條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獎懲紀錄及其他影響營運之事項，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獎勵事項是否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有具體優良事蹟。
二、懲處事項是否確實改正。
三、是否有其他影響營運之事項。
第十四條
依第四條規定審查前次營運計畫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應審酌下
列事項：
一、是否敘明要求改善內容及改善計畫。
二、相關缺失是否已確實改正。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完成審查後，應併同審酌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審查意見
及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召開聽證之結果，為是否許可之決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申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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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補正期間不計入處理期間。
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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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4939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插播式字幕之種類如下：
一、插播式字幕文字訊息：指所播送之文字以一定規則之動態方式呈現之
插播式字幕。
二、其他非屬於文字訊息之圖示。
έ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使用插播式字幕，以無
償播送及不干擾收視為原則，其播送位置及播送方式應考量觀眾收視權
益。
Ѳన
插播式字幕以插播式字幕文字訊息形式播送，其播送位置應置於螢幕上
方，由右至左播送，文字排列整體面積不得超過螢幕十分之一。
插播式字幕以其他非屬於文字訊息之圖示呈現，應提供訂戶取消圖示之方
式。
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使用插播式字幕，其播送優先順序如
下：
一、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二、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三、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四、頻道異動之通知。
Ϥన
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應以非營利為目的，
並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 政府機關（構）所委託播送之訊息有助於提升行政效能者。
二、 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地方自治團體、公益法人或團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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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委託播送之訊息有利於社會公益者。
三、 系統經營者自行播送有利於社會公益之訊息者。
第一項情形之認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
ϲన
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頻道異動之通知，係指頻道上下架或頻道位
置調整之訊息。
系統經營者採插播式字幕文字訊息形式播送頻道異動通知者，限於變更前
後之頻道及頻道總表播送，每小時以播送一次為限，每次於螢幕上出現不
得超過九十秒。
Μన
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依其他法令之規定，係指下列情形：
一、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第四十八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為向訂戶揭
露提供數位化服務必要資訊所為之通知者。
二、其他依法令得使用插播式字幕者。
Τ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辦法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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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3 年 5 月 9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廣一字第 0772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
2. 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9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一字第 1057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1
條條文（原名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辦法）
3.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025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 條條文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指風災、水災、旱災、寒害及其他特殊天氣之變
化、地震、大火、海嘯、火山爆發等因素所造成之災害。
έన!
本辦法所稱緊急事故，指動亂、戰爭、癘疫、核子事故、國家財政、經
濟、金融重大變故及其他有關交通、衛生或公共安全之緊急危難事故。
Ѳన!
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之發生與消滅，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發
布之。
系統經營者於其經營區域是否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有疑義時，應即通
知各該相關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之。
系統經營者對於各相關主管機關發布之警報或緊急事故之訊息，應適時據
實插播。
Ϥన!
主管機關於知悉其管轄區域內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應儘速通知該管
轄區域內之系統經營者，原因消滅時亦同。
ϲన!
為防範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發生時造成損害，或為減輕受害程度，主管機
關得視情況通知該管轄區域內之系統經營者為左列措施：
一、停止播送全部、部分或特定頻道之節目。
二、指定於全部、部分或特定頻道播送特定節目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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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通知未明示頻道者，視為系統經營者應停止播送全部頻道之節目，或
於全部頻道播送特定節目。
Μన!
系統經營者於接獲主管機關指定播送有關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之訊息，應
以醒目之圖卡、電子特效、字幕或其他顯著有效方式據實插播。除另有指
定外，至少每半小時應插播一次，至其原因消滅時或主管機關通知停播為
止。
Τన!
主管機關依前兩條通知停止播送節目或播送指定之特定節目或訊息時，除
另有指定外，系統經營者應即辦理。
Ξన!
系統經營者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原因消滅後，應即回
復原狀繼續播送。
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公用頻道之規劃及使用辦法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公用頻道之規劃及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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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176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無償提供之公用頻道，
應獨立於其他頻道設置，專供民眾、政府機關、學校及團體登記使用，以
播送具公益、藝文或社教性質之節目。
έ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本辦法訂定公用頻道設置及管理計畫，以適當方式向大眾
公開，並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公用頻道設置及管理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規劃依據。
二、訊息揭露及鼓勵大眾使用之方法。
三、為設置及管理所需之人力、財務、設備及其他資源規劃。
四、民眾登記使用辦法及節目排播原則。
五、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合法使用說明。
六、閱聽民眾申訴節目內容違反法令規定之處理機制。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Ѳన!
前條第二項第四款系統經營者所定之民眾登記使用辦法，應秉持公平、公
開、公正之精神，對於首次申請登記之民眾或團體予以優先使用，並以先
登記先使用為原則。
前項辦法應包括以書面告知當事人登記使用之相關權利義務。
系統經營者應合理排播節目，避免同一個人或團體過度使用頻道時段，並
不得對登記使用人為排播時之差別待遇；對於新播或首播節目，應於其登
記使用之時段優先予以播送。
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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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於公用頻道節目播送時，應自主管控其節目內容；如播送之節
目內容違反法令規定時，經各該主管機關通知，應即自行或轉通知受託管
理公用頻道者停止播送有關違失內容。
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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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6 日行政院新聞局(89)琴廣五字第 1232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89 年 11 月 8 日行政院新聞局(89)正廣五字第 16782 號令修正發布第 4、5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92 年 4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20621209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11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30622609A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
條文之附表一
5. 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15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30625724A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傳播字第 1036203200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9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54000206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收視費用，指基本頻道收視費用、裝機費、復
機費及移機費。
έన!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每
戶每月以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為上限。系統經營者不得對同戶分機另
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系統經營者認為前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不符成本者，應檢送經會計師簽證
之相關文件，申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直轄市、縣（市）政府認
為系統經營者之申請有理由時，得不受前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限制。
Ѳన!
裝機、復機及移機之收費上限價格如下：
一、裝機費：
（一）主機裝機費：一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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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一分機裝機費：於主機裝機時設置者為五百元；於主機裝機
後設置者為八百元。
二、復機費：
（一）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後申請復機者，視為新裝機戶，比照
一般裝機費收費。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內（含三個月）申
請復機者，免收復機費。但停機係因原訂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原訂戶在契約有效期間內暫停收視未逾三個月而申請復機者，
免收復機費。逾三個月，再申請復機者，每戶收復機費二百元
；暫停收視期間不得收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三、移機費：室內者，每機五百元；室外者，每機八百元。
Ϥన!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准系統經營者收視費用時，除參考系統經營者
依附件檢送之各款文件外，並應考量系統經營者提供之節目頻道表、客戶
數、經營成本、營運現況等資料。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審核前項收視費用時，應邀請系統經營者、相關
產業代表及消費者團體代表列席說明。
ϲన!
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之收視費用，得視區域特性、社區規模及議價結果等
市場狀況，差別收費。但不得逾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之收視費用。
Μన!
系統經營者除採無償借用或贈與外，應以下列方式提供具有定址解碼功能
之類比機上盒（以下簡稱類比機上盒）供訂戶使用：
一、買斷：係指由訂戶向系統經營者付費購置類比機上盒（含主機、遙控
器、中文使用說明書）。
二、租用：係指訂戶以繳交保證金，並每月支付租金方式租用類比機上盒
（含主機、遙控器、中文使用說明書）。
三、押借：係指訂戶以繳交押金方式借用類比機上盒（含主機、遙控器、
中文使用說明書）。
系統經營者依前項提供類比機上盒供訂戶使用時，應無償裝置、設定並維
護之。
訂戶自備與系統經營者系統規格相符之類比機上盒時，得自費要求系統經
營者裝置、設定並維護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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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前項類比機上盒使用方式之收費上限如附表。
Τన!
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收視服務，得提供數位機上盒供訂戶
選擇使用，其收費由系統經營者依數位機上盒內建之軟體、硬體（晶片
組、記憶體、數據機）規格、功能等條件合理規劃，並應依本法規定辦理
營運計畫變更。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有關數位機上盒收費之營運計畫變更案審議時，應
邀請地方政府代表出席。
訂戶自備與系統經營者系統規格相符之數位機上盒時，得自費要求系統經
營者裝置、設定並維護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
Ξన!
有線廣播電視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由系統經營者自行規
劃後，於實施前報本會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系統經營者得提供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組合銷售方案，供訂戶選
擇。但不得拒絕訂戶選購單一頻道、節目收視。
系統經營者減少或終止提供任一付費頻道，訂戶得終止契約，系統經營者
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違約金。
前項終止契約，訂戶於簽約或訂購時適用優惠方案情形者，系統經營者應
依有利訂戶方式計算各項服務費用。
前項有利訂戶方式計價原則，由系統經營者於契約條款定之。
Ϊన!
系統經營者收費不當而有損害訂戶權益或有損害之虞時，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依本法第五十三條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理之。
ΪΙన!
本標準於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及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代行時，準用之。
ΪΠ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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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七條） 具有定址解碼功能之類比機上盒收費上限
使用
方式
收費
規定

收費
上限

附帶
規定

買

斷租

用押

借自

備

無
借

償
贈
用

與

系統經營者之 1. 保證金：每台不得 押金不得超過 1. 原訂戶裝 系統經營者 系統經營者
賣斷費用不得
超過系統經營者提 系統經營者提 置費：一 無償借用具 贈與具有定
超過市售價
供機種市售價格之 供機種市售價 戶一次（ 有定址解碼 址解碼功能
格。
百分之三十。
格 之 一 ‧ 七 含同時設 功能之類比 之類比機上
置多機） 機上盒供訂 盒供訂戶使
2. 租金：每月租金不 倍。
不得超過 戶使用，並 用，並應無
得超過系統經營者
五百元。 應 無 償 裝 償裝置、設
提供機種市售價格
2. 新訂戶裝 置、設定並 定 並 維 護
之百分之四。
置費：於 維護之。 之。
裝機時，
同時申裝
具有定址
解碼功能
之類比機
上盒，免
收裝置費
（含設定
）
。
1. 系統經營者 1. 訂戶如自租用之日 1. 訂戶返還原 訂戶自備具 契 約 終 止
如更換頭端 起二年內退租者，
借用之具有 有定址解碼 時，訂戶應
鎖碼技術或 系統經營者須無息
定址解碼功 功能之類比 返還原借用
設備，致原 返 還 保 證 金 予 訂
能之類比機 機上盒者， 之具有定址
具有定址解 戶，且訂戶應返還
上盒時，系 如洽請系統 解碼功能之
碼功能之類 原租用之具有定址
統經營者應 經 營 者 維 類 比 機 上
比機上盒不 解碼功能之類比機
同時無息返 修，系統經 盒；如有損
能使用時， 上 盒 予 系 統 經 營
還押金予訂 營者應以工 害，並可歸
應無條件為 者。
戶。
時計算維修 責於訂戶使
買斷時間未 前項具有定址解碼 前項具有定 工資，每一 用不當時，
達三年之訂 功能之類比機上盒 址解碼功能 工時以不超 訂戶應負損
戶更換具有 如有損害，並可歸 之類比機上 過二百元計 害 賠 償 責
定址解碼功 責於訂戶使用不當 盒 如 有 損 算，材料費 任。
能 之 機 上 時，訂戶應負損害 害，並可歸 另計。
盒。
賠償責任。
責於訂戶使
2. 具有定址解 2. 訂戶繳交租金已滿 用不當時，
碼功能之類 兩年並再續租者， 訂戶應負損
比機上盒因 每月租金由原繳保 害 賠 償 責
可歸責於訂 證金抵扣，自原繳 任。
戶使用不當 保證金全數抵扣之 2. 具 有 定 址
而 需 修 護 日起，該具有定址
解碼功能之
時，系統經 解碼功能之類比機
類比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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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應以工
時計算維修
工資，每一
工時以不超
過二百元計
算，材料費
另計。
3. 原 附 遙 控
器汰舊換
新時，每
具 價 格 不 3.
得超過五
百元。

上盒所有權歸訂戶
因可歸責於
所有；如訂戶於原
訂戶使用不
繳保證金未全數抵
當而需修護
扣租金時辦理退
時，系統經
租，則系統經營者
營者應以工
應無息返還剩餘之
時計算維修
保證金，且訂戶應
工資，每一
返還原具有定址解
工時以不超
碼功能之類比機上
過二百元計
盒予系統經營者。
算，材料費
具有定址解碼功能
另計。
之類比機上盒因可 3. 原 附 遙 控
歸責於訂戶使用不
器汰舊換
當而需修護時，系
新時，每
統經營者應以工時
具價格不
計算維修工資，每
得超過五
一工時以不超過二
百元。
百元計算，材料費
另計。
4. 原附遙控器汰舊換
新時，每具價格不
得超過五百元。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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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0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新聞局(90)正廣五字第 09184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9
條；本準則施行日期，由新聞局另定之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新聞局(90)正廣五字第 16379 號令發布定自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12 條所列屬「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經行政院公告自 93 年 7 月 1 日起變更為「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自 101 年 7 月 1 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
轄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023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3、4、9、10、15、25、29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準則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訂定之。
Πన!
本準則用辭定義如下：
一、頻道出租：指系統經營者將其可利用頻道出租並收取租金之業務。
二、電路出租：指系統經營者出租其所設置不具交換功能之網路傳輸機線
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並收取租金之業務。
έ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本準則規定，以書面訂定會計制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系統經營者之會計制度有修正時，應於修正後三十日內函送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

第二章 會計制度
Ѳన!
會計期間應採曆年制。但因營業上有特殊需要，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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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Ϥన!
系統經營者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
前項所稱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
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應按其歸屬年度作調整分錄。
前項所稱確定應收，係指商品或勞務之提供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已實現或可實現。
二、已賺得。
系統經營者之營業成本及各項費用，應與所獲得之營業收入配合，於同一
會計期間認列。如獲得之收入已實現，其有關之費用尚未發生者，應依合
理方法估計並認列之；如支出已發生，而其經濟效益尚未耗用者，以預付
費用入帳。
ϲన!
系統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內容如下：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
三、會計科目、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與會計報表之設置及使用。
四、普通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程序。
五、成本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程序。
六、銷售、採購、收款及付款等管理必需之相關程序或辦法。
七、其他必要之項目。
Μ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之總說明應包括會計制度之意義、目的、實施範圍及
內容要點。
Τ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之帳簿組織系統應彙總說明原始憑證、記帳憑證、序
時帳簿、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必要輔助帳以及各種會計報表（含明細
表）之種類，並說明其相互關係。
前項帳簿組織系統得以帳簿組織系統圖說明之。
Ξ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之會計科目應說明其內涵、設置、分類及編號原則。
系統經營者會計科目設置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Ϊ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得、給與或編製足以證明之會計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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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憑證設置及使用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ΪΙ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之會計帳簿應包括序時帳簿、總分類帳、明細分類
帳、訂戶明細帳、存貨明細帳、出租設備明細帳、固定資產明細帳及其他
因業務需要而設置之帳簿。
ΪΠన!
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之會計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應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發布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辦理。
Ϊέన!
系統經營者之會計資料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程序者，應依經濟部發布「商
業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辦理。
ΪѲన!
系統經營者之普通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程序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頒布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
ΪϤన!
系統經營者之成本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程序應包括成本會計科目、憑證表
單、成本累積之程序、成本分攤之方法及成本會計報表。
前項成本會計事務處理準則程序之採行應前後年度一致，如有變更，視為
會計制度修正。
成本分攤及其他相關成本紀錄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存，以備中央主管機關
查核。

第三章 成本彙集與分攤
Ϊϲ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全部成本法計算成本。
全部成本包括下列項目：
一、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業務成本：係指可直接歸屬至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之
營運成本，其中亦包含可直接歸屬至各種業務之傳輸網路元件、支
援功能及一般管理功能之成本。
二、傳輸網路元件成本：係指無法直接歸屬至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之用戶
線、傳輸或其他與網路營運有關之設備成本。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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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援功能成本：係指無法直接歸屬至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但為經營有
線廣播電視業務於提供訂戶服務時或提供網路支援服務時所必備功
能之相關成本。
四、一般管理功能成本：係指與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無直接關聯，但為
有線廣播電視業務部門整體營運所必備功能之相關成本。
ΪΜన!
成本彙集與分攤應以實際成本為準。
系統經營者得視業務及管理需要使用標準成本制度。使用標準成本制度
時，應按標準成本入帳，實際成本與標準成本之差異應適當處理。如有重
大差異產生時，應依據原先分攤至成本標的之成本比例，分攤至成本標
的，有關標準成本制度之設置、修訂、使用及差異處理，應以書面訂定
之。
系統經營者得使用作業基礎成本制度或其他可合理彙集與分攤成本之制
度。
ΪΤన!
成本分攤係指將成本分配至相關之成本標的。
成本標的係指必須個別計算成本之活動或項目。
成本分攤應以成本與成本標的間之因果關係或受益程度為依據，並得考量
其重要性加以調整。
ΪΞన!
系統經營者應明定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之劃分基礎，並依該基礎劃分成本
項目。
ΠΪన!
直接成本係指可直接歸屬至成本標的之成本，其投入之成本與成本標的間
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且受益程度及使用資源之數額可明確衡量者。
ΠΪΙన!
間接成本係指無法直接歸屬至成本標的之成本，應依其性質彙集或分攤至
具同質性之成本庫，再依適當之基礎分攤至成本標的。
前項所稱成本庫係指彙集個別成本項目之共同帳戶，如傳輸網路元件成
本、支援功能成本及一般管理功能成本等。
同一成本庫彙集之成本應具同質性，所稱同質性，係指成本與成本標的間
有相同或類似之困果關係或受益程度。
ΠΪΠన!
間接成本之分攤應考量下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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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投入（作業）量衡量。
二、依據產出量衡量。
無法實際衡量間接成本之投入（作業）量或產出量，或無法衡量特定因果
關係或受益程度時，得使用以下合理之替代分攤基礎：
一、與材料相關之基礎。
二、與人工相關之基礎。
三、與廠房、設備相關之基礎。
四、其他成本得採用業務收入、產量或類似基礎。
第一項成本應分攤至所有受益業務項目，如訂戶收視、電路出租、頻道及
廣告等業務。
ΠΪέన!
服務部門間接成本庫互相提供服務時，其成本分攤應選用下列方法之一：
一、交互分攤法：服務部門之成本應按提供服務之比例分攤至所有受其服
務之部門，包括營運部門及服務部門。
二、逐步分攤法：服務部門之成本應分攤至受其服務之營運部門及其他服
務部門，但某服務部門成本分攤完畢後，即不再直接或輾轉接受後
續服務部門所分攤的成本。分攤之順序應以提供服務最多或成本金
額較大者開始，逐步加以分攤。
三、直接分攤法：服務部門之成本直接分攤至各營運部門，各服務部門相
互間均不分攤。
前項服務部門係指為其他部門服務，與勞務或商品生產、銷售無直接關聯
之部門；營運部門係指直接從事勞務或商品生產、銷售之部門。
ΠΪѲన!
使用間接成本分攤率時，應依據成本及分攤基礎之預計數量決定分攤標
準，並以書面訂定之。此標準每年應至少檢討一次，並依需要作修正。
當實際之間接成本與已分攤之間接成本有重大差異時，應將差異數按原分
攤比例分攤至各項成本標的。

第四章 財務報告與揭露
ΠΪϤన!
系統經營者財務報告係指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標準程式附表
及其他有助於使用者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
系統經營者應委任會計師複核標準程式附表。會計師受託複核時，應依系
統經營者標準程式附表複核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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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經營者標準程式附表及其複核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ΠΪϲన!
系統經營者財務報告之內容，應能允當表達其財務狀況、經營結果及現金
流量，且不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與決策。
ΠΪΜన!
系統經營者應揭露自己及其關係企業之下列資訊：
一、個別及合計之全國總訂戶數。
二、同一行政區域之總家數。
三、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
ΠΪΤన!
外國人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時，系統經營者應揭露其個
別及合計持有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第五章 附
ΠΪΞన!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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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90)正廣五字第 0861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3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2062057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
8、10 條條文；增訂第 8-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1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40622342Z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10、16 條條文；並刪除第 2、8-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06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8、9、10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84108980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9 條；並自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1004108403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4、6、13、19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44103128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4、12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7 日行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 1050200832A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
4、12 條條文

Ιన
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發展，特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
，並依同條第四項及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Πన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主管機關。
έన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提撥之金額。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其他有關收入。
Ѳన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統籌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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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撥付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管道之鋪設與維
護、偏鄉地區之普及服務、弱勢族群收視費用之補助及與有線廣播
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使用。
三、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四、管理及總務支出。
五、其他有關支出。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用途，以系統經營者提撥之金額為限。
本會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關於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款
項無息撥付、捐贈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地方文化，指與地方有關之節目製作與播映、為提昇系
統經營者及有線播送系統服務品質所做之滿意度調查、推廣識讀教育及其
他與有線廣播電視有關之地方文化活動。所稱地方公共建設，指無線電視
轉播站之維運、改善偏遠地區收視問題、利用有線電視既有網路建置天然
災害或緊急事故通報系統及其他與有線廣播電視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
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第一項第二款業務，得編列人事費用支出，其
金額不得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該年度獲本基金撥付款項總額百分之
九。
Ϥన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依附件格式將上一年度基
金運用情形、工作成效及相關意見陳報本會。
ϲన
本基金設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
，置委員
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員兼任之；其餘委員，
由本會委員六人及遴聘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二人至四人兼任之。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如有出缺時，其繼任人員之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
Μన
管理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Τన
管理會考核直轄市、縣（市）政府受本基金撥付款項運用執行情形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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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下列事項：
一、款項是否專款專用。
二、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是否合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用途。
三、受考核資料是否依第五條規定格式詳實填寫且如期填送。
四、人事費用支出是否逾第四條第五項所定金額。
五、對本會通知補充說明、提供資料或要求改善，是否確實辦理。
六、其他依本會決議應審酌之事項。
Ξన
本會應將管理會依前條規定之考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副知所屬議會及審計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會通知補充說明、提供資料而不補充或不提
供，或依考核結果有應改善事項而不改善者，本會得通知其所屬議會及審
計機關。
Ϊన
管理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召集人之命，執行管理會決議事項及綜理行政
業務；工作人員四人至六人，受執行秘書之指揮監督，辦理管理會業務。
前項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由本會就現職人員派兼之。
ΪΙన
管理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並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前項會議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
ΪΠన
管理會委員及第十條人員均為無給職。
Ϊέన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ΪѲన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ΪϤన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Ϊ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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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ΪΜన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辦理分配。
ΪΤన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ΪΞన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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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54002213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
系統經營者）自行申請或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於其經營地區之範圍內，
向其訂戶推廣以全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規劃。
前項所稱之數位化技術，應符合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實驗區之收視費用應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核定之年
度收視費用為上限。
為加速數位轉換實驗區之申請及查核流程，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
受理申請，並得視實際需要簡化相關程序及查核流程。
έన!
申請或經指定實施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之系統經營者，應檢具數位轉換實
驗區計畫書（以下簡稱實驗區計畫書）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數位轉換實
驗區計畫實施許可。
前項系統經營者應依其實驗區計畫書實施；其計畫書內容，於許可後有變
更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系統經營者未於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實施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中央主管
機關得廢止其實施許可。
Ѳన!
實驗區計畫書之規劃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之實驗期間及實施時程。
二、訂戶宣導規劃及訂戶意見紀錄彙整與統計之方式。
三、業務與技術發展計畫，如頭端數位化及網路升級方式、數位化服務之
轉換方式等。
四、數位機上盒之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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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理客服與工程爭議之相關應變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審核系統經營者提出之實驗區計畫書，應考量有線廣播電視
產業之健全發展、實驗區實施經驗及保障訂戶既有收視權益，並得徵詢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之意見。
Ϥన!
系統經營者於實驗區計畫書所載之實驗期間，不得逾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所載之營運許可有效期間。
ϲన!
系統經營者應明確向訂戶宣導及說明數位轉換實驗區實驗期間內及實驗期
間結束後之收視費用方案、契約變動情形及其所造成之影響，並詳實記錄
相關宣導情形。
前項宣導紀錄於實驗期間應妥善留存。
Μ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訂戶之實際需要，無償借用訂戶一至二臺數位機上盒；第
三臺以上數位機上盒之收費方式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之
機上盒收費方式相關規定辦理，並應考量當地訂戶之收視需求提出有利於
數位轉換之優惠措施。
系統經營者提供訂戶連接系統之數位機上盒，應經國內或國外相關機構檢
測，並驗證其電磁相容、電氣安全符合國家標準。
第一項數位機上盒之提供、回收方式及相關退費事宜，系統經營者應明確
告知訂戶，並納入收視服務書面契約。
Τన!
系統經營者提出之數位化服務轉換方式，應考量訂戶收視權益之保障，並
包含訂戶配合轉換之鼓勵措施及關閉類比訊號前之通知訂戶程序。
系統經營者數位轉換實驗區、光節點或放大器內數位化服務之訂戶比率達
百分之六十以上者，得檢具相關紀錄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於該實驗
區、光節點或放大器範圍內轉換為全數位化服務。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申請之核准，得參考實驗區訂戶意見、實地訪查或書
面紀錄等；必要時，得商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共同辦理抽查。
系統經營者未依其計畫書實施或違反本辦法規定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駁回其第二項全數位化轉換之申請。
系統經營者規劃之實驗區有二家以上非屬關係企業或不具直接、間接控制
關係之系統經營者提供服務者，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於該實驗區
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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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系統經營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要求，彙整提報數位轉換實驗區實施情形
之相關資料。
Ϊన!
系統經營者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取得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實施許可者，
於發布施行後，得依其原計畫繼續實施。但仍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規定申請全數位化服務轉換。
ΪΙ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

763
795

ԤጣኄኬႫຜኄ֙ᇧኬྥ
1. 中華民國 83 年 3 月 9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廣一字第 0376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 條
2. 中華民國 84 年 9 月 20 日行政院新聞局(84)強廣一字第 15204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附表
第 2 款例示
3. 中華民國 88 年 9 月 15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強廣一字第 1504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原名稱：有線電視廣告製作標準）

Ιన!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標準所稱有線廣播電視廣告，係指系統經營者播送之影像、聲音，內容
為推廣商品、觀念、服務或形象者。
έన!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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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例示如附表。
Ѳన!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時段、鎖碼播送特定廣告。
Ϥన!
播送廣告時應以字幕、圖卡、旁白、音樂或其他方式與節目明顯區分。
ϲన!
製播有線廣播電視廣告注意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Μ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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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款

次例

示

（一）涉及比較性質時，未能證明其真實。
（二）虛偽不實或誇張者。
一、違反法律強制 （三）播出菸草產品廣告者。
或禁止規定

（四）非藥物而宣揚具醫藥效能者。
（五）未依規定註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者。
（六）其他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一）影響兒童或少年生理、心理健康者。
（二）對尊敬師長等固有道德觀念產生不良影響者。
（三）養成不良生活習慣或產生不良模仿作用者。
（四）誘使兒童或少年不滿現有用品，養成貪得無饜等不正確觀念者。
（五）直接唆使兒童或少年要求家長接受廣告之建議者。
（六）利用兒童或少年對師長、醫師或兒童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理，對產品作
推廣宣傳者。
（七）提倡、鼓勵兒童或少年從事危險活動者。

二、妨害兒童或少
年身心健康

（八）涉及驚險之特技表演時，未提示兒童或少年不宜模仿者。
（九）以尖銳利耳的聲音及以強光閃爍搖擺不定之畫面，驚擾觀眾收視。
（十）以相同聲音或畫面重複密集出現之方式表達者。
（十一）以擁有廣告商品作為受人尊敬之標準者。
（十二）以實體或人體展示避孕器材、婦女生理用品性能或安排兒童演出者。
（十三）引誘兒童或少年進入法令禁止其涉足之場所者。
（十四）於非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播送時段，播出酒類廣告者。
（十五）於兒童或少年節目中播送或有兒童或少年參與演出酒類廣告者。
（十六）以菸、酒及藥品作為贈品者。
（十七）描述喝酒為美好之經驗，或以飲酒能帶來好運氣、或成為受歡迎、有
成就之人士，為其表現方式者。
（一）破壞國家社會秩序或違背國民一般道德標準者。
（二）表現社會弊病無警世意義者。
（三）宣揚迷信者。
（四）歧視或嘲笑身心殘障者。
（五）廣告方法有使公眾誤信之虞者。

三、妨害公共秩序 （六）廣告表現涉及「性」的內容表示者。
或善良風俗

（七）廣告有怪形怪狀、低俗不雅的表現方式及誇張之病態動作或表情者。
（八）用辭欠雅或提示、誘導從事有損個人健康之活動。
（九）有暖昧、煽情之表現方式。
（十）對身體、屍體作不當之表現者。
（十一）廣告內容與表現，有脅迫、暴力或有暗示、誘惑他人犯罪之虞之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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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2 年 11 月 9 日行政院新聞局(82)強廣四字第 2160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
2. 中華民國 83 年 8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廣四字第 13323 號令修正發布第 5、7、8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1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廣一字第 078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7、
8、12、13、18 條條文；並增訂第 11-1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6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廣五字第 1817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
5. 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1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五字第 0630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0 條
6.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1004602670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 2、7 條條文（原名稱：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

Ιన!
本辦法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申請登記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以下簡稱有線播送系統）者，應於本辦
法發布施行後一個月內填具申請書，附繳下列資料，向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辦理申請登記：
一、營業日期及營業事實證明資料四份。
二、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四份。
三、頭端地址及設備清冊四份。
四、營業區域圖四份。
五、系統布纜圖四份。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審查，第四款資料
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第五款資料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未依第一項所定期限辦理者，不受理其申請登記。
έన!
依前條規定程序申請登記之有線播送系統，經審查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登記證。
Ѳన!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主管機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得通
知有線播送系統停止播送節目，或指定其播送特定之節目或訊息。

790! 參、傳播類法規
798
前項原因消滅後，主管機關應即通知該有線播送系統回復原狀繼續播送。
Ϥన!
有線播送系統不得委託或與他人共同經營。
ϲన!
有線播送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須與其他系統共用頭端時，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一、頭端搬遷或機具維修。
二、因不可歸責於有線播送系統之事由，致頭端無法自行傳送信號。
有線播送系統為前項申請時，應附具理由及其他系統之同意書，並載明共
用期間。共用期間以一個月為限。
以第一項第一款理由申請與其他系統共同頭端時，應於一個月前為之。
Μన!
有線播送系統之頻段利用及電波洩漏，應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
管理規則之規定。
Τన!
自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有線播送系統應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
台之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內容及頻道，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變更頻道。
有線播送系統為前項轉播，免付費用，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有線播送系統不得播送未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取得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
照或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許可，擅自經營衛星廣播電視
業務者，所提供之節目或廣告。
Ξన!
 有線播送系統之纜線，應依規定申請附掛或鋪設，非經各該主管機關
（構）書面同意，不得任意附掛或鋪設。違反者，由各該主管機關（構）
依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纜線如有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情形，準用本法第六條之規定。
Ϊన!
有線播送系統應於纜線及用戶分接器上以標籤標示系統名稱、登記證字號
及服務專線，並將標籤樣式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ΪΙన!
有線播送系統暫停播送或終止經營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三個月前以書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並副知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但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停止播送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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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二、一個月前於專用頻道、相關節目或以書面通知訂戶，如有應退費情
形，並將退費處理方式報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核備。
前項第一款書面文件如下：
一、暫停播送或終止經營之期間及理由。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暫停播送之期間，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ΪΠన!
登記證所載內容變更時，應於變更前二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換
發，並副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Ϊέన!
遺失登記證者，應於登報聲明作廢後十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ΪѲన!
申請核發、換發、補發登記證，應繳納費用，其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ΪϤన!
有線播送系統與經許可籌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者為關係企業，且營業地址
在同一行政區域者，得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檢附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繼續經營：
一、與經許可籌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者為關係企業之證明文件。
二、前款經許可籌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者出具其與該有線播送系統為關係
企業之聲明書。
前項繼續經營之期限及區域，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該有線播送系統之營業區
域核定之。
第一項所稱關係企業，依公司法有關之規定。
Ϊϲన!
有線播送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註銷其登記證：
一、違反第五條、第七條或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二、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擅自與其他系統共用頭端。
三、虛設頭端。
四、擅自停止播送逾一個月。
五、終止經營。
ΪΜన!
有線播送系統之登記證經中央主管機關註銷或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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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失其效力者，原經營者應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指定期限內將所
布纜線拆除；其未自行拆除者，得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代為拆除
及處置，並向原經營者請求償還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ΪΤన!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有線播送系統實施檢查，要求有線播送
系統就其設施及本辦法規定事項提出報告、資料或為其他配合措施，並得
扣押違反本辦法規定之資料或物品。
對於前項之要求、檢查或扣押，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ΪΞన!
未經有線播送系統同意，截取或接收系統播送之內容者，應補繳基本費
用。其造成系統損害時，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收視費用，如不能證明期間者，以二年之基本費用計算。
ΠΪ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規費收費標準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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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ငᕊԤጣኄኬႫຜ݈ೣາԝາྥ
1.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1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20621956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五字第 0930627130A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1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6051443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129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技字第 1034300223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46301924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02071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第 1、2 條條文（原名稱：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Ιన!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標準所定規費，包括審查費及證照費，並以新臺幣計算。
前項審查費及證照費費額如下：
一、有線廣播電視播送系統證照費每件四千元。
二、有線廣播電視籌設許可審查費每件五萬元。
三、有線廣播電視籌設許可證照費每件五萬元。
四、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許可證照費每件五萬元。
五、有線廣播電視籌設許可換發證照費每件五千元。
六、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許可換發證照費每件五千元。
七、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申請工程查驗審查費每件十五萬元。
八、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使用第十五頻道審查費每件三千元。
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使用第十六頻道審查費每件三千元。
十、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使用第十九頻道審查費每件一萬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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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使用第二十頻道審查費每件三千元。
十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變更網路架構審查費每件三千元。
十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變更網路架構查驗審查費每件三萬八千元。
十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增加使用頻寬審查費每件三萬五千元。
十五、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變更為數位信號審查費每件二萬一千元。
十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變更部分頻道信號為數位或類比信號審查費每件
二萬一千元。
十七、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變更定址鎖碼設備審查費每件一萬四千元。
十八、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工程查驗審查
費每件十五萬元。
十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申請普及服務區域工程查驗審查費每件一萬八千
元。
έన!
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資料，並於限期內送達者，不另收費。
Ѳన!
審查費及證照費經繳納後，除有誤繳或其他正當理由外，不得要求退費。
Ϥ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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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ತᆒ೩രೣາԝ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255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五條及規費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規費，包括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之審驗費及證照
費。
έన!
申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規費收費
基準表（如附表，以下簡稱收費基準表）
，向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
關（構）繳交審驗費。
Ѳన!
申請審驗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屬系列產品者，其審驗費減半收費。但
申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者，不在此限。
前項系列產品，依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二條有關系列產品之
定義。
Ϥన!
申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定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補發或換發者，應
依收費基準表繳交證照費。
ϲన!
申請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至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繳納或至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納。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Μన!
申請人依本標準規定繳納各項規費後，除有溢繳、誤繳或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不得要求退費。
Τ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804 參、傳播類法規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規費收費基準表
1.審驗費
用途

審驗方式

費用名稱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件

六千五百元

件

五千五百元 審驗費減半收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傳
輸介面審驗費
型式認證
販賣用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電
磁相容審驗費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電
氣安全審驗費

符合性聲明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
合性聲明審驗費

減免規定

屬系列產品者
取。
件

五千五百元

件

二千元

2.證照費
費用名稱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審定
證明證照費
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符合
性聲明證明證照費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張

五百元

張

五百元

備註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
繳交本項費用。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
繳交本項費用。

三、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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ፏኄኬႫຜݲ
1. 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1610 號令公布全文 46 條
2.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689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9、16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390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所列屬
「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含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
，自 95 年 2 月 22 日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成立後改由其管轄
4.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3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68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363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4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23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4 條條文；
增訂第 66-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促進衛星廣播電視健全發展，保障公眾視聽權益，維護視聽多元化，開
拓我國傳播事業之國際空間，並加強區域文化交流，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衛星廣播電視：指利用衛星進行聲音或視訊信號之播送，以供公眾收
聽或收視。
二、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指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
三、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指直接向訂戶收取費用，利用自有或他
人設備，提供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
四、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指自有或向衛星轉頻器經營者租賃轉頻器或
頻道，將節目或廣告經由衛星傳送至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之事
業。
五、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指利用衛星播送節目或廣告至中華民國管轄
區域內之外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六、衛星轉頻器（以下簡稱轉頻器）：指設置在衛星上之通信中繼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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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用為接收地面站發射之上鏈信號，再變換成下鏈頻率向地面發
射。
七、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指利用衛星以外之方式，以一定頻道名稱之
節目或廣告傳送至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之事業。
八、購物頻道：指專以促銷商品或服務為內容之廣告頻道。
九、內部控管機制：指含內部控管組織架構、人員編制、品質控管作業流
程及節目與廣告製播規範等控管制度。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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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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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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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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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న!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經營許可
Ѳ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為限。
衛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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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五十。
Ϥన!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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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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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其配偶、二親等血親、直系姻親投資同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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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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不符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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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之發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本法修正施行前已擔任者，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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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ϲ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應由其在中華民
國之分公司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
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後，始得播送節目或廣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應由其在中華民國之
分公司或代理商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
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後，始得播送節目或廣告。
第一項至前項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Μన!
申請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其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二、開播時程。
三、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
四、頻道或節目規畫。
五、內部控管機制。
六、經營方式及技術發展計畫。
七、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申請在中華民國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服務事業，其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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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播時程。
三、頻道或節目規畫。
四、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Τన!
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其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名稱及信號傳輸方式。
二、開播時程。
三、節目規畫。
四、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製節目之實施方案。
五、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六、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規劃節目時，應考量內容多樣性、維護人性尊嚴、
善盡社會責任及保障本國文化。
為保障本國文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節目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本
國節目比率之限制。
前項本國節目之認定、類別、指定播送時段及比率限制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者，其營運計畫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第一項第
三款、第四款、第二項至前項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為變更營運計畫之申
請；並於本法修正施行屆滿一年之日起，其製播節目應符合第二項至前項
規定。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申請在中華民國經營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其營運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二、開播時程。
三、節目規畫。
四、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五、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Ξ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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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
填具之申請書或營運計畫資料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
Ϊన!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
一、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
二、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或申請人為設立中公司，其發起人有公司法第
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或曾任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曾利用工作之職務關係犯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三年。
三、申請人之營運計畫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虞或對國家安全、產
業整體發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不利影響。
四、申請人之資金及執行能力，不足以實現其營運計畫。
五、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許可未逾二
年。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之資格條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之執照有效期間為六
年。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代理商之執照，其有效期間以代理契約書所載代理
權期間為準，最長不得逾六年。

第三章 營運管理
Ϊ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委託
他人經營，或將其執照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
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設置地球電臺
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地球電臺之申請及許可程序、架設、審驗、證照之核發、換發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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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許可之廢止、設置與使用管理、使用頻率、工程人員之資格與評鑑制
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ΪѲన!
取得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執
照者，應按營運計畫所載日期開播；其無法於該日期開播者，應附具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取得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執
照者，未於營運計畫所載日期或經許可展期之期間開播，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許可，並註銷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
ΪϤన!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許可後有變更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向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但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內容有變更者，不在此限。
前項變更內容屬設立登記事項者，應於主管機關許可變更後，始得辦理設
立或變更登記。
前二項變更內容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ϲ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執照所載內
容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遺失時，應
於十五日內申請補發。
前項變更之內容屬設立登記事項者，應於主管機關許可變更後，始得辦理
設立或變更登記。
ΪΜన!
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
商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時，辦理評
鑑。
前項評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
商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ΪΤ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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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前六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換照之申請，除審查其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外，並
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二、違反本法之紀錄。
三、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
四、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
五、財務狀況。
六、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
第一項之換照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ΪΞన!
主管機關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審查，認申請人有營運不善之虞，或令限期
補正資料，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時，駁回其申請。
ΠΪన!
主管機關為審議下列事項，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評鑑、換照諮
詢會議，提供諮詢意見：
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之申設、評鑑及換照。
二、主管機關交付之事項。
前項諮詢會議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下列人員組成，其中任一性別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主管機關代表二人。
二、依頻道節目屬性分別遴聘公民團體代表三人至四人。
三、專家學者三人至四人。
四、全國性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第一項諮詢會議之委員由主管機關遴聘或遴派，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或
續派。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評鑑、換照諮詢會議委員遴選方式及審議之規
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擬暫停或終止全部或一部頻道
之經營時，該事業或其分公司、代理商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並應於一個月前通知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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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暫停經營之期間，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ΠΪΠన!
製播新聞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應建立自律規
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並應定
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並將其列為公開資訊。
前項自律規範機制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Π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播送之
節目及廣告畫面標示其識別標識。
ΠΪѲ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播出之購物頻道數，應低於頻道總數百分之十。
ΠΪϤ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對於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不得給予差別
待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應
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不得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
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
前項所定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
報。
ΠΪϲన!
遇有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主管機關得指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特定之
節目或訊息。
前項原因消滅後，主管機關應即通知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回復原狀繼續播
送。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關天然災害及緊急事故應變之規定，於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準用之。

第四章 節目及廣告管理
ΠΪΜ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製播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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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告內容應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
或廣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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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涉有前項第
四款情事者，應由該事業建置之自律規範機制調查後作成調查報告，提送
主管機關審議。
ΠΪΤ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就其播
送之電視節目予以分級。
為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及視聽權益，主管機關得對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
頻道或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予以限制。
第一項之節目級別、限制觀賞之年齡，第二項之廣告內容、時間限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Ξన!
主管機關得指定節目或廣告，於指定之時段或以鎖碼方式播送。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將鎖碼方
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έΪ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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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有下列
各款行為：
一、播送有擬參選人參加，且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之節目或廣告。
二、播送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以擬參選人為題材之節目或廣告。
三、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
四、播送受政府委託，而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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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於新聞
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節目類型中為置入性行銷時，不得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直接鼓
勵購買物品、服務或誇大產品效果，並應依規定於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
露置入者訊息。
έΪ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接受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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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Ϊέన!
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及前條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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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ΪѲ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插播式字幕：
一、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二、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三、頻道或節目異動之通知。
四、與該播送節目相關，且非屬廣告性質之內容。
五、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έΪϤన!
衛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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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規定，於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在國內流通之
產品或服務廣告，準用之。
έΪϲ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廣告
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
單則廣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者，應於播送畫面上標示
廣告二字。
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之轉播，應選擇適當時間插播廣告，不得任意中斷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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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進行。
節目起迄時間認定、廣告播送方式及每一時段之數量分配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έΪΜ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設立購物頻
道者，不受第三十四條及前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購物頻道插播式字幕之具體使用基準、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έΪΤ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不得播送未依第六條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許可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之節目或廣告。
έΪΞన!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於節目或廣告播送後二十日內向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索取該節目、廣告及其他
相關資料。
ѲΪ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
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Ѳ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得將本國自製節目播送至國外，以利文化交流，並應遵
守國際衛星廣播電視公約及慣例。

第五章 權利保護
ѲΪΠ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分公司應與訂戶訂立書面契約。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各項收費基準及調整費用之限制。
二、頻道數、名稱及授權期間。
三、訂戶基本資料使用之限制。
四、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受停止播送、撤銷或廢止
許可處分時之賠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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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正當理由中斷約定之頻道信號，致訂戶視、聽權益有損害之虞時之
賠償條件。
六、契約之有效期間。
七、訂戶免費申訴管道。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服務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以自己之名義於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銷售頻道
節目者，應與訂戶訂立書面或電子契約。
前項電子契約應以提供電子選單表列明銷售者名稱、頻道名稱、節目內容
摘要、費率等訂戶選購所需資訊，供訂戶自行選購頻道節目，並訂定訂戶
收視契約範本，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訂戶書面契約及收視契約範本應記載事項，準用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書面契約及訂戶收視契約範本，有損害訂戶之
權益或有顯失公平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變更之。
Ѳ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依主管機
關指定項目，每年定期申報營運情形。
主管機關認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
商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者，應命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限期改正或為其
他必要之措施。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訂戶或視
聽眾申訴案件應即時處理，並建檔保存三個月；主管機關得要求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以書面或於節目中
答覆訂戶或視聽眾。
ѲΪѲన!
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
起，二十日內要求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二十日內，在
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告無
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
ѲΪϤ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內容，
致姓名、名譽、隱私、信用、肖像或其他人格權益受侵害者，被害人得向
法院請求除去該部分之內容或為必要之修正。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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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應依民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六章 罰

則

ѲΪϲ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停止經營；未停止經營者，得按次處罰，並得強制拆除或沒入
其設備：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
二、許可經撤銷或廢止後，仍繼續經營業務。
ѲΪΜన!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六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經營；未停止經營者，得按
次處罰。
ѲΪΤ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令其停止播送節目或廣告：
一、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一款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七條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時段或方式播送節目或廣告。
三、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受前項之停止播送節目或廣告處分而未停止播送者，處該
頻道停止播送三日至九十日；未停止播送者，得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執
照。
ѲΪΞ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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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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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條第二項
所定最低實收資本額及捐助財產總額。
ϤΪ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違反
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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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Ϥ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經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
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ϤΪ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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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八條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
關本國節目播送時段及比率限制之規定。
二、違反第八條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未於
期間內向主管機關為變更營運計畫之申請。
三、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有關節目級別、限制觀賞之年齡、廣告內容、時間之限制
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四、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
六、違反第四十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條規定。
七、違反第四十四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四條規定。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分公司、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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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予以警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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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Ϥ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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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令其停止播送該節目或廣告，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
一、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ϤΪѲ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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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
三、違反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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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
五、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六條第四項
所定辦法有關廣告播送方式及每一時段數量分配之規定。
ϤΪϤ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三十五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立即停止播
出，未停止播出者，得按次處罰。
ϤΪϲ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分公司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禁止播出該頻道之節目或廣告；未停止播出者，得按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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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ΪΜ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九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
項準用第三十九條規定索取該節目、廣告及其他相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提供；屆期不提供者，得按次
處罰。
ϤΪΤన!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頻道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二條規定，
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ϤΪΞ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四條規定，使用插播
式字幕。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
四、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有關插播式字幕之具體使用標準、方式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定。
ϲΪ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十二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廢止其許可及註銷其執照。
ϲ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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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六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十六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一條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一條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播送特定節目或訊息。
五、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
六、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不依主管機關之命令改正或為其他必要措施。
七、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ϲΪ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有關地球電臺之設置許可程序、架設、審驗、證照之核發、換
發與補發、許可之廢止、設置與使用管理、使用頻率、工程人員之
資格與評鑑制度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ϲ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代理商或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二條
第三項規定。
二、與訂戶簽訂之書面契約或訂戶收視契約範本，其內容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二項、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
三、違反第四十二條第六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之命令變更書面契約或訂戶收視契約範本之內
容，或未於主管機關命令之期限內變更。
四、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
五、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未即時處理申訴案件，未建檔保存三個月或未依主管機關要求
答覆訂戶或視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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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則

ϲΪѲన!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經營許可、營運管理、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
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十二條至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
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至第
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至第六項、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者，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四年內，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者，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於期限屆滿之日起，不得繼續
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者，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經駁回，自駁回處分送達之
日起一個月後，不得繼續經營。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營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者，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至取得經營許可前，其繼續經營期
間之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並視為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
ϲΪϤన!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分公司、代理商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實施檢查，並得要求就其設
施及本法規定事項提出報告、資料或為其他配合措施。
對於前項之要求、檢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ϲΪϲన!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申請審查、核發證照，應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證照
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ϲΪϲనϞΙ
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對主
管機關依其他法律所為之處分不服者，亦同。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訴願法規定終結之。
ϲΪΜన!

衛星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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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ϲΪΤ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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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10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廣(一)字第 0924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
2.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20624154 號令刪除發布第 3 條條
文
3.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廣一字第 0930622947A 號令增訂發布第 6-1、
6-2、6-3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2947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細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七條訂定之。
Πన!
本法所稱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包含購物頻道及購物頻道以外之一般頻
道。
本法所稱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包含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
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έన!
本法所稱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職位之人員。但屬顧問性質者，不在此限。
二、政黨章程、組織架構明定之各部門及直轄市、縣（市）分支機構之
正、副主管。
本法所稱政務人員，指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所定之下列人員：
一、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
二、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三、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人
員。
本法所稱選任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總統、副總統。
二、立法委員。
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團
體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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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轄市、縣（市）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Ѳన!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三條第二項通知限期改正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應改正之項目。
二、改正之期限。
三、改正後應提出佐證資料。
四、逾期不改正之處罰規定。
Ϥన!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為變更之申請時，應附具理由，並檢送下列文件：
一、變更內容對照表及說明。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
全者，駁回其申請。
ϲ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分公司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時，應以書面為之，並檢送下列
文件：
一、暫停或終止經營之理由。
二、暫停經營之期間。
三、訂戶通知及權益保障計畫。
四、暫停或終止經營宣導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時，應以書面為之，並檢送下列
文件：
一、暫停或終止經營之理由。
二、暫停經營之期間。
三、有關訂戶或視聽眾通知之規畫。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通知，應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專用頻道、相關節目播送或以書面為之。
Μన!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後段所稱定期，指每年四月及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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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న!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係指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Ξ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涉有本法第
二十七條第三項第四款情事者，主管機關得通知該事業依同條第四項，由
該事業設置之自律規範機制作成調查報告，送主管機關審議。
Ϊన!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前二款情形所定擬參選人，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選舉主管機關公告之候選人。
二、經向選舉主管機關登記之參選人。
三、通過政黨提名之參選人。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對擬參選人之認定有疑義時，
得由主管機關函請選舉主管機關或各該政黨協助認定之。
ΪΙన!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廣告時間，不包括同家族
頻道節目之預告。
前項家族頻道，指由同一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
公司或代理商所經營之頻道。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標示，應明顯可辨識，並於廣告開始時全程疊
印。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稱適當時間，指下列情形：
一、轉播運動賽事應考量賽事播出之完整性及段落劃分，插播廣告應於裁
判員宣布比賽暫停、中場休息、人員換場或其他適當時機等情形為
之。
二、轉播藝文活動應考量劇目或曲目播出之完整性及段落劃分，插播廣告
應於表演活動暫停、中場休息、人員換場或其他適當時機等情形為
之。
ΪΠన!
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被評論者要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給予相當答辯之機
會，應在節目評論播出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Ϊέన!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定期，指每年四月、七月及十月。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指定項目包括：

衛星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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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概況：收費標準、上架方式、申訴處理、授權期間等。
二、財務概況：年度財務報告、固定資產變動及人力概況等。
三、其他指定項目。
ΪѲన!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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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5871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02001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2∼14 條條文及第 5∼8 條條文之附表二之一∼二之三、附表三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依指定方式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案件，
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
έన!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股份有限公司，且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份
，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
（二）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財團法人。
二、經營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直播衛星事
業），以依法設立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為限；經營境外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以依法設
立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為限。
前項第二款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代理商，單一頻道以一代理商為限。
申請經營境外節目供應事業，同時在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及代理商者，應
由該分公司申請許可。
Ѳన!
申請人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營業資金或捐助財產總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一）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直播衛星事業）
：新臺幣
二億元。
（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節目供應事業）
：新臺幣五千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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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三）兼營前二者業務：新臺幣二億元。
二、經營境外直播衛星事業或境外節目供應事業，其最低營業資金或最低
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二千萬元。
Ϥన!
申請經營直播衛星事業者，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一）及營運計畫，並
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二、開播時程。
三、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
四、頻道或節目規畫。
五、內部控管機制。
六、經營方式及技術發展計畫。
七、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
（附表二之一）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ϲన!
申請經營境外直播衛星事業者，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二）及營運計
畫，並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二、開播時程。
三、頻道或節目規畫。
四、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
（附表二之一）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Μన!
申請經營節目供應事業者，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三）及營運計畫，並
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名稱及信號傳輸方式。
二、開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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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目規畫。
四、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製節目之實施方案。
五、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六、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
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二）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一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
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三）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Τన!
申請經營境外節目供應事業者，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四）及營運計
畫，並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二、開播時程。
三、節目規畫。
四、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五、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
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二）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一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
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三）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Ξన!
主管機關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申設換照諮詢會議審查申請案件並提供諮詢意見。
Ϊన!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填具之申請書或營
運計畫資料不全得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駁回其申請，審查費併予發還。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825
833

ΪΙన!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應附具理
由駁回其申請，審查費併予發還：
一、違反本法第五條規定，有政府、政黨或相關事業、財團法人及人員投
資或任職之情形。
二、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或發起人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情
事，或未符合本法第十條第三項有關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之資格
條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
三、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許可未逾二
年。
四、違反第三條有關申請人資格之規定。
五、違反第四條有關最低實收資本額、營業資金或捐助財產總額規定。
申請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適用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
ΪΠన!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申請案件，除有前二條情形應予駁回
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
應不予許可：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四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二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十分。
前項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
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έన!
ࢳ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除
有第十條或第十一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
查：
一、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四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二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十分。
前項營運計畫載明下列規劃事項者，除其依前項辦理之審查項目總分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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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分不予列計外，得視其規畫之完整程度及執行期間酌予加分：
一、國際新聞製播規畫，最高加十分。
二、本國自製兒少節目製播規畫，最高加十五分。
三、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十分。
四、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畫，最高加五分。
ࢵ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ࢶ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ࢷ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Ѳన!
ࢳ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除
有第十條或第十一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
查：
一、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二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三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二十分。
ࢴ前項營運計畫載明下列規劃事項者，除其依前項辦理之審查項目總分未達
五十分不予列計外，得視其規畫之完整程度及執行期間酌予加分：
一、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十分。
二、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畫，最高加十分。
ࢵ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ࢶ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ࢷ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Ϥన!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案件，經許可者，
應於六個月內辦妥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再檢具公司設立或登記證明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
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案件，應
以每頻道為申請單位並分別核發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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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ϲన!
申請案件應於收件日起六個月內決定之。
申請案件未能於前項期間處理終結者，主管機關得將審查期間延長最長六
個月之期間，並以一次為限。
ΪΜన!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ΪΤన!
申請人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繳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ΪΞ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表詳見本會網站）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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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82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7 條；並自 106 年 1 月 8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2829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5、7 條條文；增訂第 5-1 條條文；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規劃節目時，應考量內容多樣性、維護人性尊嚴、
善盡社會責任及保障本國文化。
第三條
為保障本國文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節目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本
國節目比率之限制。
第四條
①前條所稱本國節目，指本國節目內容產製業者製作之節目，並依下列基準
依序認定之：
一、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人數
三分之一，或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製作人、導播（演）及編劇超過
前開職務總人數三分之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二、從其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人數最高者，認定該
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三、從其製作人、導播（演）、編劇及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
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四、從其製作人及導播（演）之同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
目所屬國或地區。
五、從其標示之節目製作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屬國或
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六、從其出資額最大之投資者所屬國籍或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
區。
②體育賽事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者，視為本國自製節目，不受
前項認定基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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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音樂錄影帶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
為本國自製節目：
一、本國人演唱主要音樂或歌詞。
二、本國人參與編曲。
三、本國人參與作詞。
四、本國境內錄製之現場演唱會巡演。
第五條
①衛星頻道供應事業經營之個別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下列類型節目，本國節
目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但於指
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者，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百分
之二十五，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一、戲劇。
二、電影（含紀錄片）。
三、綜藝。
四、兒童。
②經許可之營運計畫已載明頻道以供應外國節目為營運宗旨者不受前項限
制。
③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列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八時至十時，第
二款所列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九時至十一時，第四款所列節目指
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五時至七時。
④第一項所稱新播，指該節目在國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有線電
視節目播送系統）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
送平臺事業第一次播出。
⑤不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合製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於其所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⑥第一項所定比率，按該頻道每年播出時數計算。
⑦第一項比率限制，主管機關得依本國節目產製狀況、視聽眾需求及其他情
形調整之。
第五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所列個別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之類型節目，定義如下：
一、戲劇：指將人物、情節及場景組合成具故事性之內容，其播送型態包
含連續劇、單元劇、迷你影集、電視電影等。
二、電影（含紀錄片）：以電視節目形式播送之國產電影片、非國產電影
片及電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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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參、傳播類法規
三、綜藝：包含音樂（含音樂競賽節目）、歌舞（含歌舞競賽節目）、才
藝表演、短劇、益智、遊戲、競賽、行腳、美食或其他具文化、藝術
、娛樂等元素，或以前揭方式呈現生活資訊之節目。
四、兒童：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所製作之節目。
第六條
衛星頻道事業節目供應事業於前條計算期間，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報實際
播送情形。
第七條
①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八日施行。
②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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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38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係指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執行長或與其職
務相當之人。
έన!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負責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之一者。
二、曾任負責人，因執行其職務致使事業遭吊銷執照者。
三、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
四、於國內無住居所者。
五、有其他重大情事不適任負責人者。
Ѳ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總經理、執行長或與其職務相當之人，至少應具備以下
基本資格之一：
一、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學院或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者。
二、有其他事實，足資證明具備專業知識或經營管理能力或相當社會經驗
者。
Ϥ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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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8 月 24 日交通部(88)交郵發字第 888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4 條；並自發
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17 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 091B000068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7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605106271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2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984303285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6、9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02210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第 1、16 條條文（原名稱：衛星廣播電視工程技術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廣播電視地球電臺（以下簡稱地球電臺）：指在地球上與衛星間做廣
播電視節目信號接收、處理、發射之電信設備。
二、衛星機構：指擁有在太空運作或即將運作並在國際電信聯合會登錄之
衛星之國內外機構或組織。
三、壓縮技術：指將節目信號經轉換、處理過程，以減少所需資訊量，使
傳送該信號所需頻寬縮小之技術。
四、鎖碼：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利用信號處理技術，將特定頻道之影像及
聲音以無法正常收視、收聽方式播出，需經特殊解碼程序始得收
視、收聽節目之技術。
五、上鏈：指地球電臺發射至衛星所構成之無線電鏈路。
六、下鏈：指衛星發射至地球電臺所構成之無線電鏈路。
七、工程主管：綜理地球電臺全盤工程技術事項，並負責及監督地球電臺
設備之施工、維護及運作者。
έ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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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二章 申請、許可及證照
Ѳ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檢具主管機關核發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影本，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置地球電臺。
Ϥ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地球電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地球
電臺架設許可證（以下簡稱架設許可證，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
一、主管機關核准設置地球電臺同意函影本。
二、地球電臺設置申請書（如附件二）。
三、設備規格。
四、微波頻率干擾分析協調資料表（如附件三），及干擾分析評估資料。
五、架設於建築物屋頂之地球電臺天線，其直徑大於三公尺者，應檢具依
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與建築物結構有關之專業工業技師鑑定之建
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正本。
六、地球電臺工程主管資歷表（如附件四）。
前項申請經核可取得架設許可證後，始得架設。但地球電臺天線，其高度
或面積依建築相關法規須請領雜項執照者，應先取得雜項執照後，始得架
設。
第一項架設許可證應記載之事項為公司名稱、地球電臺名稱、申請人名
稱、設置地址、機件名稱、天線資料及有效期間等。
ϲన!
地球電臺架設完成後須符合衛星機構所定傳輸規格，並檢具下列文件報請
主管機關審驗，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者，於繳回原領之架設許可證後，申
請發給地球電臺執照（以下簡稱執照，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
一、經衛星機構認可之證明文件。
二、衛星廣播地球電臺自行審驗報告書。（附件五）
前項地球電臺執照應記載之事項為地球電臺名稱、所屬者名稱、代表人、
工程主管姓名、設置處所、發射機（升頻器、高功率放大器）、頻率資
料、天線廠牌型號、通信方式、通信範圍、衛星名稱及有效期間等。
Μ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中繼節目信號，申請指配頻率使用轉頻器者，應自行
設置地球電臺，其不申請指配頻率者，得委託衛星通信業務經營者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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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節目信號。
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使用頻率：
一、衛星轉頻器資料紀錄表。（如附件六）
二、主管機關核發之事業許可相關證照影本。
三、衛星轉頻器使用權利證明書或合約書影本。
Τన!
架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一年，未能在有效期間內架設完成者，得於期滿
前一個月敘明理由，附繳原架設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不得
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Ξన!
執照之有效期間為五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應檢附地球電臺自行查驗紀錄
表（如附件七）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照，其有效期間為五年，自原執照
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照時，主管機關得派員審驗地球電臺設置情形。審驗不
合格者，應即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經審驗不合格者，不予
換照。
Ϊన!
增設或變更地球電臺天線或位置時，應依第五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架設
許可證。
增設或變更地球電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時，應檢具地球電臺設置申請書
及其相關文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依前二項完成增設或變更後，應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核准換發地球電
臺執照，始得使用，其地球電臺執照仍以原核定之有效期間為準。
ΪΙన!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不得轉讓、出租。如有遺失、毀損或證照登載事項變更
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執照。
前項換發、補發之證照，其有效期間與原期間同。

第三章 使用限制與安全規定
Ϊ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傳送廣播電視節目信號，應專供其本身業務使用或供公
眾接收，不得連接公共通信系統或供設置目的以外之用。
Ϊέన!
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八條規定所指定之鎖碼頻道，其鎖碼方式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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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ΪѲన!
為維護公眾安全，架設地球電臺天線及其相關設備時，應予妥善固定，並
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且須符合主管機關所定衛星廣播電視地球電臺審驗技
術規範。
ΪϤన!
地球電臺發射天線之仰角不得低於五度，以確保公眾安全及避免干擾其他
通信。

第四章 監

理

Ϊϲ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使用之頻率，除經專案核准使用其他頻段者
外，應於下列頻段範圍內指配：
一、下鏈頻率：
（一）11.70GHz 至 12.20GHz。
（二）12.50GHz 至 12.75GHz。
二、上鏈頻率：
（一）14.00GHz 至 14.50GHz。
（二）17.30GHz 至 17.80GHz。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使用之頻率依下列規定：
一、下鏈頻率：
（一）3.4 至 4.2GHz（次要業務）
。
（二）11.45 至 12.20GHz（次要業務）
。
（三）12.20 至 12.75GHz（主要業務）
。
（四）18.6 至 18.8GHz（主要業務）
。
（五）19.7 至 21.2GHz（主要業務）
。
二、上鏈頻率：
（一）5.850 至 6.725GHz（次要業務）
。
（二）14.0 至 14.5GHz（主要業務）
。
（三）17.3 至 17.8GHz（主要業務）
。
（四）27.5 至 30.0GHz（主要業務）
。
ΪΜన!
地球電臺之設備應依衛星廣播電視地球電臺審驗技術規範規定妥善維護，
違反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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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Τన!
地球電臺因終止使用而停止使用頻率時，應報請交通部備查，並繳銷地球
電臺執照；其未繳銷執照者，由主管機關廢止之。
前項地球電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報請主管機關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ΪΞన!
地球電臺經營者應備工程日誌，記載下列事項，並由地球電臺工程主管核
章：
一、輪值工作人員及時間。
二、發射機輸出端之射頻輸出功率。
三、機器故障、保養、修護紀錄。
四、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前項工程日誌之保存期間為一年。
ΠΪ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遴用符合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擔任廣播電視有關技術
之工程師五年以上之資格者為工程主管，並檢具其資歷表（如附件四），敘
明學經歷等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ΠΪΙ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未按規定使用或其設備故障致影響或干擾無線電波之合
法使用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停止使用。
ΠΪΠన!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審驗地球電臺與其相關設備使用情形
及特定頻道之鎖碼方式。
ΠΪέన!
主管機關為維護電波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及促進廣播電視工程技術水
準，得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固定型地球電臺執照工程評鑑。
工程評鑑項目為工程設施、傳輸品質、監理業務及綜合評分等四項；領有
主管機關核發之固定型地球電臺執照之經營者，均應參與工程評鑑；設有
分臺之電臺，由主管機關公開抽選參與工程評鑑。
實施工程評鑑時，主管機關得命受評鑑者提出必要之文件，受評鑑者不得
拒絕。

第五章 附
ΠΪѲన!

則

836! 參、傳播類法規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地球電臺管理辦法

845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衛星廣播電視法有關規定處罰。
ΠΪϤన!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法令或參照國際電信公約、國際無線電規則等
有關電信部分之規定辦理。
ΠΪϲ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設置地球電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收費標準繳納
審查費、審驗費、證照費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等。
Π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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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2150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216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5 條條文及第 3 條條文之附表一、第 4 條條文之附表二、附表二之三、第 5 條條
文之附表三、附表三之三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
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第一年至第三年之營運計
畫執行報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
或行政指導之執行情形。
經營二個以上頻道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應以每頻道為單位，分別向主管機關提出前項資料。
έ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
包括下列項目：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一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
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Ѳన!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其頻道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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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頻道，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二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
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Ϥ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其頻道屬性為購
物頻道者，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頻道經營與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
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ϲన!
主管機關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評鑑諮詢會議審查評鑑案件並提供諮詢意見。
Μ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有
記載不全或文件不全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逕
依既有資料進行評鑑。
Τన!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評鑑，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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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其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應
依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亦同。
Ϊ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其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應
依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頻道經營與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亦同。
ΪΙన!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
評鑑為不合格，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
形。
二、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經評鑑為不合
格，且其不合格事由屬無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ΪΠ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評鑑為不合格，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本國節目播出比率未符合申設或換照營運計畫之規畫。
二、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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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經評鑑為不合格，且其不合格事由屬無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可並
註銷執照。
Ϊέ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評鑑為不合格，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
形。
二、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經評鑑為不合格，且其不合格事由屬無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可並
註銷執照。
ΪѲన!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ΪϤన!
ࢳ地方頻道之評鑑，應由主管機關提供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受評鑑期間受裁
處違規紀錄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初評並提出意見。
ࢴ地方頻道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如未符合指定區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者，
其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為不合格之初評意見。
ࢵ主管機關應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初評意見作成評鑑處分。
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表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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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840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047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3 條條文之附表二之一、附表三、第 4 條條文之附表二之一、附表三、第 5 條條文
之附表二之二、附表二之三、附表三、第 6 條條文之附表二之二、附表二之三、附表
三；刪除第 9 條條文
3.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216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條條文及第 5、6 條條文之附表二之二、附表二之三、第 3、4、5、6 條條文之附
表三、第 3、4 條條文之附表四之一、第 5、6 條條文之附表四之二、附表四之三及附表
六之三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執照期間
屆滿前六個月，應依指定方式提出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照。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未於前項規
定期限內申請換照，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提出申請；逾期提出申請
者，不予受理。
έన!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直播衛星事業）申請換照者，應填
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一）
、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
執行報告及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並應於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分別
載明下列事項：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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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
蓋範圍。
（二）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
（三）頻道或節目規畫。
（四）內部控管機制。
（五）經營方式及技術發展計畫。
（六）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應分別依附表四之一、附表三所載之指
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一）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
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Ѳన!
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直播衛星事業）申請換照
者，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二）
、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
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並應於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
計畫分別載明下列事項：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
蓋範圍。
（二）頻道或節目規畫。
（三）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應分別依附表四之一、附表三所載之指
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一）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
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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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換照者，應填妥申
請書（附表一之三）
、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
報告及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並應於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分別載明
下列事項：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或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
（一）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名稱及信號傳輸方式。
（二）節目規畫。
（三）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製節目之實施方案。
（四）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五）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應
分別依附表四之二、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
（附表二之二）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一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
應分別依附表四之三、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
表（附表二之三）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ϲన!
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換照者，
應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四）
、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
計畫執行報告及未來六年營運計畫，並應於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
分別載明下列事項：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或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 853
844! 參、傳播類法規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
（一）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
蓋範圍。
（二）節目規畫。
（三）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四）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應
分別依附表四之二、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
（附表二之二）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一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
應分別依附表四之三、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
表（附表二之三）
、與申設或前次換照之營運計畫異同對照表、其他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Μన!
主管機關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申設換照諮詢會議審查並提供諮詢意見。
Τ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者，填具之申請書、
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營運計畫資料不全得補正者，應令限期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全時，駁回其申請。
Ξన! Ȟւଶȟ
Ϊన!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申請換照案件，除有前二條情形應予
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四十分：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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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六十分：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
（二）內部控管機制。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
前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第一款各審查項目之審查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所訂審查基準；第一項第二款各審查項目之評
分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二條或第十九條
前段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Ι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換照其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除
有第八條或第九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四十分：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六十分：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
前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第一款各審查項目之審查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所訂審查基準；第一項第二款各審查項目之評
分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二條或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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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Πన!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換照其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除
有第八條或第九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執照期間第四年至執照屆滿六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四十分：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二、未來六年營運計畫，六十分：
（一）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
前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第一款各審查項目之審查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所訂審查基準；第一項第二款各審查項目之評
分基準，準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二條或第十九條
前段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Ϊέన!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之案件，應以每頻道
為申請單位並分別核發執照。
申請案件應於收件日起六個月內決定之。
申請案件未能於前項期間處理終結者，主管機關得將審查期間延長至執照
效期屆滿日止。
ΪѲన!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有關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ΪϤన!
申請人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繳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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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ϲ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相關附表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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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602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02001 號令修正發布
第 8 條條文

Ιన!
本規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審議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之事項，應召開申設、換照諮詢會議及評鑑諮詢會議（以下簡稱諮詢
會議）
，提供諮詢建議。
έన!
諮詢會議各置諮詢委員九至十一人，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或續派；任期
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或遴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其中任
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諮詢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本會代表二人。
二、依頻道節目屬性分別遴聘公民團體代表三人至四人。
三、專家學者三人至四人。
四、全國性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Ѳన!
諮詢委員之遴聘、遴派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前條第一款諮詢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就本會簡任級以上人員遴派
之。
二、前條第二款諮詢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就傳播、財經、法律、兒少保
護、消費者保護、性別平等、族群平等、勞工權益或其他與頻道節
目屬性相關之公民團體推薦之專業人士或專家學者代表，依實際需
要遴聘之。

858 參、傳播類法規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申設評鑑換照諮詢會議審議規則 !

849

三、前條第三款諮詢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就傳播、財經、法律、兒少保
護、消費者保護、性別平等、族群平等、勞工權益、人力資源管
理、企業組織管理或頻道經營管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依實際需
要遴聘之。
前條第二款、第三款諮詢委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非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之現職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他有給職人員。
二、選任前二年內未曾擔任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他有給職人
員。
Ϥన!
諮詢會議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會主任委員自第三條第一款諮詢委員中指
派一人擔任。
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召集人自諮詢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主持會
議。
召集人因故出缺時，由本會主任委員另行指派之。
ϲన!
諮詢會議之審議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會業務單位應先就受審查事業提出之申請資料，進行資格審查或文
件資料之形式檢核，文件齊備者始提交諮詢委員確認並進行個別審
查。
二、諮詢委員對於申設、評鑑、換照案件之個別審查，應依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六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授權本會訂定
之申設、評鑑及換照審查辦法所訂審查項目及審查基準，提出審查
意見。
三、諮詢委員之個別審查意見，須經諮詢會議討論並作成全體諮詢委員建
議之初審決議，再由本會業務單位提請本會委員會議作成複審之決
議。
Μన!
諮詢會議因審議案件之需要，得赴受審查事業實地訪查，並得通知受審查
事業之案件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到會陳述意見或提出陳述書。
Τన!
諮詢會議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諮詢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行之。對於申設、換照案件不予許可，及評鑑案件不合格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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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附具理由。
Ξన!
諮詢委員應親自出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提請迴避：
一、諮詢委員為受審查事業之現任或二年內曾任職受審查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或其他有給職或無給職人員。
二、諮詢委員其配偶、前配偶或他方之婚約當事人，為受審查事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諮詢委員之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為受
審查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Ϊన!
諮詢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受審查事業或其他諮詢委員提請迴避；
被提請迴避之諮詢委員，得提出說明意見：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ΪΙన!
前二條之提請迴避，應由諮詢會議作成應否迴避之決議，其決議應附具理
由，並作成會議紀錄。
前二條之提請迴避，於作成決議前，經提請迴避之諮詢委員不得參與應迴
避個案之審查及審議程序。
ΪΠన!
諮詢會議之審查資料、會議討論事項或其他依法應保守秘密之事項，諮詢
委員及其他參與會議人員均負有保密義務。
Ϊέన!
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但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諮詢委員，得依規定支
給出席費、審查費、交通費。
ΪѲన!
諮詢會議之幕僚作業，由本會業務單位兼辦之；會議決議內容應作成會議
紀錄，並於下次諮詢會議時確認。
ΪϤ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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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280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8 條；除第 12 條第 2 項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045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4、9、12、13、15、18 條條文；除第 12 條第 3 項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二項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視事業：指無線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二、冠名贊助：指於節目名稱冠以贊助者之產品、服務、事業、機關
（構）、團體、個人之名稱、標識、商標、品牌或相關附屬圖案。
三、運動賽事節目：指以各種運動競技為內容之節目。
四、藝文活動節目：指以各種涵蓋藝術、文化意涵活動為內容之節目。
五、新聞節目：指以事實為基礎之新聞報導、評論或其他形式之節目。
六、新聞報導：指各類型以時事報導為主之內容。
七、兒童節目：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所製作之節目。

第二章 節目與廣告區隔之管理
第三條
①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但廣播電
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②電視事業播送節目，應全程或每段節目開始時，於畫面上標示節目名稱。
③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插播廣告時，應以字幕、圖卡、旁白、音樂或其他適
當方式與節目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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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電視事業播送節目內容之呈現，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宣傳商品或
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為節目未
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節目名稱之呈現與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相同者。
二、節目名稱與其所插播之廣告關聯者。
三、節目參與者於節目中之言論或表現，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
務、電話、網址、標識或標語；或涉及特定產品之效用、使用方
式、價格者。
四、節目參與者所演出之廣告與節目內容有關聯者。
五、節目內容之呈現，利用兒童、名人、專業者、贈品、統計、科學數
據、實驗設計結果等手法，突顯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價值者。
六、節目所用之道具、布景、贈品、特定活動或其他設計，透過影像、聲
音或其他形式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電話、網址、標識
或標語；或涉及特定產品之效用、使用方式或價格者。
七、節目所用之道具、布景、贈品、特定活動或其他設計，與廣告有關聯
者。
八、節目內容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電話、網址、標識或標
語；或涉及特定產品之效用、使用方式、價格者。
第五條
新聞報導內容之呈現，除前條規定者外，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宣
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
為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對特定商品或服務呈現單一觀點，或為正面且深入報導者。
二、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標識、標語、效用、使用方式之播
送時間，明顯不符比例原則者。
三、畫面呈現廠商提供之宣傳或廣告內容者。
第六條
兒童節目內容之呈現，除第四條規定者外，以下列方式之一，明顯促銷、
宣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
者，為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一、誘使兒童要求家長接受節目中商品或服務之建議者。
二、利用兒童參與心理，鼓勵使用各種付費形式之互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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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置入性行銷之管理
第七條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除下列節目類型外，得為置入性行銷：
一、新聞節目。
二、兒童節目。
第八條
電視事業不得於節目以下列商品、商標或服務為置入性行銷。但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一、菸品。
二、酒類。
三、跨國境婚姻媒合。
四、須由醫師處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藥物。
五、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六、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者。
第九條
電視事業於節目為置入性行銷時，其節目內容之製播，應依節目內容所
需，融入節目情節，自然呈現，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
二、直接鼓勵購買商品或服務。
三、誇大商品或服務及其效果。
第十條
①電視事業於節目為置入性行銷時，應於該節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置入者
之名稱或商標，其揭露不計入廣告時間。
②前項揭露置入者之訊息，不得含有廣告內容，且其時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③電視事業未於節目播送前或後揭露置入者訊息，而於節目中呈現廣告內容
者，依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處理。
第十一條
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因節目置入之商品、商標或服務而獲得利
益者，得不視為置入性行銷：
一、該商品、商標或服務在節目上之呈現，屬節目編輯上合理之素材。
二、該節目係他國業者產製，且未經電視事業後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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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贊助及冠名贊助之管理
第十二條
①電視事業播送之新聞節目不得接受贊助及冠名贊助。但提供新聞節目棚內
播報之道具、主播及主持人梳化粧等贊助不在此限。
②兒童節目不得接受冠名贊助。
③電視事業於每日晚間七時至十一時播送之非本國自製節目，不得接受冠名
贊助。
第十三條
①電視事業不得於節目接受以下列商品或服務為營業之事業、機關（構）
、
團體或個人之贊助：
一、菸品。
二、跨國境婚姻媒合。
三、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四、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者。
②電視事業不得於節目以下列產品、服務、事業、機關（構）
、團體、個人
之名稱、標識、商標、品牌或相關附屬圖案為冠名贊助：
一、菸品。
二、跨國境婚姻媒合。
三、法令禁止販賣或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四、政黨、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擬參選人或候選人。
五、公民投票案。
六、其他法令禁止為廣告者。
③電視事業於節目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時，如其他法令限制呈現方式者，應
遵守各該法令規範。
第十四條
電視事業於節目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介入節目內容編輯。
二、影響視聽眾權益。
第十五條
①電視事業於節目接受冠名贊助，該節目名稱冠以贊助者之產品、服務、事
業、機關（構）、團體、個人之名稱、標識、商標、品牌或相關附屬圖
案，其大小不得超過頻道事業之標識。
②電視事業於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節目畫面中，得出現贊助者之產品、服
務、事業、機關（構）
、團體、個人之名稱、標識、商標、品牌或相關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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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圖案，其大小不得超過頻道事業之標識。
第十六條
①電視事業於節目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應於該節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贊
助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之名稱或商標，其揭露不計入廣告時
間。
②前項揭露贊助者之訊息，不得含有廣告內容，且其時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③電視事業未於節目播送前或後揭露贊助者訊息，而於節目中呈現廣告內容
者，依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處理。
第十七條
電視事業於節目接受贊助或冠名贊助，除依第十五條及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外，不得於節目中呈現贊助者之相關訊息。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訂定發布之第十二條第二項及
一百零八年三月八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二條第三項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起迄時間認定與廣告播送方式及數量分配辦法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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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148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4 條；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所稱節目起迄時間認定，係自播送節目名稱或其他
可資辨識節目開始之畫面、聲音或文字起，至下一節目名稱或其他可資辨
識節目開始之畫面、聲音或文字播送前止。
έన
節目播送時間達三十分鐘者，得插播廣告二次；達四十五分鐘者，得插播
廣告三次；達六十分鐘者，得插播廣告四次。現場實況轉播，廣告插播得
選擇適當時機為之。
Ѳ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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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購物頻道插播式字幕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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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2766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插播式字幕，指另經編輯製作而在電視螢幕上展現，且非屬於
原有播出內容之文字或圖形。
έన
插播式字幕之播送以不干擾收視為原則，其播送位置及播送方式應考量觀
眾收視權益。
Ѳన
購物頻道應於螢幕下方以插播式字幕播送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並以清
楚、明顯及可資辨識方式標示之。
Ϥ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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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841000230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 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1770 號令修正發
布第 1 條條文

Ιన!
本標準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六條訂定之。
Πన!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每頻道、每營業
項目之審查費、證照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審查費：
（一）申請經營者：新臺幣五萬元。
（二）執照效期屆滿申請換照者：新臺幣五萬元。
二、證照費：
（一）核發新照者：新臺幣五千元。
（二）執照效期屆滿申請換照者：新臺幣五千元。
（三）因所載內容變更申請換發及因執照遺失、執照毀損申請補發者
：新臺幣五千元。
έన!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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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法律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

862 參、傳播類法規

公共電視法

871

公共電視法
1.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8 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13905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9
條
2.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17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2039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24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1176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665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3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32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8、26、49
條條文；並自 98 年 11 月 23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第 7 條第 1 項
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第
8 條第 1 項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後改由其管轄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健全公共電視之發展，建立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彌補商業電視
之不足；以多元之設計，維護國民表達自由及知之權利，提高文化及教育
水準，促進民主社會發展，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①為實現本法之目的，應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
公視基金會）
，經營公共電視臺（以下簡稱電臺）
。
②公視基金會之成立、組織及營運，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民法有關財團
法人之規定。
③公視基金會由政府依本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應逐年遞減，第一年金
額百分之十，至第三個會計年度為止。
第三條
公視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第四條
①公視基金會之創立基金，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新臺幣一億元，並以歷
年編列籌設公共電視臺預算所購之財產逕行捐贈設置，不受預算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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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②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設立時，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國有財產，除依前項規定
逕行捐贈者外，由主管機關無償提供公視基金會使用。但因情勢變更，公
視基金會之營運、製播之節目已不能達成設立之目的者，不適用之。
第五條
公視基金會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必要時，得設分事務所。
第六條
電臺設台主要設備及工程技術之審核，工程人員資格之標準，電臺使用頻
率、呼號、電功率等電波監理，及電臺執照之核發與換發，依交通部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七條
①電臺所需用之電波頻率，由行政院新聞局會同交通部規劃指配之。
②前項電波頻率不得租賃、借貸或轉讓。
第八條
①電臺之設立，應由公視基金會填具申請書，送由行政院新聞局轉送交通部
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始得裝設，裝設完成，經交通部查驗合格，發給電
臺執照，並經行政院新聞局發給電視執照，始得播放。
②電臺設立分台、發射台、轉播站或中繼站，準用前項規定。
第九條
公視基金會為設立分台、發射台、轉播站或中繼站，而有取得或使用土地
之必要時，有關機關應予協助。
第十條
公視基金會之業務如下：
一、電臺之設立及營運。
二、電視節目之播送。
三、電視節目、錄影節目帶及相關出版品之製作、發行。
四、電臺工作人員之養成。
五、電視學術、技術及節目之研究、推廣。
六、其他有助於達成第一條所定目的之業務。
第十一條
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全體，其經營應獨立自主，不受干涉，並遵守下列之原
則：
一、完整提供資訊，公平服務公眾，不以營利為目的。
二、提供公眾適當使用電臺之機會，尤應保障弱勢團體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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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或贊助各種類別之民俗、藝文創作及發表機會，以維護文化之均
衡發展。
四、介紹新知及觀念。
五、節目之製播，應維護人性尊嚴；符合自由、民主、法治之憲法基本精
神；保持多元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族群之均衡性。
第十二條
公視基金會於技術及經費許可範圍內，應提供國內各地區觀眾完整與相同
品質之電臺收視機會。

第二章 組

織

第十三條
①公視基金會設董事會，由董事十七人至二十一人組織之，依下列程序產生
之：
一、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公共電視董、監事審
查委員會。
二、由行政院提名董、監事候選人，提交審查委員會以四分之三以上之多
數同意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②選任董事時應顧及性別及族群之代表性，並考量教育、藝文、學術、傳播
及其他專業代表之均衡。
③董事中屬同一政黨之人數不得逾董事總額四分之一；董事於任期中不得參
與政黨活動。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董事：
一、公職人員。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不在
此限。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三、無線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或其主管級人員。
四、從事電臺發射器材設備之製造、輸入或販賣事業者。
五、投資前二款事業，其投資金額合計超過所投資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五
者。
六、審查委員會之委員。
七、非本國籍者。
第十五條
董事會掌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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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定公視基金會之營運方針。
二、核定年度工作計畫。
三、審核公視基金會年度預算及決算。
四、決定電臺節目方針及發展方向，並監督其執行。
五、決定分台之設立及廢止。
六、修正公視基金會之章程。
七、訂定、修正關於事業管理及業務執行之重要規章。
八、遴聘總經理並同意副總經理及其他一級主管之遴聘。
九、人事制度之核定。
十、設立各種諮詢委員會。
十一、其他依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董事會掌理之事項。
第十六條
董事每屆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十七條
①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
②董事長對內綜理董事會會務，主持董事會會議，對外代表公視基金會。
③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④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逾三個月時，董事會得依決議解除其董事長職
務。
第十八條
董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董事會應報請行政院院長解聘之：
一、有第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二、受監護、輔助或破產宣告。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者，不在此
限。
四、經公立醫院證明認定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五、其他經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或有不適於董事職位之行
為。
第十九條
①董事出缺逾董事總額三分之一時，應即依第十三條規定補聘之。依法補聘
之董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②董事長出缺時，由董事互選一人繼任其職務，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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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事長為專任有給職。董事為無給職，開會時支給出席費。
②董事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請
求，得召開臨時會。
③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一條
①公視基金會應設監事會，置監事三至五人，並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②監事應具有大眾傳播、法律或會計等相關學識經驗。監事之任期及解聘，
準用本法有關董事之規定。
③監事會應稽察公視基金會經費使用之情形，及有無違反公視基金會經費財
務稽察辦法與其他法律規定。
④前項公視基金會之經費財物稽察辦法，由董事會定之。
第二十二條
公視基金會置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後遴聘之；視業務需要置副總經理一至三人，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同意後
遴聘之。
第二十三條
①總經理受董事會指揮監督，執行基金會之業務，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對外
代表基金會；副總經理襄助總經理處理業務，於總經理因故不能視事時，
代理其職務。
②經理及其他一級主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二十四條
①總經理為下列行為，應事先經董事會書面之同意：
一、不動產之取得、讓與、出租、出借或設定負擔。
二、發射設備全部或一部之讓與、出租、出借或設定負擔。
三、投資與公共電視經營目的有關之其他事業。
四、其他依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經董事會同意之事項。
②公視基金會依前項第三款所投資之事業，以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
③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行為，應由董事會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十五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不得為現任公職人員或政黨職員，不得執行其他業務、
從事營利事業或投資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視、電影、錄影帶或其他大眾
傳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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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總經理或副總經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董事會解聘之：
一、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受監護、輔助或破產宣告。
三、經公立醫院證明認定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四、其他經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或有不適於職位之行為。
第二十七條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新聞部工作人員應互推代表三至五人，與總經理製
訂新聞製播公約。

第三章 經費及財務
第二十八條
公視基金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
二、基金運用之孳息。
三、國內外公私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四、從事公共電視文化事業活動之收入。
五、受託代製節目之收入。
六、其他收入。
第二十九條
公視基金會應本設立之目的有效使用經費。
第三十條
①公視基金會之事業年度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②公視基金會之年度計畫及收支預算，由總經理編製後，報請董事會審議。
③公視基金會之年度經費需由政府捐贈之部分，應附具年度事業計畫及收支
預算，提請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三十一條
公視基金會之經費於事業年度終了，除保留項目外，如有賸餘，應列入基
金餘額。
第三十二條
公視基金會應於事業年度終了後，製作年度業務報告書，詳列執行成果及
收支決算，提經監事會審核，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
理。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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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審議公視基金會預算及決算時，得
邀請公視基金會董事長或總經理到會備詢或說明。
第三十四條
公視基金會應將其業務計畫、基金管理、經費使用、財產目錄、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及其他有關營運與財務狀況之文書，經會計師簽證備置於基金
會，以供公眾查閱。
第三十五條
公視之人事、薪資結構、預算（工程投標項目除外）、研究報告、年度報
告、捐贈名單、著作權資料、及其他經董事會核定公開之資料，均應供公
眾按工本費索閱。

第四章 節目之製播
第三十六條
節目之製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致力提昇國民之文化水準，並促進全民教育文化之發展。
二、保持多元性，並維持不同型態節目之均衡。
三、保持客觀性及公平性，應提供社會大眾及各群體公平參與及表達意見
之機會。
四、尊重個人名譽並保護隱私權。
五、積極提供適合兒童、青少年、婦女、老人觀賞，有益其身心發展及健
康之節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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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不得為任何政黨或宗教團體作政治或宗教之宣傳。
八、不得違反法律、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三十七條
新聞報導節目，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新聞報導節目應與評論明顯區分，不得加入報導者個人意見。
二、新聞報導內容應確實、客觀、公正，不得歪曲或隱飾重要事實，不得
以暗示方法影響收視者判斷。
三、新聞報導應兼顧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重要事件之資訊。
第三十八條
①外語節目僅以原音播出者應附中文字幕。
②教育、資訊及娛樂性節目應顧及各語群及聽障視障觀眾之需要，並應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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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地方語言教學節目。
③地方戲劇或文化藝術節目，為表達其特色，應以地方語言製播，並附中文
字幕。
④電臺並應提供字幕解碼訊號，供觀眾選擇。
⑤新聞性節目應酌量以外國語文播出，以適應國際化之需求。
第三十九條
每一節目播送結束時，應註明節目製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第四十條
①公共電視不得於任何時段，播放兒童及少年不宜觀賞之節目。
②週一至週五每日十七時至二十時之間，應安排兒童及少年節目至少各半小
時；週末及假日應提供兒童及少年節目至少各一小時，其時段由電臺依兒
童及少年之作息情況定之。
第四十一條
電臺不得播送商業廣告。但電臺策劃製作之節目，接受贊助者，得於該節
目播送結束時，註明贊助者之姓名或名稱。
第四十二條
①電臺節目帶應至少保存一年以備查詢。
②電臺應設圖書館，長期蒐集及保存優良節目帶，供公眾閱覽。
③前項圖書館之組織及節目帶之管理辦法，由董事會定之。

第五章 救

濟

第四十三條
①對於電臺之報導，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者，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得請求
更正。電臺應於接到請求後十日內，在原節目或原節目同一時間之節目或
為更正而特設之節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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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因錯誤之報導，致利害關係人權益受損時，公視基金會及電臺相關人員應
依法負民事或刑事責任。
第四十四條
①電臺之評論涉及個人、機關或團體致損害其權益者，被評論者得請求給予
相當之答辯機會。
②前項答辯請求權之行使及救濟方法，準用前條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公職競選活動期間，電臺之報導或評論涉及特定之候選人或政黨者，該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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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或政黨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更正或提供答辯機會時，電臺應於接到請
求後即時予以更正或提供適當之答辯機會；必要時，答辯得以書面為之。
第四十六條
①民眾對於電視節目，認為有違反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者，得以
書面指陳具體事實，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向電臺申訴。電臺應於接到申
訴後一個月內以書面附具理由及不服處置時之覆議方法通知申訴人。
②電臺未履行前項義務，或申訴人不服電臺前項之處理者，申訴人得於一個
月內以書面向董事會申請覆議。董事會接到覆議之申請後，於一個月內作
成決定，以書面附具理由，送達申訴人、節目製作人及總經理。
③節目製作人不服第一項電臺之處置者，亦得依前項規定申請覆議。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公視基金會董事會應於第一次會議召開之日起三個月內訂定章程，由主管
機關送立法院備查，並逕向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第四十八條
①公視基金會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其設立目的時，得依立法院決議解散
之。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
②公視基金會之清算，準用民法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三條之規定。
第四十九條
①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②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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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ѵኄኬႫᇃ೩ညనٽ
1. 中華民國 85 年 2 月 5 日總統(85)華總字第 850002717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9 條
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5 日行政院(85)台聞字第 43991 號令定於 85 年 12 月 5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所列屬「行政院
新聞局」之權責事項（含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
，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
管轄

Ιన!
為設立中央廣播電臺（以下簡稱本臺），負責國家新聞及資訊之傳播，特制
定本條例。
Πన!
本臺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
關法律之規定。
έన!
本臺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Ѳన!
本臺之任務如下：
一、對國外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樹立國家新形象，促進國際人士對我國
之正確認知，及加強華僑對祖國之向心力。
二、對大陸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增進大陸地區對臺灣地區之溝通與瞭
解。
Ϥన!
本臺以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部及原中央廣播電臺使用之國有財產，
依法定預算程序捐贈設置之。
ϲన!
本臺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Μన!
本臺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以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設監事

中央廣播電臺設置條例
中央廣播電臺設置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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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以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
Τన!
董事、監事人選，由主管機關就政府有關機關人員、大眾傳播事業人員、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中遴聘；其遴聘辦法另定之。
Ξన!
董事、監事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
董事、監事因辭職、死亡、代表該機關之職務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時，應予解聘；其所遺缺額，由主管機關補聘之。
補聘之董事、監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Ϊన!
董事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決定本臺之營運方針。
二、核定年度工作計畫。
三、審核本臺年度預算及決算。
四、決定本臺節目方針及發展方向，並監督其執行。
五、決定分臺、轉播站之設立及廢止。
六、修正本臺捐助章程。
七、訂定、修正關於事業管理及業務執行之重要規章。
八、遴聘總臺長並同意副總臺長及其他一級主管之遴聘。
九、人事制度之核定。
十、設立各種諮詢委員會。
十一、其他依本條例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由董事會掌理之事項。
ΪΙన!
監事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二、決算表冊之審核。
ΪΠన!
董事、監事除董事長及常務監事外，均為無給職。但開會時得酌支交通
費。
Ϊέన!
本臺置總臺長一人，副總臺長二人或三人，任期均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
次。
總臺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理臺務；副總臺長輔佐總臺長，襄理臺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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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Ѳన!
本臺組織編制，由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ΪϤన!
本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Ϊϲన!
本臺預算、決算之編審，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轉
報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收支決算，提經監事會通過後，報
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理。
ΪΜన!
本臺捐助章程，由捐助人依本條例及有關法律規定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
ΪΤన!
本臺因情勢變更，不能達到本條例設置之目的時，得解散之；解散後依法
清算，其賸餘財產歸屬於中央政府。
ΪΞన!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7 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7 條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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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Μన!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主管機關許可，
得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或觀摩。
前項許可辦法，由行政院新聞局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ॷ෫ᐬߞᜰ߽నٽ 23 న
ΠΪέన!
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許可者，得進入
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其辦法由行政院新聞局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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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7 條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23 條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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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①為宣揚全民國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定參與防衛國家安
全之意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
②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之相關辦法。
③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會同文化部訂定動員實施
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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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2 年 3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82)強綜三字第 0365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
2. 中華民國 83 年 10 月 21 日行政院新聞局(83)強綜三字第 1867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16
條條文；並增訂第 13-1∼13-3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5 年 2 月 7 日行政院新聞局(85)強綜三字第 0167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2 條
4. 中華民國 86 年 8 月 7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綜二字第 11215 號令公告發布全文 22 條
5. 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綜二字第 0308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綜二字第 08293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
9、13、18、2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行政院新聞局(89)琴綜二字第 080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89)正綜二字第 15916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5、11∼15、17、19、21 條條文（原名稱：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
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許可辦法）
9. 中華民國 92 年 4 月 8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三字第 0920005184A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7
條；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10.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15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三字第 0941020728Z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25、27 條條文；刪除第 26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11.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三字第 0970006243Z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12、13、15、17∼20、27 條條文；增訂第 25-1 條條文；刪除第 22 條條文；並自發布
日施行，但第 17 條第 3 項至第 8 項，其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12.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三字第 0990004026Z 號令修正發布第 17、
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原
為行政院新聞局，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變更為文化部，第 3 條所列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改由文化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9431 號公告第 17 條第 5 項第 2 項
所列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7 年 7 月 2 日起改由「大陸委員會」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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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出版品：包括新聞紙（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
二、電影片：指已攝錄影像聲音之膠片或影片規格之數位製品可連續放映
者。
三、錄影節目：指使用錄放影機經由電視接收機或其他類似機具播映之節
目帶，包括經由電子掃描作用，在電視螢光幕上顯示有系統聲音、
影像之錄影片（影碟）等型式之產品。但電腦程式產品，不在此
限。
四、廣播電視節目：指無線廣播電臺、無線電視電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網路廣播電
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統播送有主題與系統之聲音或影像，內容
不涉及廣告者。
五、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指準用進口貨
物原產地認定標準授權訂定公告之認定基準，認定出版品、電影
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之原產地為大陸地區者。
六、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
指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經攜帶、郵
寄、貨運或以其他方式進入臺灣地區者。
έ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第二章 大陸地區出版品之管理
Ѳన!
大陸地區出版品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一、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者。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四、凸顯中共標誌者。但因內容需要，不在此限。
Ϥన!
大陸地區出版品經核驗無前條規定情形且未逾主管機關公告數量者，得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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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入臺灣地區。但認有疑義者，主管機關得留待審查處理。
前項留待審查處理之大陸地區出版品，主管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將處理情形
函知所有人或持有人。
ϲన!
政府機關、大專校院、相關學術機構、團體、大眾傳播機構或學者專家有
必要使用具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之大陸地區出版品者，應專案申請主管
機關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前項申請數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Μన!
臺灣地區雜誌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接受授權在臺灣地區發行大陸
地區雜誌。
前項雜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在大陸地區發行未滿二年。
二、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三、非屬主管機關公告得發行之類別。
前項許可之有效期間為一年。但授權發行期間未滿一年者，從其約定。
許可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同原許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終止發行時，應檢同原許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註銷。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發行之大陸地區雜誌逾三個月未發行，或中斷發行逾三
個月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申請人以虛偽不實之資料取得許可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發行之大陸地區雜誌，應記載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名稱、
發行許可字號、發行年月日、發行所之名稱、地址及電話，並按期送主管
機關一份。
Τన!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圖書、有聲出版品，非經合法登記之業者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發行。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認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Ξన!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發行之大陸地區雜誌、圖書、有聲出版品，應改用正體
字發行。
Ϊన!
大陸地區出版品，於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或經許可在臺灣地區發行後，發現
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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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Ιన!
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出版品，不得銷售。
違反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且於一年內不再受理該出版品申請人之
申請。
ΪΠన!
主管機關得委託圖書出版公會或協會（以下簡稱公、協會）
，辦理許可大
陸地區大專專業學術簡體字版圖書（以下簡稱大陸簡體字圖書）進入臺灣
地區銷售事宜。
前項委託事項所需費用，主管機關不支付之。
公、協會得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費額，向申請者收取手續費。
公、協會受託辦理第一項規定事宜，應訂定申請進口大陸地區大專專業學
術簡體字版圖書在臺灣地區銷售注意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之。
Ϊέన!
申請大陸簡體字圖書進入臺灣地區銷售者，應檢具之文件、資料如下：
一、申請書。
二、進口銷售大陸簡體字圖書清冊。
三、大陸簡體字圖書出版社或大陸地區出版品進出口公司出具該圖書無侵
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且得於臺灣地區銷售之證明。
四、其他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公、協會指定之文件、資料。
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銷售之大陸簡體字圖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屬大專專業學術用書。
二、非屬臺灣地區業者授權大陸地區業者出版發行者。
三、非屬大陸地區業者授權臺灣地區業者出版發行者。
四、非屬臺灣地區業者取得臺灣地區正體字發行權者。
符合前二項規定之申請案件，應發給申請者銷售許可函。
申請者得憑銷售許可函，辦理進口通關程序。
ΪѲన!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銷售之大陸簡體字圖書，申請者應於該圖書之版權頁
標示申請人名稱、電話、地址及負責人姓名。
ΪϤన!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銷售之大陸簡體字圖書，發現有違反第四條各款情形
之一、第十三條第二項或前條規定者，其原發之銷售許可函應予撤銷或廢
止；被撤銷或廢止銷售許可函逾三次者，不得再受理其申請。
受託辦理許可大陸簡體字圖書進入臺灣地區銷售之公、協會未依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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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撤銷或廢止者，主管機關得逕行為之；其仍受理申請並發給銷售許可函
者，主管機關應逕予撤銷。

第三章 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之管
理
Ϊϲన!
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經核驗無第四條規定情形且
未逾主管機關公告數量者，得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但認有疑義者，主管機
關得留待審查處理。
前項留待審查處理之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之處理，準用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
ΪΜన!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
節目，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或播送前，應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並改用
正體字後，始得為之。
前項電影片每年進入臺灣地區發行、映演之類別、數量及錄影節目、廣播
電視節目發行、播送之類別、數量、時數、時段，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大陸地區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應委託臺灣地區代理商，並經主管機
關許可後，再取得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許可，始得在臺灣地區播送大陸
地區廣播電視頻道之廣播電視節目（以下簡稱大陸地區頻道節目）
，且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許可期限屆滿，仍欲繼續經營者，亦同，且應於向
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許可六個月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前項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以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為準，且
不得逾代理契約書所載代理期間。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第三項許可：
一、申請人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及載明代理期間之代理契約書影本。
二、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三、預定供應之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或無線廣播電視電臺之名稱。
四、頻道名稱、屬性及節目規畫。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文件內容，於獲得許可後有變更時，申請人應先向主管機關申
請變更許可，並於獲得變更許可後，再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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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
主管機關為第三項及前項許可前，應先徵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其他相關
機關之意見；主管機關受理第三項及前項申請案件之處理期間，自申請文
件齊全後三個月內決定之。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但以一次為限，並應將
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前五項規定，於依法律規定設立之網路廣播電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
統，在臺灣地區播送大陸地區頻道節目，準用之。
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應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
法及其職掌之相關法令，管理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播送之節目。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經營大陸地區頻道節目
播送業務之網路廣播電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統業者，應自修正施行之
日起，終止經營大陸地區頻道節目播送業務。
ΪΤన!
主管機關對於前條第一項申請案件，認為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有第
四條各款情形之一或不符前條第二項公告規定者，應不予許可。
主管機關對於前條第三項、第六項、第八項申請案件，認為對國家安全有
不利影響、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
許可。
ΪΞన!
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於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或經許可
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後，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或不符第十七條
第二項公告規定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廢止其許可。
大陸地區頻道節目於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播送後，主管機關認為對國家安全
有不利影響、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撤
銷、廢止其許可。
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於接獲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撤銷、廢止許可之通知
後，應撤銷、廢止其原核發之許可。
ΠΪన!
政府機關、大專院校或以研究大陸事務為主之機構、團體為業務或研究目
的，有必要使用具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
播電視節目者，應專案申請主管機關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並在該申請之政
府機關、大專院校或機構、團體作非商業性映演、播送，其參與者以業務
或研究有關人員為限。
前項申請之數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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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許可，主管機關得徵詢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ΠΪΙన!
依第十六條及前條規定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
廣播電視節目，不得銷售。違反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且於一年內
不再受理該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申請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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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Πన! Ȟւଶȟ
ΠΪέన!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核驗或留待審查不
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所有人或持有人退運、銷磁或
銷燬。但所有人或持有人屆期未處理，或付郵遞送經留待審查不予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者，由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違反公告數量進入臺
灣地區時，準用前項規定。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郵寄進入臺灣地區核
驗作業程序，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ΠΪѲ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本條例第八十八條規定處分。
ΠΪϤన!
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最近一年未違反相關法令受行政處分之大眾傳播事
業、機構、團體，得依業務性質，於展覽十四日前，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大
陸地區雜誌、圖書、有聲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進入
臺灣地區展覽。但經許可銷售之大陸簡體字圖書，得於主管機關許可之展
覽中，逕行參展。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展覽之大陸地區雜誌、圖書、有聲出版品、電影片、錄
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得於展覽時為著作財產權授權及讓與之交易。
第一項申請者，亦得依業務性質，於觀摩十四日前，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大
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觀摩。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展覽之大陸地區雜誌、圖書、有聲出版品、電影片、錄
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不得於展覽時銷售。但經許可銷售之大陸簡體字
圖書，不在此限。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觀摩之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不
得於觀摩時，直接或間接向觀眾收取對價。但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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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經許可展覽、觀摩者，應於展覽、觀摩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前二項大陸地
區雜誌、圖書、有聲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運出臺灣
地區。但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贈送有關機關（構）典藏或經許可銷售之大
陸簡體字圖書，不在此限。
同一申請者在一年內申請觀摩大陸地區電影片之類別、數量及映演場次，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違反第四項至第六項規定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依本條例第
八十八條規定處分，且於一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ΠΪϤనϞΙ!
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七項規定所為之公告，應
刊登政府公報。
ΠΪϲన! Ȟւଶȟ
Π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第十
七條第三項至第八項，其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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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30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綜二字第 0917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
2. 中華民國 86 年 9 月 1 日行政院新聞局(86)維綜二字第 12332 號令修正發布第 7-1、10、
19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7 年 3 月 23 日行政院新聞局(87)建綜二字第 03985 號令修正發布第 7-1 條條
文
4. 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3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綜二字第 03093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88)建綜二字第 08287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1、
8、9、1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24 日行政院新聞局(89)正綜二字第 1591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5、7、10∼13、15、17 條條文（原名稱：香港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
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許可辦法）
7.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三字第 0970006243Z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12、13、14 條條文；增訂第 12-1、18-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原為
行政院新聞局，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變更為文化部，第 3 條所列主管機關掌理事項，改
由文化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9431 號公告第 12 條第 5 項第 3 項
所列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7 年 7 月 2 日起改由「大陸委員會」管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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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న!
本辦法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出版品：包括新聞紙（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
二、電影片：指已攝錄影像聲音之膠片或影片規格之數位製品可連續放映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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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影節目：指使用錄放影機經由電視接收機或其他類似機具播映之節
目帶，包括經由電子掃描作用，在電視螢光幕上顯示有系統聲音、
影像之錄影片（影碟）等型式之產品。但電腦程式產品，不在此
限。
四、廣播電視節目：指無線廣播電臺、無線電視電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網路廣播電
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統播送有主題與系統之聲音或影像，內容
不涉及廣告者。
五、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指準用進口
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授權訂定公告之認定基準，認定出版品、電影
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之原產地為香港或澳門者。
六、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
區：指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經攜
帶、郵寄、貨運或以其他方式進入臺灣地區者。
έ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第二章 香港澳門出版品之管理
Ѳన!
香港或澳門出版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一、宣揚中共政權或從事統戰者。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四、凸顯中共標誌者。但因內容需要，不在此限。
Ϥన!
香港或澳門出版品經核驗無前條規定情形者，得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但認
有疑義者，主管機關得留待審查處理。
前項留待審查處理之出版品，主管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將處理情形函知所有
人或持有人。
ϲన!
政府機關、大專校院、學術機構、團體、大眾傳播機構或學者、專家有必
要使用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之出版品者，應專案申請主管機關許可進入臺
灣地區。
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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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或澳門之正體字及外國文字新聞紙、雜誌經主管機關許可，發給銷售
登記許可證後，始得在臺灣地區銷售。銷售時，應按期送主管機關一份。
銷售登記許可證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同原銷售登記
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終止銷售時，應檢同原銷售登記許可
證，向主管機關申請註銷登記。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銷售之香港或澳門新聞紙、雜誌逾三個月未進入臺灣地
區，或中斷進入臺灣地區，新聞紙逾三個月、雜誌逾六個月者，應廢止其
許可，並註銷銷售登記許可證。
以虛偽不實資料取得銷售登記許可證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並註銷
其銷售登記許可證。
ΜనϞΙ!
臺灣地區新聞紙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得接受香港或澳門正體字及外國
文字新聞紙之委託，以傳版方式在臺灣地區印製銷售。
前項新聞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在香港或澳門發行未滿五年者。
二、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傳版印製銷售之新聞紙，應於適當版面登載接受委託傳
版印製銷售之新聞紙事業名稱、地址、電話，並應按期送主管機關一份。
Τన!
經第五條核驗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正體字及外國文字圖書、有聲出版品，
得在臺灣地區銷售。
Ξన!
香港或澳門圖書、有聲出版品，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發
行。其為簡體字者，應改用正體字，並送主管機關一份。
前項出版品，主管機關認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Ϊన!
依第五條進入臺灣地區、依第七條、第七條之一、第八條在臺灣地區銷售
或依第九條在臺灣地區發行之出版品，發現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其屬新聞紙、雜誌者，主管機關並得註銷其銷售登
記許可證。

第三章 香港澳門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
ΪΙన!
香港或澳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經核驗無第四條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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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得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但認有疑義者，主管機關得留待審查處
理。
前項留待審查處理之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準用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
ΪΠన!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進入之香港或澳門電影片、非屬主管機關公告免送審類
別之錄影節目及屬主管機關公告應送審查許可類別之廣播電視節目，在臺
灣地區發行、映演或播送前，應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
香港或澳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應改用正體字後，始得在臺
灣地區發行、映演或播送。
香港或澳門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應
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代理商，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再取得通訊傳播
監理主管機關許可，始得在臺灣地區播送香港或澳門廣播電視頻道之廣播
電視節目（以下簡稱香港或澳門頻道節目）
，且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規定於下列情形適用之，且申請者應於向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許可六個月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通訊傳播
監理主管機關許可，於許可期限屆滿，仍欲繼續經營者。
二、於主管機關發給之許可期限屆滿，仍欲繼續經營者。
前二項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以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為準，
且不得逾代理契約書所載代理期間。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第三項、第四項許可：
一、申請人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其為代理商者，並應檢具代理契約書影
本，其內容應載明代理期間。
二、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範
圍。
三、預定供應之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或無線廣播電視電臺之名稱。
四、頻道名稱、屬性及節目規畫。
五、香港或澳門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
董事、監察人姓名（名稱）、經歷及股權結構或資金來源。
六、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文件內容，於獲得許可後有變更時，申請人應先向主
管機關申請變更許可，並於獲得變更許可後，再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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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
主管機關為第三項、第四項及前項許可前，應先徵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
其他相關機關之意見；主管機關受理第三項、第四項及前項申請案件之處
理期間，自申請文件齊全後三個月內決定之。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但以
一次為限，並應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前六項規定，於依法律規定設立之網路廣播電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
統，在臺灣地區播送香港或澳門頻道節目，準用之。
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應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
法及其職掌之相關法令，管理第一項至第四項及前項播送之節目。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已設立經營香港或澳門
頻道節目播送業務之網路廣播電視平臺及其他廣播電視系統業者，應自修
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準用第三項至第八項規定取得許可後，始得繼續
經營。
ΪΠనϞΙ!
主管機關對於前條第一項申請案件，認為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有第
四條各款情形之一或不符前條第一項公告規定者，應不予許可。
主管機關對於前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七項、第九項申請案件，認為對國
家安全有不利影響、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不予許可。
Ϊέన!
香港或澳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於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或經許
可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或播送後，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或不符第十二
條第一項公告規定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廢止其許可。
香港或澳門頻道節目於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播送後，主管機關認為對國家安
全有不利影響、違反職掌之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撤銷、廢止其許可。
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於接獲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撤銷、廢止許可之通知
後，應撤銷、廢止其原核發之許可。
ΪѲన!
政府機關、大專院校或以研究香港或澳門事務為主之機構、團體，為業務
或研究目的，有必要使用具有第四條各款情形之香港或澳門電影片、錄影
節目、廣播電視節目者，應專案申請主管機關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並在該
申請之政府機關、大專院校或機構、團體作非商業性映演、播送，其參與
者以業務或研究有關人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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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許可，主管機關得徵詢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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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ΪϤన!
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最近一年未違反相關法令受行政處分之大眾傳播事
業、機構、團體得依業務性質，於展覽、觀摩一個月前，申請主管機關許
可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展
覽、觀摩。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展覽出版品者，不得於展覽時銷售；經許可在臺灣地區
觀摩之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節目者，不得於觀摩時，直接或間接向觀
眾收取對價。但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不在此限。
經許可展覽、觀摩者，應於展覽、觀摩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前項香港或澳
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運出臺灣地區。但經主管機
關專案許可贈送有關機關（構）典藏者，不在此限。
同一申請者在一年內申請觀摩香港或澳門電影片之數量及放映場次，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違反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依本條例第五十
四條規定處分，及於一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Ϊϲన! Ȟւଶȟ
ΪΜన!
香港或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核驗或留待審查
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主管機關得限期命所有人或持有人退運、銷磁
或銷燬。但所有人或持有人逾期未處理，或付郵遞送經留待審查不予許可
進入臺灣地區者，由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
ΪΤ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處分。
ΪΤనϞΙ!
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所為之公告，應刊登政
府公報。
ΪΞన!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但有本條例第六十二條但書情形時，分別
自本條例一部或全部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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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
1.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綜一字第 091102067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 條、第 7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4 條所列屬「行政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
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各依權責管轄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大眾傳播事業指出版事業及廣播電視事業，從業人員指大眾傳
播事業之新聞從業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
。

第二章 出版事業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出版事業指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事
業。
第五條
動員實施階段，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不得記載、錄製
下列內容：
一、危害地方治安、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事項。
二、涉及國防、軍事、政治、外交之國家機密。
三、足以影響民心士氣之報導。
四、挑撥民眾與政府情感之言論。

第三章 廣播電視事業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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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稱廣播電視事業，指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
視法所規範之事業。
Μన!
動員實施階段，新聞局得停止申請設立廣播電視事業。
Τన!
動員實施階段，廣播電視事業應依新聞局通知停止播送節目或指定播送特
定之節目或訊息。
Ξన!
動員實施階段，廣播電視事業播送或發行之節目或廣告應經新聞局審查核
准，其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二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條、第
五十條或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第二十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涉及國防、軍事、政治、外交之國家機密。
三、足以影響民心士氣之報導。
四、挑撥民眾與政府情感之言論。

第四章 新聞從業人員
Ϊన!
本辦法所稱新聞從業人員，指在大眾傳播事業從事新聞採訪、撰述、編
輯、編譯、編審及其他相關工作之人員。
ΪΙన!
動員實施階段，記者採訪新聞，應由其所屬大眾傳播事業向新聞局申請許
可並確切遵守國防部有關規定。
前項申請作業規定，由新聞局另訂之。
ΪΠన!
動員實施階段，未取得國防部或當地軍事指揮官核可之新聞稿、照片、錄
音帶、錄影帶及錄影片等，大眾傳播事業不得發布、刊登或播送。
Ϊέన!
動員實施階段，新聞從業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國策或有損害國家利益之言論者。
二、影響軍事安全或戰事遂行者。
三、影響民心士氣、社會安全與公共秩序之行為者。
四、洩漏有關國防、軍事、政治、外交之國家機密者。
五、利用職務為詐欺、勒索或恐嚇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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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Ѳన!
動員實施階段，新聞局為新聞採訪安全與需要，得舉辦新聞從業人員講
習。

第五章 附

則

ΪϤన!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論處外，並依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分。
Ϊϲన!
動員實施階段，外國大眾傳播事業及其從業人員，準用本辦法有關規定。
Ϊ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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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3 日經濟部(90)經能字第 09004617560 號令、交通部(90)交郵發字
第 00060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1 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0604603000 號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
傳基礎字第 1066301677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
稱：電業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細則）

Ιన!
本規則依電業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訂定之。
Πన!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線：利用有線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
其他性質訊息之架空線路或纜線。
二、電壓：線路之線間實效電壓。於有效接地系統（多重有效接地）指導
線與大地間實效電壓。但電壓在七百五十伏特以下而經接地者，則
為任一相與大地間之電壓。
三、導線：使用於線路回路中之相線而用以傳輸電力電流之電線。連接相
線與其他電力設備之電線亦屬之。
四、電纜：導線之具有絕緣及被覆體者。
έన!
電信線與線路交叉或置於同一桿時，電信線應設置在線路下方。
Ѳన!
新設、遷移或變更線路時，對原有電信線產生有害之感應電壓，應在下列
規定範圍內為原則：
一、電纜電路之常態感應雜音電壓在一毫伏特以下。
二、明線電路之常態感應雜音電壓在二．五毫伏特以下。
三、常態感應縱電壓在十五伏特以下。
四、常態感應危險縱電壓在六十伏特以下。但對可能接近被感應線路人員
可發布特別指示或在連接於危險線路之儀器設備可特別標明容許接
近部分時，得提高至一五○伏特。
五、異常感應縱電壓在四三○伏特以下。但供電線路裝設有高速電驛，其
故障電流消除時間通常在○．二秒以下，最長不超過○．五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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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高至六五○伏特。
六、靜電感應電壓在一五○伏特以下。
Ϥన!
電信線及線路，以分別立桿互不妨礙為原則。但在特殊情形之下電信線必
須架於線路桿時，電信業者應以書面敘明間隔距離等之相關技術資料向發
電業或輸配電業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後設置。
ϲన!
在同一街道之電信線與線路，應分別裝設於街道之兩側。但有必要裝設於
同一側時，雙方線間之距離，應依本規則辦理。
Μన!
街道兩邊因新增設線路，致與既設線路無法維持規定間隔距離者，應由新
增設之一方負擔其改善費用。
Τన!
裝設方法符合本規則規定之已設電信線或線路，因後設線路之有關單位申
請而必須遷移、更換電桿或遷移設備時，其所需之費用由後設者全部負
擔。
Ξన!
電信線與線路之設置單位，對於線路之裝設或遷移，雙方協商後未有共識
時，應報請相關主管機關會商，必要時得邀集技術專家參與。
Ϊన!
電信線與線路分桿並行時，除依第四條之規定外，雙方導線之水平間隔距
離應保持一．五公尺以上。
雙方導線無法保持前項水平間隔時，其垂直最小距離應按下表辦理：
線路電壓
電纜
750 伏特以下
非電纜
751 伏特~22,000 伏特
22,001 伏特~50,000 伏特
50,001 伏特以上

雙方導線垂直最小距離
0.6 公尺
1.0 公尺
1.2 公尺
1.8 公尺
每增加 1 千伏特，距離增加 0.01 公尺，
未滿 1 千伏特以 1 千伏特計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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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Ιన!
電信線與線路分桿交叉時，其垂直距離不得小於下表之規定：
線路電壓
電纜
750 伏特以下
非電纜
751 伏特~22,000 伏特
22,001 伏特~50,000 伏特
50,001 伏特以上

雙方導線垂直最小距離
0.6 公尺
1.0 公尺
1.2 公尺
1.8 公尺
每增加 1 千伏特，距離增加 0.01 公尺，
未滿 1 千伏特以 1 千伏特計ˤ

ΪΠన
電信線與線路互相交叉越過時，雙方在跨越處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線路之設置應依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辦理。
二、電信線與地面之距離以不超過八公尺為原則。但地形特殊者不在此
限。
Ϊέన
電信線與線路置於同一桿時，以線路電壓二二、○○○伏特以下者為限。
但發電業及輸配電業為調度供電保障安全之自置專用電信線不在此限。
前項電信線之纜線條數，以不超過兩條為原則。但有特殊需要時，得由雙
方隨時協商辦理之。
ΪѲన
電信線與線路置於同一桿時，雙方之垂直距離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電業線路電壓
8,700 伏特以下
8,701 伏特以上

雙方導線垂直最小距離
0.6 公尺
1.0 公尺

ΪϤన
電信線與線路置於同一桿時，雙方接戶線均應使用絕緣線，電壓在二五○
伏特以下者，其距離以○．六公尺以上為原則。如有其他因素時，由雙方
在不影響安全範圍內協商之。
Ϊϲన
電信線與線路置於同一桿時，雙方各依其原有規定分別設置地線，雙方接
地線不得同桿架設。但必要時，得在電桿相反兩側裝設，雙方之接地電阻

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規則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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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在七十五歐姆以下。
ΪΜన
電信線與線路置於同一桿時，施工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依規定架設
之。
ΪΤన
線路桿如需遷移、下地、拆除、或增掛設備致共同置於桿上之電信線無法
符合本規則規定者，發電業或輸配電業應於七天前通知電信業者配合拆
遷，如遇突發事故搶修需要緊急處理時，得隨時通知電信業者立即配合拆
遷。電信業者未能配合拆遷者，發電業或輸配電業得逕行拆除之。
ΪΞన
設於線路桿之電信線，電信業者在每桿每條電信纜線應標示系統名稱（包
含公司、行號名稱、電話）
。
ΠΪన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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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標準法
1. 中華民國 59 年 8 月 31 日總統(59)台統（一）義字第 788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6 條
2.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941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8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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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央法規之制定、施行、適用、修正及廢止，除憲法規定外，依本法之規
定。
第二條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第三條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
準或準則。

第二章 法規之制定
第四條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第五條
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
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
第六條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
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第八條
①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
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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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②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 1、2、3 等數字，並稱為第某目之 1、2、
3。
第九條
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劃分為第某編、第某章、第某節、第某
款、第某目。
第十條
①修正法規廢止少數條文時，得保留所廢條文之條次，並於其下加括弧，註
明「刪除」二字。
②修正法規增加少數條文時，得將增加之條文，列在適當條文之後，冠以前
條「之一」
、
「之二」等條次。
③廢止或增加編、章、節、款、目時，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
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
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第三章 法規之施行
第十二條
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
第十三條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
效力。
第十四條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
力。
第十五條
法規定有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
力。

第四章 法規之適用
第十六條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
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中央法規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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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
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
第十八條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
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
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
規。
第十九條
①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
②法規停止或恢復適用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廢止或制定之規定。

第五章 法規之修正與廢止
第二十條
①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
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
三、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
四、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②法規修正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一、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二、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三、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四、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第二十二條
①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②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③依前二項程序廢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
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第二十三條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不適用前條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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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①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送
立法院審議。但其期限在立法院休會期內屆滿者，應於立法院休會一個月
前送立法院。
②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
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
第二十五條
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者，其廢止或延長，由承受其業務之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

第六章 附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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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
1. 中華民國 83 年 1 月 11 日總統(83)華總（一）義字第 0165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64 條
2.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761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7、13
∼17、35、38、39、41、42、49、50、57、58、62 條條文；並增訂第 7-1、10-1、111、19-1、44-1、45-1∼45-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6 日行政院院臺聞字第 0920020214 號令發布第 45-4 條第四項之小
額消費爭議額度定為新臺幣十萬元
3.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7751 號令增訂第 2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39 條、第 40 條第
1 項、第 41 條第 1、2 項、第 44-1 條、第 49 條第 1、4 項所列屬「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改由「行政院」管轄；第 40 條第 2 項所列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改為諮詢審議性質之任務編組「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並以設置要點定之；第 60 條所列屬「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辦理
4.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6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8、111、13、17、18、19、22、29、39∼41、44-1、45、45-4、46、49、51、57、58、60、
62、64 條條文及第三節節名；增訂第 17-1、19-2、56-1 條條文；刪除第 19-1 條條文；
並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2 條第 10、11 款及第 18∼19-2 條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院臺消保字第 1040155873 號令發布第 2 條第 10、11
款及第 18∼19-2 條，定自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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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①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
制定本法。
②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第二條
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
三、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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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四、消費爭議：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
五、消費訴訟：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
六、消費者保護團體：指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而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
七、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
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不限於書面，其以放
映字幕、張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表示者，亦屬之。
八、個別磋商條款：指契約當事人個別磋商而合意之契約條款。
九、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
全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
十、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
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
十一、訪問交易：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與消費者在其住居所、工作場
所、公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立之契約。
十二、分期付款：指買賣契約約定消費者支付頭期款，餘款分期支付，而
企業經營者於收受頭期款時，交付標的物與消費者之交易型態。
第三條
①政府為達成本法目的，應實施下列措施，並應就與下列事項有關之法規及
其執行情形，定期檢討、協調、改進之：
一、維護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與安全衛生。
二、防止商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益。
三、確保商品或服務之標示，符合法令規定。
四、確保商品或服務之廣告，符合法令規定。
五、確保商品或服務之度量衡，符合法令規定。
六、促進商品或服務維持合理價格。
七、促進商品之合理包裝。
八、促進商品或服務之公平交易。
九、扶植、獎助消費者保護團體。
十、協調處理消費爭議。
十一、推行消費者教育。
十二、辦理消費者諮詢服務。
十三、其他依消費生活之發展所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②政府為達成前項之目的，應制定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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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
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第五條
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運用，俾
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
第六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章 消費者權益
第一節 健康與安全保障
第七條
①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
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②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
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③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第七條之一
①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
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②商品或服務不得僅因其後有較佳之商品或服務，而被視為不符合前條第一
項之安全性。
第八條
①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
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
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②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
業經營者。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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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
之提供者，負本法第七條之製造者責任。
第十條
①企業經營者於有事實足認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
虞時，應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但企業經營者所為必要之處理，
足以除去其危害者，不在此限。
②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而未於明顯處為
警告標示，並附載危險之緊急處理方法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十條之一
本節所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
制或免除。

第二節 定型化契約
第十一條
①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
②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第十一條之一
①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
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②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
③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
④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
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
第十二條
①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②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
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
者。
第十三條
①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
者，應以顯著之方式，公告其內容，並經消費者同意者，該條款即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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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
②企業經營者應給與消費者定型化契約書。但依其契約之性質致給與顯有困
難者，不在此限。
③定型化契約書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者，企業經營者應給與消費者該定型化
契約書正本。
第十四條
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
見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十五條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
無效。
第十六條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
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
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第十七條
①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
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②前項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除權、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③第一項不得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④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
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⑤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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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第十七條之一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負舉證責任。

第三節 特種交易
第十八條
①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下列資訊以清楚
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
一、企業經營者之名稱、代表人、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消
費者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
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
三、消費者依第十九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
四、商品或服務依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
用。
五、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②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前項應提供之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
閱、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
①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②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
③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
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消滅。
④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
為解除。
⑤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
第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十九條之二
①消費者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者，除當事
人另有個別磋商外，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至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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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處所或約定處所取回商品。
企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契約通知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
契約經解除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定，對於消費者
較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不利者，無效。
ΠΪన
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之商品，消費者不負保管義務。
前項物品之寄送人，經消費者定相當期限通知取回而逾期未取回或無法通
知者，視為拋棄其寄投之商品。雖未經通知，但在寄送後逾一個月未經消
費者表示承諾，而仍不取回其商品者，亦同。
消費者得請求償還因寄送物所受之損害，及處理寄送物所支出之必要費
用。
ΠΪΙన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以書面為之。
前項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頭期款。
二、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款與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
三、利率。
企業經營者未依前項規定記載利率者，其利率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者，消費者不負現金交易價
格以外價款之給付義務。

第四節 消費資訊之規範
ΠΪΠన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
之內容。
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
ΠΪΠనϞΙ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從事與信用有關之交易時，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
總費用之年百分率。
前項所稱總費用之範圍及年百分率計算方式，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ΠΪέ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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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
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ΠΪѲన
企業經營者應依商品標示法等法令為商品或服務之標示。
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說明書，其內容不得較原產地之標示
及說明書簡略。
輸入之商品或服務在原產地附有警告標示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ΠΪϤన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
前項保證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種類、數量，其有製造號碼或批號者，其製造號
碼或批號。
二、保證之內容。
三、保證期間及其起算方法。
四、製造商之名稱、地址。
五、由經銷商售出者，經銷商之名稱、地址。
六、交易日期。
ΠΪϲన
企業經營者對於所提供之商品應按其性質及交易習慣，為防震、防潮、防
塵或其他保存商品所必要之包裝，以確保商品之品質與消費者之安全。但
不得誇張其內容或為過大之包裝。

第三章 消費者保護團體
ΠΪΜ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以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為限。
消費者保護團體應以保護消費者權益、推行消費者教育為宗旨。
ΠΪΤ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之任務如下：
一、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調查、比較、研究、發表。
二、商品或服務品質之調查、檢驗、研究、發表。
三、商品標示及其內容之調查、比較、研究、發表。
四、消費資訊之諮詢、介紹與報導。
五、消費者保護刊物之編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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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費者意見之調查、分析、歸納。
七、接受消費者申訴，調解消費爭議。
八、處理消費爭議，提起消費訴訟。
九、建議政府採取適當之消費者保護立法或行政措施。
十、建議企業經營者採取適當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十一、其他有關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事項。
ΠΪΞ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從事商品或服務檢驗，應設置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設
備或委託設有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設備之機關、團體檢驗之。
執行檢驗人員應製作檢驗紀錄，記載取樣、儲存樣本之方式與環境、使用
之檢驗設備、檢驗方法、經過及結果，提出於該消費者保護團體。
消費者保護團體發表前項檢驗結果後，應公布其取樣、儲存樣本之方式與
環境、使用之檢驗設備、檢驗方法及經過，並通知相關企業經營者。
消費者保護團體發表第二項檢驗結果有錯誤時，應主動對外更正，並使相
關企業經營者有澄清之機會。
έΪన
政府對於消費者保護之立法或行政措施，應徵詢消費者保護團體、相關行
業、學者專家之意見。
έΪΙ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商品或服務之調查、檢驗時，得請求政府予以必要之協
助。
έΪΠ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辦理消費者保護工作成績優良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財務上
之獎助。

第四章 行政監督
έΪέ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
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其
經過及結果。
前項人員為調查時，應出示有關證件，其調查得依下列方式進行：
一、向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查詢。
二、通知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三、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商品或服務對於消費者生命、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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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或財產無損害之虞。
四、派員前往企業經營者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有關場所進行調查。
五、必要時，得就地抽樣商品，加以檢驗。
έΪѲ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調查時，對於可為證據之物，得聲請檢察官扣押
之。
前項扣押，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扣押之規定。
έΪϤ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檢驗，得委託設有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
設備之消費者保護團體、職業團體或其他有關公私機構或團體辦理之。
έΪϲ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經第三十三條
之調查，認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
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該
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工、輸入、經銷或服務之提供，或採取其他
必要措施。
έΪΜ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消費者已發生
重大損害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時，除為前條之處置外，應
即在大眾傳播媒體公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服務、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έΪΤన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為前五條規定之措施。
έΪΞన
行政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置消費者保護官若干名。
消費者保護官任用及職掌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ѲΪన
行政院為監督與協調消費者保護事務，應定期邀集有關部會首長、全國性
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全國性企業經營者代表及學者、專家，提供本法相
關事項之諮詢。
ѲΪΙన
行政院為推動消費者保護事務，辦理下列事項：
一、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擬及審議。
二、消費者保護計畫之研擬、修訂及執行成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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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審議及其執行之推動、連繫與考核。
四、國內外消費者保護趨勢及其與經濟社會建設有關問題之研究。
五、消費者保護之教育宣導、消費資訊之蒐集及提供。
六、各部會局署關於消費者保護政策、措施及主管機關之協調事項。
七、監督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及指揮消費者保護官行使職權。
消費者保護之執行結果及有關資料，由行政院定期公告。
ѲΪΠన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費者服務中心，辦理消費者之諮詢服務、教
育宣導、申訴等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得於轄區內設分中心。

第五章 消費爭議之處理
第一節 申訴與調解
ѲΪέన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
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
消費者依第一項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
者保護官申訴。
ѲΪѲన
消費者依前條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
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ѲΪѲనϞΙ
前條消費爭議調解事件之受理、程序進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ѲΪϤన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置委員七名至二十一
名。
前項委員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消費者保護官、消費者保護團體
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學者及專家充任之，以消費
者保護官為主席，其組織另定之。
ѲΪϤనϞΙ
調解程序，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適當之處所行之，其程序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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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
調解委員、列席協同調解人及其他經辦調解事務之人，對於調解事件之內
容，除已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ѲΪϤనϞΠ
關於消費爭議之調解，當事人不能合意但已甚接近者，調解委員得斟酌一
切情形，求兩造利益之平衡，於不違反兩造當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依
職權提出解決事件之方案，並送達於當事人。
前項方案，應經參與調解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並記載第四十五條之三所定
異議期間及未於法定期間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ѲΪϤనϞέ
當事人對於前條所定之方案，得於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
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者，視為調解不成立；其未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
者，視為已依該方案成立調解。
第一項之異議，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應通知他方當事人。
ѲΪϤనϞѲ
關於小額消費爭議，當事人之一方無正當理由，不於調解期日到場者，調
解委員得審酌情形，依到場當事人一造之請求或依職權提出解決方案，並
送達於當事人。
前項之方案，應經全體調解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並記載第四十五條之五所
定異議期間及未於法定期間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第一項之送達，不適用公示送達之規定。
第一項小額消費爭議之額度，由行政院定之。
ѲΪϤనϞϤ
當事人對前條之方案，得於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未於異
議期間內提出異議者，視為已依該方案成立調解。
當事人於異議期間提出異議，經調解委員另定調解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者，視為依該方案成立調解。
ѲΪϲన
調解成立者應作成調解書。
前項調解書之作成及效力，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
之規定。

第二節 消費訴訟
ѲΪΜ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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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ѲΪΤన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得設立消費專庭或指定專人審理消費訴訟
事件。
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之判決時，得依職權宣告為減免擔保之假執行。
ѲΪΞ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二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
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五十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
第五十三條不作為訴訟。
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者，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受委任之
律師，就該訴訟，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
消費者保護團體關於其提起之第一項訴訟，有不法行為者，許可設立之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之評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ϤΪన
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
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
前項訴訟，因部分消費者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致人數不足二十人
者，不影響其實施訴訟之權能。
第一項讓與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
條第一項非財產上之損害。
前項關於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利益，應依讓與之消費者單獨個別
計算。
消費者保護團體受讓第三項所定請求權後，應將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
除訴訟及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支付予律師之必要費用後，交付該讓與請求權
之消費者。
消費者保護團體就第一項訴訟，不得向消費者請求報酬。
ϤΪΙన
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
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
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
償金。
Ϥ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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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
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免繳裁判費。
ϤΪέన
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就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
費者規定之行為，得向法院訴請停止或禁止之。
前項訴訟免繳裁判費。
ϤΪѲన
因同一消費關係而被害之多數人，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
一人或數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者，法院得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後公告曉
示，其他之被害人得於一定之期間內以書狀表明被害之事實、證據及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賠償。其請求之人，視為已依民事訴訟法第四
十一條為選定。
前項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送達於兩造。
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新聞
紙，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ϤΪϤన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於依前條為訴訟行為者，準
用之。

第六章 罰

則

ϤΪϲన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或第二十六條規定之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
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ϤΪϲనϞΙ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
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
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ϤΪΜన
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六項、第三十三條或
第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調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Ϥ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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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或第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命令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ϤΪΞన
企業經營者有第三十七條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除依該條及第三十六條
之規定處置外，並得對其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ϲΪన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中央主
管機關或行政院得立即命令其停止營業，並儘速協請消費者保護團體以其
名義，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
ϲΪΙన
依本法應予處罰者，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時，從其規定；涉及刑事
責任者，並應即移送偵查。
ϲΪΠన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處罰，經限期繳納後，屆期仍未繳納者，依
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七章 附

則

ϲΪέ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ϲΪѲ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二條第
十款與第十一款及第十八條至第十九條之二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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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ҁҺܾݲ
1. 中華民國 80 年 2 月 4 日總統(80)華總（一）義字第 0704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9 條
2. 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577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0、11、
16、18∼21、23、35∼37、40∼42、46、49 條條文；並增訂第 23-1∼23-4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9 年 4 月 26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44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9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7、8、11
∼17、23-4、40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11-1、27-1、42-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406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7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41 條
條文；增訂第 3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22318 號公告第 9 條第 1、2 項所列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2 月 6 日起改由「公平交易委員會」
管轄
7.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31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50 條：除
第 10、11 條條文自公布三十日後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8.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861 號令增訂公布第 47-1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32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
所稱事業。
έన
本法所稱交易相對人，指與事業進行或成立交易之供給者或需求者。
Ѳన

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

919
929

本法所稱競爭，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
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Ϥన
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
圍。
ϲన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
之。

第二章 限制競爭
Μన
本法所稱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
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Τన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
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
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
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
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Ξన
獨占之事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Ϊ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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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事業及與該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
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ΪΙన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
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
業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
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等
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
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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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
報案件，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
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
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機
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ΪΠన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
合者。
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
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
二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十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情形者。
五、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持有百分之百股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類型。
Ϊέన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
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八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ΪѲన
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
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
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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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
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
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
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ΪϤన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
式。
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
品、服務或市場。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六、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
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
八、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Ϊϲన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五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三個月至六個月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
不得逾五年。
ΪΜన
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更、事業逾越許可範圍
或違反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許
可、變更許可內容、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ΪΤన
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及其有關之條件、負擔、期限，應主動公開。
ΪΞన
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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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ΠΪన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
合、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第三章 不公平競爭
ΠΪΙన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
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
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
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
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
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
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
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ΠΪΠన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

924! 肆、其他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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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
表徵之商品者。
二、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
務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
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前項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
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於下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或服務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同
類商品或服務之其他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
或表徵之商品或服務者。
二、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
商品或服務者。
三、對於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列之表徵，在未著名前，善意為相同或
近似使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
而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者。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行為，致其商品或服務來源有混淆
誤認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但對僅為運送商品者，
不適用之。
ΠΪέన
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贈獎之方法，爭取交易之機會。
前項贈品、贈獎之範圍、不當提供之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ΠΪѲన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
事。
ΠΪϤన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行為。

第四章 調查及裁處程序
ΠΪϲ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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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
調查處理。
ΠΪΜన
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得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二、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派員前往當事人及關係人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
查。
依前項調查所得可為證據之物，主管機關得扣留之；其扣留範圍及期間，
以供調查、檢驗、鑑定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調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執行調查之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
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絕之。
ΠΪΤన
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進行調查時，事業承諾在主管
機關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主管機關
得中止調查。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對事業有無履行其承諾進行監督。
事業已履行其承諾，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主管機
關得決定終止該案之調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恢復調查：
一、事業未履行其承諾。
二、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所依據之事實發生重大變化。
三、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係基於事業提供不完整或不真實之資訊。
第一項情形，裁處權時效自中止調查之日起，停止進行。主管機關恢復調
查者，裁處權時效自恢復調查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
算。

第五章 損害賠償
ΠΪΞన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
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έΪన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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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Ιన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
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
額。
έΪΠన
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為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έΪέన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
書內容登載新聞紙。

第六章 罰

則

έΪѲన
違反第九條或第十五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έΪϤన
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免
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為之罰鍰處分：
一、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
為，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
調查。
二、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
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前項之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準及家數、違法事證之檢附、
身分保密及其他執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έΪϲన
違反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έΪΜన

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

927
937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二十
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
金。
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έΪΤన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之處罰，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έΪΞన
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禁
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十三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
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
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違反主管機關依前二項所為之處分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勒令歇
業或停止營業。
前項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六個月為限。
ѲΪన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
事業違反第九條、第十五條，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
前項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計算、情節重大之認定、罰鍰計算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ѲΪΙన
前二條規定之裁處權，因五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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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Πన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為止。
ѲΪέన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違反本法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就其參
與違法行為之成員併同罰之。但成員能證明其不知、未參與合意、未實施
或在主管機關開始調查前即停止該違法行為者，不予處罰。
ѲΪѲన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進行調查時，受調查者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
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者，主管機關得繼續通知調查，並按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
帳冊、文件等資料或證物為止。

第七章 附

則

ѲΪϤన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ѲΪϲన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
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
ѲΪΜన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
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
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
同。
ѲΪΜనϞΙ
主管機關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得設立反
托拉斯基金。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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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撥違反本法罰鍰之百分之三十。
二、基金孳息收入。
三、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
二、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調查及交流事項。
三、補助本法與涉及檢舉獎金訴訟案件相關費用之支出。
四、辦理競爭法相關資料庫之建置及維護。
五、辦理競爭法相關制度之研究發展。
六、辦理競爭法之教育及宣導。
七、其他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之必要支出。
前項第一款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
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ѲΪΤన
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處分或決定不服者，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訴願法規定終結之。
ѲΪΞ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ϤΪన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自
公布三十日後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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এΡၥਟ߳៖ݲ
1. 中華民國 84 年 8 月 11 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 596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5 條
2.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512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6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但現行條文第 19∼22、43 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1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10056845 號令發布除第 6、54 條條文
外，其餘條文定自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8、
11、15、16、19、20、41、45、53、54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50154280 號令發布定自 105 年 3 月 15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0 日法務部法律字第 10803500010 號、國家發展委員會發法字第
1080080004A 號會銜公告第 53 條、第 55 條所列屬「法務部」之權責事項，改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管轄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
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
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
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
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集合。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
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六、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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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八、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本人。
έన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
限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Ѳన
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於本法適用
範圍內，視同委託機關。
Ϥన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
ϲన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
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
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
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
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
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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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
書面為之。
Μన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
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
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
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
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人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
當事人如未表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人資料者，推定當事人已依第十五條
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同意。
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Τ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
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
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Ξ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
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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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
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Ϊ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
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
益。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ΪΙ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更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
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
在此限。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
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ΪΠ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
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Ϊέన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條規定之請求，應於十五日內，
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
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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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一條規定之請求，應於三十日
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並應
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ΪѲన
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得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第二章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ΪϤన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Ϊϲన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ΪΜన
公務機關應將下列事項公開於電腦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供公眾查閱；
其有變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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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Τన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第三章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ΪΞన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
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
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
資料。
ΠΪన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
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
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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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
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
付所需費用。
ΠΪΙన
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限制之：
一、涉及國家重大利益。
二、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
三、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善之法規，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
虞。
四、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地區）傳輸個人資料規避本法。
ΠΪΠ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業務終止資料處理方法、國際傳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業務檢查而認有
必要或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虞時，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證明文件，進入檢
查，並得命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前項檢查時，對於得沒
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料或其檔案，得扣留或複製之。對於應扣留或複製
之物，得要求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無正當理由拒絕提
出、交付或抗拒扣留或複製者，得採取對該非公務機關權益損害最少之方
法強制為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第一項檢查時，得率同
資訊、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
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進入、檢查或處分，非公務機關及其相關人員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參與檢查之人員，因檢查而知悉他人資料者，負保密義務。
ΠΪέన
對於前條第二項扣留物或複製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之處
置；其不便搬運或保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管。
扣留物或複製物已無留存之必要，或決定不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處者，
應發還之。但應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ΠΪѲ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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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前二條之要
求、強制、扣留或複製行為不服者，得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認為有理
由者，應立即停止或變更其行為；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該聲明
異議之人請求時，應將聲明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前項決定不服者，僅
得於對該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第一項之人依法不得
對該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行為逕行提起行政訴
訟。
ΠΪϤన
非公務機關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除依本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為下列處分：
一、禁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二、命令刪除經處理之個人資料檔案。
三、沒入或命銷燬違法蒐集之個人資料。
四、公布非公務機關之違法情形，及其姓名或名稱與負責人。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前項處分時，應於防制
違反本法規定情事之必要範圍內，採取對該非公務機關權益損害最少之方
法為之。
ΠΪϲ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檢查
後，未發現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經該非公務機關同意後，得公布檢
查結果。
ΠΪΜన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
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前項計畫及處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第四章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
Π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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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
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
致者，不在此限。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
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
賠償者，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
超過新臺幣二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為限。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
第三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
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ΠΪΞన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
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
限。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
έΪన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έΪΙన
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公務機關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非公務機
關適用民法之規定。
έΪΠన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社團法人之社員人數達
一百人。
二、保護個人資料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許可設立三年以上。
έΪέన
依本法規定對於公務機關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者，專屬該機關所在地之地方
法院管轄。對於非公務機關提起者，專屬其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或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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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方法院管轄。
前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而其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
在中華民國之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
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無最後住所者，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管轄。
第一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以外之法人或其他團體，而其在中華民國現無
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或主事務所、主營業所不明者，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管轄。
έΪѲన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財團法人或公益社
團法人經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二十人以上以書面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以自
己之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書面撤回訴
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
前項訴訟，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
之當事人，得於一定期間內向前項起訴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授與訴
訟實施權，由該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授與訴訟實施權者，
亦得於法院公告曉示之一定期間內起訴，由法院併案審理。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亦得聲請法院為前項之公告。
前二項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
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其費用由國
庫墊付。
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
幣六十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έΪϤన
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程序當然
停止，該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依職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
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前條規定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
權之授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έΪϲన
各當事人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別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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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Μన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
行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文書內表明，或以書狀提出於法
院。
έΪΤన
當事人對於第三十四條訴訟之判決不服者，得於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依法提起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將其結果通知當事
人，並應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έΪΞన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將第三十四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
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事人。
提起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均不得請求報
酬。
ѲΪన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第五章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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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Ιన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ѲΪΠన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
為非法變更、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
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ѲΪέన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犯前二條之罪者，亦適用
之。
ѲΪѲ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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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ѲΪϤన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四十一條之罪者，或對公務機關犯第四十
二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ѲΪϲన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ѲΪΜన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
處分。
ѲΪΤన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
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ѲΪΞన
非公務機關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ϤΪన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非公務機關依前三
條規定受罰鍰處罰時，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外，應並受同一額度罰鍰
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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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ΪΙ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法規定：
一、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料。
二、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
合之影音資料。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或利用者，亦適用本法。
ϤΪΠన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之權限，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益團體辦
理；其成員因執行委任或委託事務所知悉之資訊，負保密義務。
前項之公益團體，不得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
權，以自己之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ϤΪέన
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提供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參考使用。
ϤΪѲన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前，非由當事人
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法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為處
理或利用者，應於處理或利用前，依第九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
前項之告知，得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首次利用時併同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告知而利用者，以違反第九條規定論處。
ϤΪϤ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法務部定之。
ϤΪϲన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行。
前項公布日於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人應於指
定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登記或許可之期間內者，該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
人得申請終止辦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終止辦理時，應退還已繳規費。
已辦理完成者，亦得申請退費。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終止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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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退費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金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已辦理完成者，其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
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請之日止，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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এΡၥਟ߳៖ࢊݲಠࠌ
1. 中華民國 85 年 5 月 1 日法務部(85)法令字第 1025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6 條
2.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法務部法令字第 1010310736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3
條；並自 101 年 10 月 1 日施行（原名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3.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 日法務部法令字第 10503502120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5、17、18
條條文；並自 105 年 3 月 15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0 日法務部法律字第 10803500010 號、國家發展委員會發法字第
1080080004A 號會銜公告第 33 條所列屬「法務部」之權責事項，改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管轄

Ιన
本細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法所稱個人，指現生存之自然人。
έన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得以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
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
識別該特定之個人。
Ѳన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病歷之個人資料，指醫療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列
之各款資料。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
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
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
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基因之個人資料，指由人體一段去氧核醣核酸構
成，為人體控制特定功能之遺傳單位訊息。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生活之個人資料，指性取向或性慣行之個人資
料。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指非針對特定疾病進行診斷
或治療之目的，而以醫療行為施以檢查所產生之資料。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指經緩起訴、職權不起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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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執行之紀錄。
Ϥన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定個人資料檔案，包括備份檔案。
ϲన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刪除，指使已儲存之個人資料自個人資料檔案中消
失。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內部傳送，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本身內部之資
料傳送。
Μన
受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法人、團體或自然人，依委託機關應
適用之規定為之。
Τన
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
督。
前項監督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二、受託者就第十二條第二項採取之措施。
三、有複委託者，其約定之受託者。
四、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
時，應向委託機關通知之事項及採行之補救措施。
五、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其保留指示之事項。
六、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及受託者履行委託契
約以儲存方式而持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
第一項之監督，委託機關應定期確認受託者執行之狀況，並將確認結果記
錄之。
受託者僅得於委託機關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受託
者認委託機關之指示有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
者，應立即通知委託機關。
Ξ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第八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十六條但書第一
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所稱法律，指法
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
Ϊ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及第五款、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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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但書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所稱法定職務，指於下列
法規中所定公務機關之職務：
一、法律、法律授權之命令。
二、自治條例。
三、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之自治規則。
四、法律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
ΪΙ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及第五款、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法定義
務，指非公務機關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所定之義務。
ΪΠ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及第五款所稱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第十八條
所稱安全維護事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稱適當
之安全措施，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
損、滅失或洩漏，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
前項措施，得包括下列事項，並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具
有適當比例為原則：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六、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八、設備安全管理。
九、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一、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Ϊέ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稱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指當事人自行對不特定人或特定多
數人揭露其個人資料。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稱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指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
令所公示、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公開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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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Ѳ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但書所定當事人
書面同意之方式，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ΪϤన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如係與其他意思表示於同一
書面為之者，蒐集者應於適當位置使當事人得以知悉其內容並確認同意。
Ϊϲన
依本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五十四條所定告知之方式，得以言詞、書面、
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
知悉之方式為之。
ΪΜన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款、第九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十六條但書第五
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五款所稱無從識別特
定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無從辨
識該特定個人者。
ΪΤన
本法第十條但書第三款所稱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指有害於第三人個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其他重大利益。
ΪΞన
當事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請求更正或補
充其個人資料時，應為適當之釋明。
ΠΪన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稱特定目的消失，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公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而無承受業務機關。
二、非公務機關歇業、解散而無承受機關，或所營事業營業項目變更而與
原蒐集目的不符。
三、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
四、其他事由足認該特定目的已無法達成或不存在。
ΠΪΙన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於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所定因執行職務或
業務所必須：
一、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二、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三、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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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Πన
本法第十二條所稱適當方式通知，指即時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
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
之。但需費過鉅者，得斟酌技術之可行性及當事人隱私之保護，以網際網
路、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公開方式為之。
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通知當事人，其內容應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
已採取之因應措施。
ΠΪέన
公務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為公開，應於建立個人資料檔案後一個月內
為之；變更時，亦同。公開方式應予以特定，並避免任意變更。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其他適當方式，指利用政府公報、新聞紙、雜誌、電子
報或其他可供公眾查閱之方式為公開。
ΠΪѲన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訂定個人資料安全維護規定。
ΠΪϤన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專人，指具有管理及維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且足以
擔任機關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經常性工作之人員。
公務機關為使專人具有辦理安全維護事項之能力，應辦理或使專人接受相
關專業之教育訓練。
ΠΪϲన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不以本法修正施
行後成立者為限。
ΠΪΜన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契約關係，包括本約，及非公務機關與當
事人間為履行該契約，所涉及必要第三人之接觸、磋商或聯繫行為及給付
或向其為給付之行為。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類似契約之關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或為交
易之目的，所進行之接觸或磋商行為。
二、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止而消滅或履行完成時，非公務機關與
當事人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確保個人資料完整性之目的所為
之連繫行為。
ΠΪΤన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一般可得之來源，指透過大眾傳播、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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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雜誌、政府公報及其他一般人可得知悉或接觸而取得個人資
料之管道。
ΠΪΞన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實施檢查時，應注意保守秘密及被檢查者之名譽。
έΪన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扣留或複製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料
或其檔案時，應掣給收據，載明其名稱、數量、所有人、地點及時間。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實施檢查後，應作成紀錄。
前項紀錄當場作成者，應使被檢查者閱覽及簽名，並即將副本交付被檢查
者；其拒絕簽名者，應記明其事由。
紀錄於事後作成者，應送達被檢查者，並告知得於一定期限內陳述意見。
έΪΙన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公益團體，指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設立並具備
個人資料保護專業能力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
έΪΠన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蒐集或處理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於修正施行後，
得繼續為處理及特定目的內之利用；其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者，應依本法
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為之。
έΪέన
本細則施行日期，由法務部定之。

950! 肆、其他相關法規
960

ড়ଉ༈ኬۏষོࡾۡߨϴᐠᜰএΡၥਟ
ᔬਰԊӒᆰ៖ᒲݲ
1.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54103779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Πన
本辦法所稱非公務機關包括下列各款：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
四、電視事業。
五、訂戶數達三千戶以上之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
六、經營國內新聞台頻道或購物頻道之衛星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έన
非公務機關應依其業務規模及特性，衡酌經營資源之合理分配，配置管理
之人員及相當資源，以規劃、訂定、修正與執行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以下簡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
。
本計畫及處理方法之訂定或修正，應經非公務機關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簽
署。
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及利用達五千名用戶之個人資料者，其訂定之本計
畫及處理方法內容應包含國內或國際個人資料安全稽核機制之規劃及執行
計畫。
Ѳన
非公務機關為因應個人資料之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安全事故
（以下簡稱事故）
，應訂定下列應變、通報及改善機制：
一、事故發生後應採取之應變措施，包括控制當事人損害之方式、查明事
故後通知當事人之適當方式及內容。
二、事故發生後應受通報之對象及其通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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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發生後，其改善措施之研議機制。
非公務機關遇有重大個人資料事故者，應即通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
前項所稱重大個人資料事故，係指個人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將危及非公務機關正常營運或大量當事人權益之情形。
Ϥన
非公務機關應就下列事項，訂定個人資料之管理程序：
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包含本法第六條所定特種個人資料者，
檢視其特定目的及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要件。
二、檢視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是否符合免為告知之事由，及告
知之內容、方式是否合法妥適。
三、檢視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是否符合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具有特定
目的及法定情形；其經當事人同意者，並應確保符合本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
四、檢視個人資料之利用，是否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其為特定
目的外之利用者，檢視是否符合法定情形，經當事人同意者，並應
確保符合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五、利用個人資料為行銷，當事人表示拒絕行銷者，立即停止利用其個人
資料行銷，並至少於首次行銷時，提供當事人免費表示拒絕接受行
銷之方式。
六、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全部或一部時，對受託人依本
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為適當之監督，並於委託契約或相關文件
中，明確約定其內容。
七、進行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前，檢視是否受本會相關法令限制並遵循之。
八、當事人行使本法第三條所定權利之相關事項：
（一）當事人身分之確認。
（二）提供當事人行使權利之方式，並告知所需支付之費用，及應釋
明之事項。
（三）對當事人請求之審查方式，並遵守本法有關處理期限之規定。
（四）有本法所定得拒絕當事人行使權利之事由者，其理由記載及通
知當事人之方式。
九、檢視個人資料於蒐集、處理或利用過程中是否正確；其有不正確或正
確性有爭議者，應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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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檢視所保有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是否消失，或期限是否屆滿；其特定
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者，應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十一、設置聯絡窗口供當事人申訴與諮詢。
ϲన
非公務機關應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紀錄、證據保存機制：
一、因執行本計畫及處理方法所定各種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程序及措施，
所記錄之個人資料使用情況、軌跡資料及相關證據。
二、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所保有之個人資料
後留存之下列紀錄：
（一）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之方法、時間。
（二）將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移轉其他對象者，其移轉
原因、對象、方法、時間，及該對象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合法
依據。
Μన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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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4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59870 號令制定全文 34 條；並自
公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7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34 條條
文；並自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80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7、11、
12、14∼17、32、34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4.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18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5∼7、
12、13、15、16、18、27、32 條條文；增訂第 3-1、11-1、16-1、18-1、32-1 條條文；
並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5.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300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34 條條
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50048109 號令發布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55511 號令刪除公布第 26 條條文

Ιన
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
社會秩序，特制定本法。
Πన
通訊監察，除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為之。
前項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
法為之。
έన
本法所稱通訊如下：
一、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
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
二、郵件及書信。
三、言論及談話。
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
理期待者為限。
έనϞΙ
本法所稱通信紀錄者，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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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信
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
本法所稱之通訊使用者資料，謂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地址、電信號碼及申請各項電信服務所填列之資料。
Ѳన
本法所稱受監察人，除第五條及第七條所規定者外，並包括為其發送、傳
達、收受通訊或提供通訊器材、處所之人。
Ϥన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經
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
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
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
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
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項關於違背職務行為之行賄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
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第五項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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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
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
項、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
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
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
請該管法院核發。聲請書應記載偵、他字案號及第十一條之事項，其監察
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對象住居所之調
查資料，釋明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
查仍無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調查，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險
情形。檢察官受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
長同意延長四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十八小
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
員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聲請不合法定程序、不備理由、未經釋明或釋明不足者，法院應予駁
回。其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
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
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
之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他字或相牽連案
件，得同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ϲన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
法犯恐嚇取財罪、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項、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
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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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三百三十二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
急迫危險；或有事實足信有其他通訊作為前條第一項犯罪連絡而情形急迫
者，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
察。但檢察官應告知執行機關第十一條所定之事項，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陳
報該管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檢察機關為受理緊急監察案件，應指定專責
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作為緊急聯繫窗口，以利掌握偵辦時效。
法院應設置專責窗口受理前項聲請，並應於四十八小時內補發通訊監察
書；未於四十八小時內補發者，應即停止監察。
Μన
為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而有監察下列通訊，以蒐集外國勢力或境外敵
對勢力情報之必要者，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一、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在境內之通訊。
二、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跨境之通訊。
三、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在境外之通訊。
前項各款通訊之受監察人在境內設有戶籍者，其通訊監察書之核發，應先
經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專責法官同意。但情況急迫者
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應即將通訊監察書核發情形，通知
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之專責法官補行同意；其未在四
十八小時內獲得同意者，應即停止監察。
Τన
前條第一項所稱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如下：
一、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或其所屬機關或代表機構。
二、由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指揮或控制之組織。
三、以從事國際或跨境恐怖活動為宗旨之組織。
Ξన
第七條第一項所稱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工作人員如下：
一、為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從事秘密情報蒐集活動或其他秘密情報活
動，而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教唆或幫助他人為之者。
二、為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從事破壞行為或國際或跨境恐怖活動，或
教唆或幫助他人為之者。
三、擔任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之官員或受僱人或國際恐怖組織之成員
者。
Ϊ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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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僅作為國家安全預警情報之用。但
發現有第五條所定情事者，應將所得資料移送司法警察機關、司法機關或
軍事審判機關依法處理。
ΪΙన
通訊監察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及涉嫌觸犯之法條。
二、監察對象。
三、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
四、受監察處所。
五、監察理由。
六、監察期間及方法。
七、聲請機關。
八、執行機關。
九、建置機關。
前項第八款之執行機關，指蒐集通訊內容之機關。第九款之建置機關，指
單純提供通訊監察軟硬體設備而未接觸通訊內容之機關。
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程序，不公開之。
ΪΙనϞΙ
檢察官偵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事實足認通信紀錄及通信
使用者資料於本案之偵查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時，除有急迫情形不及事先聲
請者外，應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調取票。聲請書之應記載事項，準用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之
必要時，得依前項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
票。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為偵辦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強盜、搶
奪、詐欺、恐嚇、擄人勒贖，及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而有
需要時，得由檢察官依職權或司法警察官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調取通信
紀錄，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一項之急迫原因消滅後，應向法院補行聲請調取票。
調取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
二、應調取之通信紀錄或使用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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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期間，逾期不得執行調取及調取後應將調取票交回之意旨。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核發調取票之程序，不公開之。
有調取第七條之監察對象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必要者，由綜理國家
情報工作機關向電信或郵政事業調取，不受前七項之限制。
ΪΠన
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第七條之通訊監察
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釋明具體理由，至遲
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提出聲請。但第五條、第六條繼續之監察期間，不
得逾一年，執行機關如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依第五條、第六條重行聲
請。
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偵查中檢察官、審判中法官認已
無監察之必要者，應即停止監察。
第七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認已無監察之
必要者，應即停止監察。
Ϊέన
通訊監察以截收、監聽、錄音、錄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
似之必要方法為之。但不得於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
器材。
執行通訊監察，除經依法處置者外，應維持通訊暢通。
執行機關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至少每三日派員取回監錄內容。
前項監錄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文。
ΪѲన
通訊監察之執行機關及處所，得依聲請機關之聲請定之。法官依職權核發
通訊監察書時，由核發人指定之；依第七條規定核發時，亦同。
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內容為執行機關
得使用該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
前項因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所生之必要費用，於執行後，得請求執行機關支
付；其項目及費額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公告之。
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功能，並負有協助建置機關建
置、維持通訊監察系統之義務。但以符合建置時之科技及經濟上合理性為
限，並不得逾越期待可能性。
前項協助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所生之必要費用，由建置機關負擔。另因協助
維持通訊監察功能正常作業所生之必要費用，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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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
ΪϤన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第二項通訊監察案件之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
時，應即敘明受監察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該監察案件之第十一條第一
項各款及通訊監察書核發機關文號、實際監察期間、有無獲得監察目的之
通訊資料及救濟程序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陳報法院通知受
監察人。如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者，應一併陳報。
通訊監察結束後，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逾一個月仍未為前項之
陳報者，法院應於十四日內主動通知受監察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
限。
法院對於第一項陳報，除有具體理由足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
通知之情形外，應通知受監察人。
前項不通知之原因消滅後，執行機關應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
關陳報法院補行通知。原因未消滅者，應於前項陳報後每三個月向法院補
行陳報未消滅之情形。逾期未陳報者，法院應於十四日內主動通知受監察
人。
關於執行機關陳報事項經法院審查後，交由司法事務官通知受監察人與該
受監察之電信服務用戶。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前項受監察之電信服務用戶包括個人、機關（構）
、或團體等。
Ϊϲన
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後，應按月向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
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報告執行情形。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
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
第五條、第六條通訊監察之監督，偵查中由檢察機關、審判中由法院，第
七條通訊監察之監督，由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派員至建置機關，或使
用電子監督設備，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形。偵查中案件，法院應定期派員
監督執行機關執行情形。
ΪϲనϞΙ
通訊監察執行機關、監督機關每年應製作該年度通訊監察之相關統計資料
年報，定期上網公告並送立法院備查。
前項定期上網公告，於第七條規定之通訊監察，不適用之。
第一項統計資料年報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聲請及核准通訊監察之
案由、監察對象數、案件數、線路數及線路種類。依第十一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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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取案件，亦同。
二、依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之停止監察案件，其停止情形。
三、依第十五條之通知或不通知、不通知之原因種類及原因消滅或不消滅
之情形。
四、法院依前條規定監督執行機關執行之情形。
五、依第十七條資料銷燬之執行情形。
六、截聽紀錄之種類及數量。
ΪΜన
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執行機關蓋印，保存完整真
實，不得增、刪、變更，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留存於該案卷或為監察目的
有必要長期留存者外，由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五年，逾期予
以銷燬。
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全部與監察目的無關者，執行機關應即報請檢察官、依
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許可後銷燬之。
前二項之資料銷燬時，執行機關應記錄該通訊監察事實，並報請檢察官、
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派員在場。
ΪΤన
依本法監察通訊所得資料，不得提供與其他機關（構）
、團體或個人。但
符合第五條或第七條規定之監察目的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執行、通訊監察所得資
料之保管、使用、銷燬，應就其經辦、調閱及接觸者，建立連續流程履歷
紀錄，並應與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連線。
前項其他執行通訊監察之機關每月應將所有截聽紀錄以專線或保密方式傳
遞至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
ΪΤనϞΙ
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
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
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
不在此限。
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
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為司法偵查、審判、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
用途，並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
違反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
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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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
ΪΞన
違反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監察他人通訊或洩漏、提供、使用監察通訊所
得之資料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
起訴者，不在此限。
ΠΪన
前條之損害賠償總額，按其監察通訊日數，以每一受監察人每日新台幣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計算。但能證明其所受之損害額高於該金額者，不在
此限。
前項監察通訊日數不明者，以三十日計算。
ΠΪΙన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ΠΪΠన
公務員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執行職務時違反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監察他人通訊或洩漏、提供、使用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者，國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依前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者，適用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條之
規定。
ΠΪέన
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及國家賠償法規定。
ΠΪѲన
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假借職務或業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ΠΪϤన
明知為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而無故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ΠΪϲన! Ȟւଶ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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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Μన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監察
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而無故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或檢察官執行本法而有法官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或第八十九條第四項各
款情事者，應移送個案評鑑。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違反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將本案
通訊監察資料挪作他用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ΠΪΤన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監察通訊所得
應秘密之資料，而無故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台幣二萬元以下罰金。
ΠΪΞన
監察他人之通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依法律規定而為者。
二、電信事業或郵政機關（構）人員基於提供公共電信或郵政服務之目
的，而依有關法令執行者。
三、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
者。
έΪన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之罪，須告訴乃論。
έΪΙన
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義務之電信事業及郵政機關（構）違反第十四條第二
項之規定者，由交通部處以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通知限期遵行而仍不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並得撤銷其特許或許可。
έΪΠన
軍事審判機關於偵查、審判現役軍人犯罪時，其通訊監察準用本法之規
定。
έΪΠనϞΙ
法務部每年應向立法院報告通訊監察執行情形。立法院於必要時，得請求
法務部報告並調閱相關資料。
立法院得隨時派員至建置機關、電信事業、郵政事業或其他協助執行通訊
監察之機關、事業及處所，或使用電子監督設備，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
形。
本法未規定者，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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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έ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έΪѲన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
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
公布之條文，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
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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ଉ߳ራЅᅿᄆࢊݲಠࠌ
1.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15 日行政院令、司法院(89)院台廳刑一字第 04471 號令會同訂定發
布全文 30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10033057 號令、司法院（九一）院台廳
刑一字第 14149 號令修正發布第 2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60056006 號令、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
096002572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36 條；並自 96 年 12 月 1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3 條所列屬「國
防部憲兵司令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改由「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管轄
4.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6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30038198 號令、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
1030017851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第 3∼5、8、16、20、27∼30、35、36 條條文；增訂第
13-1、13-2、16-1、16-2、23-1 條條文；並自 103 年 6 月 29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第 3 條所列屬「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與所屬偵防查緝隊、各海巡隊、各機動查緝隊以上單位」之權責事項，自
107 年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Ιన
本細則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線及無線電信，包括電信事業所設公共通
訊系統及專用電信。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郵件及書信，指信函、明信片、特製郵簡、
新聞紙、雜誌、印刷物、盲人文件、小包、包裹或以電子處理或其他具有
通信性質之文件或物品。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言論及談話，指人民非利用通訊設備所發表
之言論或面對面之對話；其以手語或其他方式表達意思者，亦包括在內。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
合理期待者，應就客觀事實加以認定。
έన
本法所稱司法警察機關，指內政部警政署與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所
屬分局或刑事警察大隊以上單位、法務部調查局與所屬各外勤調查處
（站）、工作組以上單位、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與所屬各地區憲兵隊以上單
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所屬偵防查緝隊、各海巡隊、各機動查緝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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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及其他同級以上之司法警察機關。
Ѳన
檢察官依本法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者，應備聲請書，
載明偵、他字案號及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事項，其監察對象非電信
服務用戶，應予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對象住居所之調查資料，釋
明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查仍無效
果，或以其他方法調查，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險情形，向
該管法院為之。
司法警察機關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者，應備文載明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事項，其監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載明；並檢
附前項後段所定相關文件與調查資料，及釋明有相當理由之情形，向有管
轄權之檢察機關為之。
司法警察機關依本法第六條規定報請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者，應於十六小時內備妥前項文件陳報該管檢察官。
Ϥన
法院就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聲請，其准予核發者，應即製作通訊監察書交付
聲請人；不予核發者，應以書面復知聲請人。就本法第十一條之一調取票
聲請之准駁，亦同。
ϲన
執行機關執行通訊監察時，如發現有危害國家安全情事者，應將相關資料
移送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
Μన
法官依本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者，應以書面通知
檢察官。
前項情形，檢察官應立即通知執行機關，執行機關應立即停止監聽，填寫
停止執行通知單送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及其他協助執行機關，
並陳報檢察官及法院。
Τన
檢察官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者，執行機關應製作紀錄，載明通知之時間、方式、內容及檢察官之姓
名，留存以備查考。
前項情形，檢察官應於通知執行機關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備聲請書，載
明第四條第一項所列事項，敘明具體理由及通知先予執行之時間，聲請該
管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並副知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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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先予執行通訊監察者，如經法院核復不予補發，或
自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未獲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者，執行
機關應立即停止監察，並陳報檢察官及法院。
前項情形，執行機關應即通知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
及其他協助執行機關停止監察。
Ξన
本法第七條所稱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指國家安全局。
Ϊన
依本法第十條但書規定將通訊監察所得資料移送司法警察機關、司法機關
或軍事審判機關者，應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管轄權不明者，移送其直接
上級機關依法處理。
ΪΙన
依本法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聲請通訊監察者，其聲請書所載明本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監察理由，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受監察人涉嫌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或第六條第一項犯罪之具體事實。
二、受監察之通訊與上述犯罪具有關連性之具體事證。
三、就上述犯罪曾經嘗試其他蒐證方法而無效果之具體事實，或不能或難
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之具體理由。
ΪΠన
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通知高等法院
專責法官同意通訊監察者，應備聲請書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
二、監察對象及其境內戶籍資料。
三、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
四、受監察處所。
五、監察理由及其必要性。
六、監察期間。
七、監察方法。
八、執行機關。
九、建置機關。
Ϊέన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之停止監察，執行機關應立即填寫停止執行通知單送建
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行機關，並陳報綜
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及高等法院專責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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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έనϞΙ
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通信使用者資料，指本法第三條之一第二項
之通訊使用者資料。
檢察官依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聲請核發調取票者，應備聲請書並記載
下列事項，向該管法院為之。但因急迫情形不及事先聲請而先為調取者，
於取得相關資料後，應儘速向該管法院補發調取票：
一、案由及涉嫌觸犯之法條。
二、調取種類。
三、聲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司法警察官依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報請檢察官許可或依本法第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聲請檢察官同意者，應備聲請書載明前項內容，向檢察機關為
之。
檢察官受理司法警察官報請許可或聲請同意之案件，應儘速為准駁之核
復。法院接獲檢察官聲請或核轉許可司法警察官聲請之案件，亦同。
法院核發調取票調取通信紀錄或通訊使用者資料者，執行機關應於調取完
畢後，將調取票送繳法院。
ΪέనϞΠ
各情報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八項報請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向電信
或郵政事業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者，應備文載明下列事項為
之：
一、案（事）由及涉嫌觸犯法條。但無觸犯法條者，得免記載。
二、調取種類。
三、申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前項調取所需費用，由電信或郵政事業向申請機關請求支付。
ΪѲన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通訊監察期間之起算，依通訊監察書之記載；未記載
者，自通訊監察書核發日起算。但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者，自通知先予執行之日起算；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但書先予核發通訊監
察書者，自核發之日起算。
ΪϤన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之停止監察，執行機關應立即填寫停止執行
通知單送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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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並陳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
關首長。
Ϊϲన
建置機關所屬人員不得接觸通訊內容，亦不得在現譯區域直接截收、聽取
或以其他方法蒐集通訊內容。
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所定監錄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
文，不包含依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但書陳報法院審查其他案件之內
容。
ΪϲనϞΙ
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其他案件，指與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
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不同者。
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所定之發現後七日內，自執行機關將該內容
作成譯文並綜合相關事證研判屬其他案件之內容，報告檢察官時起算。執
行機關為報告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審查：
一、本案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及涉嫌觸犯法條。
二、該其他案件之內容。
三、該其他案件之內容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有關連性或為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之罪之理由。
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所定之法院，於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之通訊監
察，為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之專責法官。
ΪϲనϞΠ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稱之挪作他用，指無故作不正當之使用。
ΪΜన
執行電信監察之執行處所，應置監察機房工作日誌，由工作人員按日登
載，並陳報機房所屬單位主管核閱。
前項執行處所，應訂定有關監察機房進出人員之資格限制、進出之理由及
時間等規定，送上級機關備查。
ΪΤన
執行機關於執行通訊監察時，發現有應予扣押之物，或有迅速處理之必要
者，應即報告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
機關首長。
ΪΞన
執行機關執行通訊監察，應依通訊監察書所載內容，以通訊監察書及協助
執行通知單通知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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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協助執行。但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先予執行通訊監察者，得僅
以協助執行通知單通知之。
ΠΪన
臺灣高等法院得建置通訊監察管理系統，供監督通訊監察之用。
建置機關應設置能立即自動傳輸全部上線及下線資訊之設備，即時將全部
上線及下線之資訊，以專線或其他保密方式，傳輸至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
察管理系統。但軍事審判官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及依本法第七條規定無須經
法院同意之通訊監察案件，不在此限。
ΠΪΙన
電信事業為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應將電信線路以專線接至建置機關監察機
房。但專線不敷使用或無法在監察機房內實施時，執行機關得請求建置機
關與電信事業協商後，派員進入電信機房附設之監錄場所執行。
執行機關依前項但書指派之人員，不得進入電信機房。
第一項發生專線不敷使用情形時，電信事業應依執行機關或建置機關之需
求，儘速擴增軟、硬體設施。
ΠΪΠన
為監督執行機關執行情形，司法院於必要時，得提出需求，由電信事業設
置能立即自動傳輸行動電信通訊監察上線及下線資訊之設備，即時將有關
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全部行動通訊監察上線及下線資訊，以專線或其他保
密方式，傳輸至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
行動以外電信有關前項通訊監察上線及下線資訊，電信事業應即時以專線
或其他保密方式，傳輸至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
ΠΪέన
執行機關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派員至電信機房附設之監錄場所執
行通訊監察時，應備函將該執行人員之姓名及職級通知該電信事業。
前項執行人員應遵守電信事業之門禁管制及機房管理相關規定；如有違
反，電信事業得拒絕其進入機房附設之監錄場所，並得通知其所屬機關。
因可歸責於第一項執行人員之事由致電信事業之機房設備損壞者，執行機
關應負賠償責任。
ΠΪέనϞΙ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之調閱相關資料、第二項所定之監督通訊
監察執行情形，均不包括偵查中之案件，且不得違反偵查不公開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使用電子監督設備時，不得聽取尚在偵
查中案件之內容。派員前往監督時，則應備文將所派人員之姓名及職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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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各該機關、事業，所派人員進出各該機關、事業所應遵守門禁管制及機
房管理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該機關及事業得拒絕之。
ΠΪѲన
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時，以
不影響其正常運作及通訊暢通為原則，且不得直接參與執行本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之監察方法。
執行機關因特殊案件需要，得請求建置機關要求電信事業指派技術人員協
助執行，並提供通訊系統及通訊網路等相關資料。電信事業如有正當理由
無法提供協助，應以書面告知執行機關。
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可立即以線路調撥執行通訊監察之功能；線路
調撥後執行通訊監察所需之器材，由建置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備。
ΠΪϤన
執行機關透過郵政事業之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時，執行人員應持通訊監察書
及協助執行通知單，會同該郵政事業指定之工作人員，檢出受監察人之郵
件，並由郵政人員將該郵件之種類、號碼、寄件人及收件人之姓名、地
址、原寄局名及交寄日期等資料，登入一式三份之清單，一份交執行人員
簽收，二份由郵政事業留存。
受監察人之郵件應依通訊監察書所記載內容處理，其時間以當班或二小時
內放行為原則。放行之郵件應恢復原狀並保持完整，由郵政人員在留存之
二份清單上簽名，並註明回收字樣，其中一份清單交執行人員收執，一份
併協助執行通知單及通訊監察書由郵政事業存檔。
ΠΪϲన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指電信事業及郵政事
業應使其通訊系統之軟硬體設備具有配合執行通訊監察時所需之功能，並
於執行機關執行通訊監察時予以協助，必要時並應提供場地、電力及相關
介接設備及本施行細則所定之其他配合事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將本細則施行前經特許或許可設置完成之第一類電
信事業之通訊系統及通訊網路等相關資料，提供予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
警政署評估其所需之通訊監察功能後，由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依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業務及設備設置情形，向第一類電信事業提出需求；第
一類電信事業應即依該需求，擬定所需軟硬體設備、建置時程及費用之建
置計畫，與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協商確定後辦理建置。必要時，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助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於本細則施行前已經同意籌設或許可之新設、新增或擴充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

971
981

通訊系統，於本細則施行時尚未完成籌設或建置者，於其通訊系統開始運
作前，應依前項之規定擬定配合執行通訊監察所需軟硬體設備、建置時程
及費用之建置計畫及辦理建置，並於其通訊系統開始運作時同時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本細則施行前交通部已公告受理特許經營之第一類電信業務，
其經核可籌設者，亦同。
第一類電信事業新設、新增或擴充通訊系統者，為確認其通訊系統具有配
合執行監察之功能，應由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提出監察需求，該
電信事業儘速擬定應配合執行通訊監察所需軟硬體設備、建置時程及費用
之建置計畫，經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與該電信事業協調確定後，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建（架）設許可證（函）後辦理建置，並經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確認符合通訊監察功能
後，於其通訊系統開始運作時同時協助執行通訊監察。
前三項建置計畫是否具有配合通訊監察所需之功能發生爭執時，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認定並裁決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即依裁決結果辦理。
第二類電信事業須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業務種類，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邀集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協調定之，並準用前四項規定辦理。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稱必要費用，指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因協助執行而
實際使用之設施及人力成本。
ΠΪΜన
執行機關應於通訊監察結束後十五日內，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以
書面載明該條第一項內容，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於收文後
十日內陳報法院審查。
前項所稱通訊監察結束，指該監察對象之監察期間全部結束日，且包括本
法第五條第四項之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通訊監
察期間屆滿、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
二條第三項其受監察人在境內設有戶籍之停止監察之情形。
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通知受監察人時，應以書面載明
下列事項：
一、通訊監察書核發機關及文號。
二、案由。
三、監察對象。
四、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
五、受監察處所。
六、監察期間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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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聲請機關。
八、執行機關。
九、有無獲得監察目的之通訊資料。
ΠΪΤన
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通知受監察人時，應副知執行機關、
檢察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
ΠΪΞన
執行機關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向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報
告通訊監察執行情形，應於次月七日前以書面載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內
容報告之；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但書先予核發通訊監察書者，自核發之日
起算。
執行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四項每十五日為報告時，自通訊監察書核發之日
起算。但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先予執行通訊監察者，自通知先予執行之日
起算。
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向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報告通訊監察執行
情形時，應以書面敘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內容。
έΪన
執行機關依本法第七條之通訊監察書為通訊監察者，應於通訊監察結束或
停止後七日內，以書面向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提出報告。綜理國家
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命執行機關報告者，執行機關應即報告。
前項書面，應載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內容。
έΪΙన
法院、檢察機關為使用電子監督設備執行監督，得建置相應之通訊監察線
上查核系統。
依本法第七條所為之通訊監察，其監督除由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派
員為之外，亦得由高等法院專責法官會同監督。
έΪΠన
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與其他協助執行機關保管之通訊監察書及執行通知單
等與通訊監察有關之文件，應妥善保管，並於通訊監察結束二年後依該事
業或協助執行機關之規定辦理銷燬。
έΪέన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監察通訊日數不明，包括下列情形：
一、違反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監察他人通訊，而其監察通訊日數不明或無
從計算者。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

973
983

二、違反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洩漏、提供或使用通訊監察所得之資料，而
無從計算其監察日數者。
έΪѲన
本法第三十二條所稱現役軍人，依軍事審判法之規定。
本細則關於司法警察機關之規定，於軍法警察機關準用之。
έΪϤన
檢察官、法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依法核發通訊監察書，仍應依修正條文施行前之
法定程序執行通訊監察、報告執行情形及通知受監察人。
法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依法核發通訊監察書，仍應依修正條文施行前之法定
程序執行通訊監察及報告執行情形。但本法第五條、第六條繼續之監察期
間，於修正施行後已逾一年，執行機關於通訊監察書之監察期間屆滿後，
得依本法重行聲請。
έΪϲన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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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002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3 條；施
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行政院院臺護字第 1070217128 號令發布定自 108 年 1 月 1 日
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積極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全環境，以保障國家
安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έన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資通系統：指用以蒐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除資訊或對資
訊為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之系統。
二、資通服務：指與資訊之蒐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除、其他
處理、使用或分享相關之服務。
三、資通安全：指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
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以確保其機密性、完整
性及可用性。
四、資通安全事件：指系統、服務或網路狀態經鑑別而顯示可能有違反資
通安全政策或保護措施失效之狀態發生，影響資通系統機能運作，
構成資通安全政策之威脅。
五、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地方機關（構）或公法人。但
不包括軍事機關及情報機關。
六、特定非公務機關：指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
七、關鍵基礎設施：指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網路，其功能一旦停止運
作或效能降低，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
有重大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定期檢視並公告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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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指維運或提供關鍵基礎設施之全部或一部，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並報主管機關核定者。
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其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應依預算法第四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送立法院，及其年度預算書應依同條第四項規定送立
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
Ѳన
為提升資通安全，政府應提供資源，整合民間及產業力量，提升全民資通
安全意識，並推動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專業人才之培育。
二、資通安全科技之研發、整合、應用、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合作。
三、資通安全產業之發展。
四、資通安全軟硬體技術規範、相關服務與審驗機制之發展。
前項相關事項之推動，由主管機關以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定之。
Ϥన
主管機關應規劃並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資通安全科技發展、國際交流
合作及資通安全整體防護等相關事宜，並應定期公布國家資通安全情勢報
告、對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概況報告及資通安全發展
方案。
前項情勢報告、實施情形稽核概況報告及資通安全發展方案，應送立法院
備查。
ϲన
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其他公務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資通安全整體防
護、國際交流合作及其他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前項被委託之公務機關、法人或團體或被複委託者，不得洩露在執行或辦
理相關事務過程中所獲悉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秘密。
Μన!
主管機關應衡酌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業務之重要性與機敏性、機關
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及性質等條
件，訂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分級；其分級基準、等級變更申請、義務內
容、專責人員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得稽核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其稽核之
頻率、內容與方法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定非公務機關受前項之稽核，經發現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失或
待改善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改善報告，並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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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న!
主管機關應建立資通安全情資分享機制。
前項資通安全情資之分析、整合與分享之內容、程序、方法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Ξన!
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委外辦理資通系統之建
置、維運或資通服務之提供，應考量受託者之專業能力與經驗、委外項目
之性質及資通安全需求，選任適當之受託者，並監督其資通安全維護情
形。

第二章 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Ϊన!
公務機關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
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
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ΪΙన!
公務機關應置資通安全長，由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或適當人員兼任，負責
推動及監督機關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ΪΠన!
公務機關應每年向上級或監督機關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無上
級機關者，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應送交主管機關。
Ϊέన!
公務機關應稽核其所屬或監督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受稽核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失或待改善者，應提出改善報
告，送交稽核機關及上級或監督機關。
ΪѲన!
公務機關為因應資通安全事件，應訂定通報及應變機制。
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時，除應通報上級或監督機關外，並應通報主
管機關；無上級機關者，應通報主管機關。
公務機關應向上級或監督機關提出資通安全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
並送交主管機關；無上級機關者，應送交主管機關。
前三項通報及應變機制之必要事項、通報內容、報告之提出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Ϊ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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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所屬人員對於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績效優良者，應予獎勵。
前項獎勵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Ϊϲ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徵詢相關公務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之意
見後，指定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以書面通知受核
定者。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並考量其所
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
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
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稽核所管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情形。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失或待改善者，應提出
改善報告，送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實施情形之提出、稽核之
頻率、內容與方法、改善報告之提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ΪΜన!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以外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之要求，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
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所管前項特定非公務機關，提出資通安全維
護計畫實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稽核所管第一項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發現有缺失或待改善者，應限期要求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
機關提出改善報告。
前三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實施情形之提出、稽核之頻率、內
容與方法、改善報告之提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ΪΤ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為因應資通安全事件，應訂定通報及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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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非公務機關於知悉資通安全事件時，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
報。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資通安全事件調查、處理
及改善報告；如為重大資通安全事件者，並應送交主管機關。
前三項通報及應變機制之必要事項、通報內容、報告之提出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知悉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時，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適當時機
得公告與事件相關之必要內容及因應措施，並得提供相關協助。

第四章 罰

則

ΪΞన!
公務機關所屬人員未遵守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
懲戒或懲處。
前項懲處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修正或實施資通
安全維護計畫，或違反第十六條第六項或第十七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之規定。
二、未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或違反第十六條第六項或第
十七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提出之規
定。
三、未依第七條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五項或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提出改
善報告送交主管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違反第十六條第
六項或第十七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改善報告提出之規定。
四、未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機制，或
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及應變機制必要事項之規
定。
五、未依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提出
資通安全事件之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或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報告提出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內容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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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Ι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未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通報資通安全事件，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第五章 附
ΠΪΠ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έన!
本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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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行政院院臺護字第 107021354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1 條；施
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行政院院臺護字第 1070217128 號令發布定自 108 年 1 月 1 日
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本辦法依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及第十八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資通安全事件分為四級。
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為第一級資通安全事件：
一、非核心業務資訊遭輕微洩漏。
二、非核心業務資訊或非核心資通系統遭輕微竄改。
三、非核心業務之運作受影響或停頓，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
作，造成機關日常作業影響。
各機關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
一、非核心業務資訊遭嚴重洩漏，或未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
資訊遭輕微洩漏。
二、非核心業務資訊或非核心資通系統遭嚴重竄改，或未涉及關鍵基礎設
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或核心資通系統遭輕微竄改。
三、非核心業務之運作受影響或停頓，無法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
運作，或未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或核心資通系統之運
作受影響或停頓，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
各機關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第三級資通安全事件：
一、未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遭嚴重洩漏，或一般公務機
密、敏感資訊或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遭輕微洩
漏。
二、未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或核心資通系統遭嚴重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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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或一般公務機密、敏感資訊、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
務資訊或核心資通系統遭輕微竄改。
三、未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或核心資通系統之運作受影響或
停頓，無法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或涉及關鍵基礎設
施維運之核心業務或核心資通系統之運作受影響或停頓，於可容忍
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
各機關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
一、一般公務機密、敏感資訊或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遭
嚴重洩漏，或國家機密遭洩漏。
二、一般公務機密、敏感資訊、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資訊或
核心資通系統遭嚴重竄改，或國家機密遭竄改。
三、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之核心業務或核心資通系統之運作受影響或停
頓，無法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
έన
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發生機關。
二、發生或知悉時間。
三、狀況之描述。
四、等級之評估。
五、因應事件所採取之措施。
六、外部支援需求評估。
七、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章 公務機關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
Ѳన
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於一小時內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及對
象，進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
前項資通安全事件等級變更時，公務機關應依前項規定，續行通報。
公務機關因故無法依第一項規定方式通報者，應於同項規定之時間內依其
他適當方式通報，並註記無法依規定方式通報之事由。
公務機關於無法依第一項規定方式通報之事由解除後，應依該方式補行通
報。
Ϥన
主管機關應於其自身完成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後，依下列規定時間完成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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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事件等級之審核，並得依審核結果變更其等級：
一、通報為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於接獲後八小時內。
二、通報為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於接獲後二小時內。
總統府與中央一級機關之直屬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其自
身、所屬、監督之公務機關、所轄鄉（鎮、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與其所屬或監督之公務機關，及前開鄉（鎮、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民代表會，完成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後，依前項規定時間完成該資通安
全事件等級之審核，並得依審核結果變更其等級。
前項機關依規定完成資通安全事件等級之審核後，應於一小時內將審核結
果通知主管機關，並提供審核依據之相關資訊。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直轄市、縣
（市）議會，應於其自身完成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後，依第一項規定時間
完成該資通安全事件等級之審核，並依前項規定通知主管機關及提供相關
資訊。
主管機關接獲前二項之通知後，應依相關資訊，就資通安全事件之等級進
行覆核，並得依覆核結果變更其等級。但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或第二項及
前項之機關未依規定通知審核結果時，得就該資通安全事件逕為審核，並
得為等級之變更。
ϲన
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依下列規定時間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
業，並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及對象辦理通知事宜：
一、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於知悉該事件後七十二小時內。
二、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於知悉該事件後三十六小時內。
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後，應持續進行資通安全事
件之調查及處理，並於一個月內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送交調查、處理
及改善報告。
前項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送交之時限，得經上級或監督機關及主管機關
同意後延長之。
上級、監督機關或主管機關就第二項之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認有必要，
或認有違反法令、不適當或其他須改善之情事者，得要求公務機關提出說
明及調整。
Μన
總統府與中央一級機關之直屬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所屬、監
督、所轄或業務相關之公務機關執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作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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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形提供必要支援或協助。
主管機關就公務機關執行資通安全事件之應變作業，得視情形提供必要支
援或協助。
公務機關知悉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後，其資通安全長應召開會議
研商相關事宜，並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協助。
Τన
總統府與中央一級機關之直屬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其自
身、所屬或監督之公務機關、所轄鄉（鎮、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與其所屬或監督之公務機關及前開鄉（鎮、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民代表會，應規劃及辦理資通安全演練作業，並於完成後一個月內，將執
行情形及成果報告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演練作業之內容，應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一、每半年辦理一次社交工程演練。
二、每年辦理一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演練。
總統府與中央一級機關及直轄市、縣（市）議會，應依前項規定規劃及辦
理資通安全演練作業。
Ξన
公務機關應就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訂定作業規範，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判定事件等級之流程及權責。
二、事件之影響範圍、損害程度及機關因應能力之評估。
三、資通安全事件之內部通報流程。
四、通知受資通安全事件影響之其他機關之方式。
五、前四款事項之演練。
六、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窗口及聯繫方式。
七、其他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相關事項。
Ϊన
公務機關應就資通安全事件之應變訂定作業規範，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應變小組之組織。
二、事件發生前之演練作業。
三、事件發生時之損害控制機制。
四、事件發生後之復原、鑑識、調查及改善機制。
五、事件相關紀錄之保全。
六、其他資通安全事件應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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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
ΪΙ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於一小時內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指定之方式，進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
前項資通安全事件等級變更時，特定非公務機關應依前項規定，續行通
報。
特定非公務機關因故無法依第一項規定方式通報者，應於同項規定之時間
內依其他適當方式通報，並註記無法依規定方式通報之事由。
特定非公務機關於無法依第一項規定方式通報之事由解除後，應依該方式
補行通報。
ΪΠ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特定非公務機關完成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後，
依下列規定時間完成該資通安全事件等級之審核，並得依審核結果變更其
等級：
一、通報為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於接獲後八小時內。
二、通報為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於接獲後二小時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完成資通安全事件之審核後，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審核結果為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應定期彙整審核結果、
依據及其他必要資訊，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送交主管機關。
二、審核結果為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者，應於審核完成後一小時
內，將審核結果、依據及其他必要資訊，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送
交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接獲前項資料後，得就資通安全事件之等級進行覆核，並得為等
級之變更。
Ϊέ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依下列規定時間完成損害控制或
復原作業，並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辦理通知事宜：
一、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於知悉該事件後七十二小時內。
二、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於知悉該事件後三十六小時內。
特定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後，應持續進行事件
之調查及處理，並於一個月內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送交
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
前項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送交之時限，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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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延長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第二項之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認有必要，或認
有違反法令、不適當或其他須改善之情事者，得要求特定非公務機關提出
說明及調整。
特定非公務機關就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送交之調查、處理及改善
報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審查後送交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就該報
告認有必要，或認有違反法令、不適當或其他須改善之情事者，得要求特
定非公務機關提出說明及調整。
ΪѲ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執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
應變作業，應視情形提供必要支援或協助。
主管機關就特定非公務機關執行資通安全事件應變作業，得視情形提供必
要支援或協助。
特定非公務機關知悉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後，應召開會議研商相
關事宜。
ΪϤ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就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訂定作業規範，其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判定事件等級之流程及權責。
二、事件之影響範圍、損害程度及機關因應能力之評估。
三、資通安全事件之內部通報流程。
四、通知受資通安全事件影響之其他機關之時機及方式。
五、前四款事項之演練。
六、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窗口及聯繫方式。
七、其他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相關事項。
Ϊϲ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就資通安全事件之應變訂定作業規範，其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應變小組之組織。
二、事件發生前之演練作業。
三、事件發生時之損害控制，及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技術支援或
其他必要協助之機制。
四、事件發生後之復原、鑑識、調查及改善機制。
五、事件相關紀錄之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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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Μన
主管機關就各機關之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得召開會議，邀請相
關機關研商該事件之損害控制、復原及其他相關事宜。
ΪΤన
公務機關應配合主管機關規劃、辦理之資通安全演練作業，其內容得包括
下列項目：
一、社交工程演練。
二、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演練。
三、網路攻防演練。
四、情境演練。
五、其他必要之演練。
ΪΞన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配合主管機關規劃、辦理之資通安全演練作業，其內容
得包括下列項目：
一、網路攻防演練。
二、情境演練。
三、其他必要之演練。
主管機關規劃、辦理之資通安全演練作業，有侵害特定非公務機關之權利
或正當利益之虞者，應先經其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前項書面同意之方式，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ΠΪన
公務機關於本辦法施行前，已針對其自身、所屬或監督之公務機關或所管
之特定非公務機關，自行或與其他機關共同訂定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
機制，並實施一年以上者，得經主管機關核定後，與其所屬或監督之公務
機關或所管之特定非公務機關繼續依該機制辦理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
變。
前項通報及應變機制如有變更，應送主管機關重為核定。
ΠΪΙన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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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
安全管理作業辦法
1.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86300403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六項及第十七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及實施情形之提出
第二條
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以下簡稱特
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除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外，並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偵測與防護之建置及執行方案。但經本會認定得免包含資通
安全偵測之建置及執行方案者，不在此限。
二、執行前款方案所蒐集、儲存、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之安全保護措
施。
三、通過資通安全管理驗證之執行方案。
②特定非公務機關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提出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除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外，並應包括
前項各款之執行成果及相關說明。
第三條
①特定非公務機關應於本會通知後三個月內，向本會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
②前條第一項規定事項修正時，特定非公務機關應配合修正其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並向本會提出。
③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修正者，應向本會提出修正後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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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前三項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載明事項有不完備者，特定非公務機關應於本
會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第四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於本會通知之期限內，向本會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
施情形。

第三章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稽核
第五條
①本會應每年擇定特定非公務機關，以現場實地稽核之方式，稽核其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②本會為辦理前項稽核，應訂定稽核計畫，包括稽核小組組成方式、稽核之
方式、期間、項目與內容、基準與方法及保密義務等與稽核相關之事項。
③本會決定前項稽核計畫之基準及項目時，應綜合考量我國資通安全政策、
國內外資通安全趨勢、過往稽核成效及稽核資源等因素。
④本會依第一項規定擇定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時，應綜合考量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資通安全事件發生之頻率與程度、資通安全演練之成果、受稽
核之頻率與結果及其他與資通安全相關之因素。
第六條
①本會辦理前條第一項之稽核，應於一個月前將稽核計畫以書面通知受稽核
之特定非公務機關。
②前項特定非公務機關因業務因素或其他正當理由，未能於本會指定之時間
配合稽核者，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變
更稽核日期。
③前項申請，除有不可抗力之事由外，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①本會辦理第五條第一項之稽核，於實地稽核前，應先訪談受稽核之特定非
公務機關；於實地稽核時，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備妥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之相關說明文件及佐證資料，供現場查閱。
②前項特定非公務機關有正當理由，未能為前項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資料
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提出。
③本會收受前項書面後，應進行審核，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得停止稽核作業
之全部或一部：
一、認有理由者，應將審核之依據及相關資訊記載於稽核結果報告。
二、認無理由者，應要求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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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稽核作業者，得擇期續行辦理，並於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受稽核
之特定非公務機關。
第八條
①本會為辦理第五條第一項之稽核，應依同條第四項之考量因素及實際稽核
需求組成稽核小組。
②前項稽核小組成員三人至七人，由具備資通安全政策或該次稽核所需之技
術、管理、法律或實務專業知識之公務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擔任；其中公
務機關代表不得少於全體成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③前項公務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主動迴避擔任該次稽
核之稽核小組成員：
一、本人、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家屬或上開人員財產信託之受託人，
與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或其負責人間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利
害關係。
二、本人、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或家屬，與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或
其負責人間，目前或過去二年內有僱傭、承攬、委任、代理或其他
類似之關係。
三、本人目前或過去二年內，曾為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進行與受稽核
項目相關之顧問輔導。
四、其他足認擔任稽核小組成員將影響稽核結果公正性之情形。
④本會應以書面與稽核小組成員約定利益衝突之迴避事項及執行稽核之保密
義務。
第九條
①本會應於稽核作業完成後一個月內，將稽核結果報告交付受稽核之特定非
公務機關。
②前項稽核結果報告之內容，得包括稽核之範圍、缺失或待改善事項、第七
條第二項所定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未能為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資料
之情形與理由及其他相關事項。
③本會應每年彙整第一項稽核結果報告，提交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①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經稽核後認有缺
失或待改善者，應於收受稽核結果報告後一個月內，向本會提出改善報
告。
②前項特定非公務機關提出改善報告後，應依其缺失或待改善事項之性質及
程度，適時以書面提出改善報告之執行情形；本會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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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面，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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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21256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4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
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
特制定本法。
Πన
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έన
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
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
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Ѳన
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試）驗、研
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
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就
其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
Ϥన
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第二章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
ϲన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
則，並應適時為之。
Μన
下列政府資訊，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
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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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
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
號。
四、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六、預算及決算書。
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前項第五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
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
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指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
組成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
員名單。
Τన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
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
一、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二、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三、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
四、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五、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政府資訊，應採前項第一款之方式主動公開。

第三章 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Ξన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團
體，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
外之國民，亦同。
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訊者為限，
亦得依本法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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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న
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或通訊地址及
聯絡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
營業所所在地；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及通訊處所。
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旨及件數。
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五、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
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ΪΙన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其能補正者，政府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
正。不能補正或屆期不補正者，得逕行駁回之。
ΪΠన
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
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前項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應先以書面通知該特
定個人、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見。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已表
示同意公開或提供者，不在此限。
前項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所在不明者，政府機關應將通知內容公告
之。
第二項所定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未於十日內表示意見者，政府機關得逕為
准駁之決定。
Ϊέన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政府資訊所在媒介物之型態給
予申請人重製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其涉及他人智慧
財產權或難於執行者，得僅供閱覽。
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律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
主動公開者，政府機關得以告知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ΪѲన
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
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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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書，除載明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
規定之事項外，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更正或補充資訊之件名、件數及記載錯誤或不完整事項。
二、更正或補充之理由。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
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ΪϤన
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
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申請政府機關更
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時，準用之。
Ϊϲన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除當場繳費取件外，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提供之方式、時間、費用及繳納方法或更正、補充之
結果。
前項應更正之資訊，如其內容不得或不宜刪除者，得以附記應更正內容之
方式為之。
政府機關全部或部分駁回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應以書面
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提供、
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或申請時已註明電子傳遞地址者，第一項之核准通
知，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ΪΜన
政府資訊非受理申請之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得者，該受理機關除
應說明其情形外，如確知有其他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該資訊
者，應函轉該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第四章 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
ΪΤన
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
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

政府資訊公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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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
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
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
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
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
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
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
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
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
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
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
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
開或提供之。
ΪΞన
前條所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政府資訊，因情事變更已無限制公開或
拒絕提供之必要者，政府機關應受理申請提供。

第五章 救

濟

ΠΪన
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
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ΠΪΙన
受理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審理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訟時，得就該政府資
訊之全部或一部進行秘密審理。

第六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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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Πన
政府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向申
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其費用得予減
免。
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訊之檢索、審查、複製及重製所需之成本；其收費
標準，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ΠΪέన
公務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法予以懲戒或懲
處。
ΠΪѲ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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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1.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秘字第 09605073540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秘字第 10810026550 號令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資訊及閱覽卷
宗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閱覽、抄錄或攝影資訊，每二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
以二小時計算。
第三條
①重製或複製資訊，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資訊重製或複製收費標準表（如
附表）
，收取費用。
②前項收費標準表未明定之項目，得依重製或複製工本費，收取費用。
第四條
重製或複製資訊，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用以實支數額計算。
第五條
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於申請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經核准後，除郵遞費用仍以實支數額計算外，其餘費用，減半徵收。
第六條
申請之政府資訊屬規費法第十二條第一款所定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資料
者，得免費提供。
第七條
本標準所定之費用，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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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資訊重製或複製收費標準表
收費標準(依

政府
資訊

複(重)製或

複(重)製格式

外觀

交付方式

(由本會決定)

形式

型式為計價

備註

單位，以新
臺幣計價)

影印機黑白

B4尺寸以下

每頁2元

複印

A3尺寸

每頁3元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下
紙張

原資訊外觀

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

每幅10元

存媒體交付

標準5倍計價。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數
位化者。
2.資訊格式無法以解析度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

辨識者，依左列最低解
圖像檔解析度
201dpi 以上

每幅25元

析度之收費標準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影印機黑白
複印

B4尺寸以下

每頁2元

A3尺寸

每頁3元

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
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下

照片

每幅15元

存媒體交付

標準5倍計價。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數
位化者。
2.資訊格式無法以解析度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

辨識者，依左列最低解
圖像檔解析度
301dpi 以上

每幅30元

析度之收費標準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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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下

換算成 A3幅
數 ， 每 幅 50
元

1009
1013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數
位化者。
2.大圖係指大於 A3 (不含
A3)尺寸以上。
3.大圖以 A3幅數計價，如

電子郵件傳
大圖

換算成 A3幅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數 ， 每 幅 70

301dpi 以上

元

不及一幅以一幅計。
4.資訊格式無法以解析度
辨識者，依左列最低解
析度之收費標準計價。
5.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1小時內每卷
錄
音
帶

電子郵件傳

影音檔(得採

送或電子儲

WAV 或 MP3

存媒體交付

等格式)

215元
2小時內每卷
410元
3小時內每卷
565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數
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1小時內每卷
300元
2小時內每卷
550元

錄
影

電子郵件傳

影音檔(得採

3小時內每卷

帶

送或電子儲

MPEG-2

810元

存媒體交付

AVI 等格式)

或

3小時以上，
每超過1小時
(內)，每卷加
收200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數
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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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黑白列
印輸出

電子
資訊

電子郵件傳
送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

B4尺寸以下

每頁2元

A3尺寸

每頁3元

圖像檔解析度

換算成 A4幅

200dpi 以下

數，每幅2元

圖像檔解析度

換算成 A4幅

201dpi 以上

數，每幅6元
1小時內150元

影音檔(得採

2小時內250元

WAV、MP3、

3小時內375元

MPEG-2

3小時以上，

AVI 等格式)

或

每超過1小時
(內)100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
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
標準5倍計價。
1.適用已完成數位化或原
生電子形式之資訊者。
2.如不及一幅以一幅計。
3.資訊格式無法以解析度
辨識者，依左列最低解
析度之收費標準計價。
4.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儲
存媒體交付者，應確保
交付資訊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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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3900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2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460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32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0 條條文

Ιన
為健全規費制度，增進財政負擔公平，有效利用公共資源，維護人民權
益，特制定本法。
Πన
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
，對於規費之徵收，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法院徵收規費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έన
本法所稱規費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
Ѳన
本法所稱業務主管機關，指主管第七條及第八條各款應徵收規費業務，並
依法律規定訂定規費收費基準之機關學校；法律未規定訂定收費基準者，
以徵收機關為業務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徵收機關，指辦理規費徵收業務之機關學校。
Ϥన
徵收機關辦理本法規定之各項規費徵收業務，得視需要，委任所屬機關，
或委託其他機關、公民營機構辦理。
ϲన
規費分為行政規費及使用規費。
Μన
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下列事項，應徵收行政規費。但因公務
需要辦理者，不適用之：
一、審查、審定、檢查、稽查、稽核、查核、勘查、履勘、認證、公證、
驗證、審驗、檢驗、查驗、試驗、化驗、校驗、校正、測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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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定、測定、評定、鑑定、檢定、檢疫、丈量、複丈、鑑價、
監證、監視、加封、押運、審議、認可、評鑑、特許及許可。
二、登記、權利註冊及設定。
三、身分證、證明、證明書、證書、權狀、執照、證照、護照、簽證、牌
照、戶口名簿、門牌、許可證、特許證、登記證及使用證之核發。
四、考試、考驗、檢覈、甄選、甄試、測驗。
五、為公共利益而對其特定行為或活動所為之管制或許可。
六、配額、頻率或其他限量、定額之特許。
七、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行政規費之事項。
Τన
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
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
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書刊、書狀、書表、
簡章及圖說。
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Ξన
規費之繳費義務人如下：
一、向各機關學校申請辦理第七條各款事項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目者。
二、經各機關學校依法令規定通知應繳規費者。
Ϊన
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並檢附成本資料，洽
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
一、行政規費：依直接材（物）料、人工及其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定
之。
二、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理及其他相關成
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
前項收費基準，屬於辦理管制、許可、設定權利、提供教育文化設施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併考量其特性或目的定之。
ΪΙన
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管機關應考量下列情形，定期檢討：
一、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
二、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
三、其他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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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定期檢討，每三年至少應辦理一次。
ΪΠన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業務主管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
費：
一、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災害所增加之規費。
四、因處理緊急急難救助所負擔之規費。
五、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學生之身分證明文件。
六、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七、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徵、減徵或停徵者。
Ϊέన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規費主管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
費：
一、為維護財政、經濟、金融穩定、社會秩序或工作安全所辦理之事項。
二、不合時宜或不具徵收效益之規費。
三、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
ΪѲన
規費於繳費義務人申請辦理第七條各款事項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目時徵收
之。但依其性質係於完成申請辦理事項後，始予徵收者，或屬於各機關學
校依法令規定通知繳納者，由業務主管機關訂定繳納期限。
ΪϤన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繳費義務人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
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其原因消滅後
十日內提出具體證明，向徵收機關申請准予延期繳納，其延期繳納期間不
得逾一年。
Ϊϲన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其金額達一定數額以上，繳費義務人不能於規定期
限內繳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納期限內，向徵收機關申
請核准，分二期至六期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
前項一定數額，由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規費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費義務人繳
納之日止，依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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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義務人對核准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規費，未如期繳納者，徵收機
關應於該期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就未繳清之餘額規費，發單
通知繳費義務人，限十日內一次全部繳清；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ΪΜన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五年內，未經徵收者，不
再徵收；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程
序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者，仍得繼續徵收。但自五
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屆五年尚未執行終結或依破產程序列入分配者，不得
再徵收。
應徵收之規費有第十五條、前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情事者，前項徵收期
間，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ΪΤన
繳費義務人有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
體證明，向徵收機關申請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徵收機關核准退費之日止，按
退費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退還。
ΪΞన
各機關學校對於繳費義務人申請辦理第七條各款事項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
目，未能於法定處理期間內完成者，繳費義務人得申請終止辦理，各機關
學校於終止辦理時，應退還已繳規費。但因可歸責於繳費義務人之事由
者，不予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各機關學校終止辦理之日止，
按退費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
ΠΪన
各機關對逾期繳納規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納規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止，
依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之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ΠΪΙన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
有應徵收之規費而不徵收者，其上級政府得視實際情形，酌予減列或減撥

規費法
規費法!1015
997

補助款。
各機關學校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有應徵收之規費而不徵收，或違反第
十一條規定未定期檢討者，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限期通知其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得對該機關學校首長予以懲處。
ΠΪΠ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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ღݲΡݲ
1.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8088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76 條；並
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Ιన!
為健全財團法人組織及運作，促進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增進民眾福
祉，特制定本法。
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除民法以外之其他法律有
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法規定。
Πన!
本法所稱財團法人，指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
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
本法所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
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二、由前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
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三、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助之財
產，與接受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
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
十。
四、由前三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三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
法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或捐贈，且其捐助財產與捐贈並列入基金
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我國政府接收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
財產，並以該等財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推定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其以原應由我國政府接收而未接收之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產，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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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外之財團法人。
本法所稱基金，指應向法院登記之財產，其範圍如下：
一、捐助財產。
二、經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
三、依法令規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
第二項及前項所定基金之計算方式、認定基準、應列入基金之財產項目、
額度、比例及相關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所稱地方性財團法人，指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僅及於
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並由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
人。
本法所稱全國性財團法人，指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非僅及
於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
人。
έన!
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除登記及清算事項外，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全國性財團法人之業務涉及數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以其主要業務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及監督管理等相關事項，主管機關
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團體、法人或個人辦理。
Ѳన!
全國性財團法人成立後主要業務有變動，經申請許可者，得改由變動後主
要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其主管機關；其原主管機關經徵得變動
後主要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亦得不經申請逕行移轉管
轄。
地方性財團法人成立後主要業務有變動，須移轉至其他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域辦理時，經申請許可者，得改由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其
主管機關。
地方性財團法人符合全國性財團法人之設立條件，經申請許可者，得變更
為全國性財團法人。全國性財團法人有正當理由，經申請許可者，得變更
為地方性財團法人。
依前三項規定申請許可，應向原主管機關提出；其申請程序、許可條件與
移轉監督管理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原主管機關於受理前項申請後，應即請擬改隸之主管機關於四十五日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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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否同意改隸；屆期未表示者，視為同意。
Ϥన!
財團法人應於其名稱冠以財團法人之文字。地方性財團法人並應冠以所屬
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財團法人名稱，不得與他財團法人名稱相同。二財團法人名稱中標明不同
種類、屬性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財團法人不得使用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構）有關或有歧視性、仇恨
性之名稱。
ϲన!
財團法人以其主事務所所在地為住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事務
所。
Μన!
財團法人之設立，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
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行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
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行人。
Τన!
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目的、名稱及主事務所；設有分事務所者，其分事務所。
二、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三、業務項目。
四、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資格、產生方式、任期及選（解）任
事項。
五、董事會之組織、職權及決議方法。
六、定有存立期間者，其期間。
七、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者，其合併事項。
八、訂定捐助章程之年、月、日。
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時，由遺囑執行人訂定捐助章
程。
Ξన!
財團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應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其最低總額，
由主管機關依所掌業務性質定之。但地方性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所定最低
總額，不得逾全國性財團法人之最低總額。
前項捐助財產，除現金外，得以其他動產、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代之。主管
機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現金總額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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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న!
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立者，並應檢附其遺囑影本。
三、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簽名或印鑑清
冊。
五、願任董事或監察人同意書。
六、財團法人印信。
七、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設立許可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
法人所有之承諾書。
八、工作計畫。
九、分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因應計畫。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其能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一定
期間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不補正者，得逕行駁回之。
ΪΙన!
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已許
可者，應撤銷或廢止之：
一、非以從事公益為設立目的。
二、捐助章程規定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法
人、團體。
三、捐助財產未達主管機關所定最低總額。
四、捐助財產或其證明文件虛偽不實。
五、未依規定將全部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
六、為恐怖組織、恐怖分子或從事恐怖活動之人，直接或間接收集、提供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七、其他違反法律或法規命令所定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條件之規定。
ΪΠన!
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後六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
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經核准者，應發給許可文件。
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由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
在地法院聲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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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
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Ϊέన!
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財團法人名義對外募集財物、辦理業務或為其他法
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募集所得或無償收受之財物，除依其他法律規定予
以沒入外，應返還捐贈人；難以返還，經報請主管機關認定者，應繳交主
管機關，依原募集活動計畫或相關公益目的執行，並得委託相關團體執行
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得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行為人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依前三項規定為裁處或處理之主管機關，準用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不能依其規定定主管機關者，以法務部為主管機關。
ΪѲన!
財團法人不得以通謀、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將財產移轉或運用於捐助
人或其關係人，或由捐助人或其關係人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營利事業。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ΪϤన!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
行迴避。
前項所稱利益衝突，指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得因其作為
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
Ϊϲన!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ΪΜన!
前二條所稱利益，指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職務不當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前項及前三條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ΪΤన!
財團法人應以捐助財產孳息及設立登記後之各項所得，辦理符合設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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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
ΪΞన!
財團法人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
其資金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未依前項規定以法人名義保管及運用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前項不得寄託或借貸之規定者，處行為人寄託或借貸
金額之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
第一項規定財產之運用方法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
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三、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
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證。
五、於財團法人財產總額百分之五範圍內購買股票，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
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
六、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其項目及額
度，由主管機關定之。
捐助財產之動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為限：
一、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情形。
二、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
三、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定有存立期間，並規定於該期間內以基金辦理設立
目的業務。
四、捐助財產超過主管機關所定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為辦理捐助章程所定
業務所必需，而動用其超過部分。
第三項第四款與第五款所定財產之運用方法及前項第一款所定捐助財產之
動用，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購買捐助或捐贈累計達基金總額二分之
一以上之捐助人或捐贈人及其關係企業所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
財團法人依第四項動用捐助財產，致捐助財產未達主管機關所定最低捐助
財產總額時，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足；屆期未補足者，廢止其許可。
ΠΪన!
財團法人除依其他法律或捐助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
人。
財團法人不得為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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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為該行為之董事應賠償財團法人因此所受之損害；董
事違反第一項規定時，並應自負保證責任。
ΠΪΙన!
財團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者，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
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外，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
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
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
三、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金額以下。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情形。
前項第三款之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ΠΪΠన!
財團法人對其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不得有分配賸餘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ΠΪέన!
財團法人於以基金以外之財產填補短絀，仍有不足時，得以基金填補之。
ΠΪѲన!
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
制，會計年度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採曆年制，其會計處理並應符合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建
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前項之一定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及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ΠΪϤన!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
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
家或地區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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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
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下列資訊，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之。
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資料，其公開將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
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且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
僅公開其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
助、捐贈金額。但補助、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
反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公開之。
三、其他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訊。
前條第二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得設置網
站，命其將前項應主動公開資訊之全部或一部，上傳至該網站公開之。
前項之財團法人，依第一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未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主動公開。
三、報送之相關資料，不符合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辦法規定之格式、項
目、編製方式或應記載事項，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主管機關得要求財團法人以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其辦理傳輸之流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ΠΪϲన!
財團法人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指定公開方式
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
二、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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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ΠΪΜన!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檢查財團法人之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
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財團法人不遵守主管機關監督之命令，或規避、妨礙或拒絕其檢查者，處
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應就設立目的或執行業務易為洗錢或資恐活動利用之財團法人，
為下列措施：
一、進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風險評估，每二年更新之；並得於風險評
估範圍內，要求財團法人提出相關資料。
二、以風險為基礎定其檢查方式、頻率及其他監督管理措施。
三、命定期參加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
前項所定財團法人之範圍、風險評估程序、監督管理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財團法人不遵守主管機關依第三項所為監督之命令，或規避、妨礙或拒絕
其檢查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ΠΪΤన!
董事執行事務，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
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無效。
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致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應
負賠償責任。
ΠΪΞన!
董事或監察人於執行職務範圍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除按次處罰外，
主管機關得解除其職務，並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記載不實或毀棄應保存之會計憑證、帳簿或報表。
二、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或不依規定造具表冊送主管機關。
三、違反捐助章程所定設立目的。
四、其他違反本法或本法授權所定之法規命令中有關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應
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
έΪన!
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不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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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二、違反本法、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捐助章程或遺囑。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立目的不符。
四、辦理業務不善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已不足以達成其設立目的。
έΪΙన!
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應即進行清算。
前項清算程序，適用民法之規定；民法未規定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
之規定。
解散之財團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
έΪΠన!
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者，準用前條規定。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財團法人許可者，應通知登記之法院為解散登記。
έΪέన!
財團法人解散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因撤銷
設立許可而溯及既往失效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
捐助章程之規定。但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或團體。
如無前項法律或捐助章程之規定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
地方自治團體。
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許可而溯及既往失效者，於清償債務後，其
賸餘財產應返還捐助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撤銷設立許可係因可歸責於捐助人之原因。
二、因捐助人住所不明或其他原因，致難以返還。
第二條第三項之財團法人於解散清算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公庫，不適用
前三項規定。
έΪѲన!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訂明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或有正當理由需與其他
財團法人合併且捐助人並無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得經董事會全體董事四分
之三以上出席，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後，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
依前項申請財團法人之合併許可，由合併後新設財團法人或存續財團法人
之主管機關受理之。
第一項申請許可合併之條件、程序、許可之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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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ΪϤన!
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許可合併後，應於十日內造具並公告有關合併之財務
報表及財產目錄；對已知債權人並應個別通知；債權人對合併有異議者，
應於公告後二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合併。
財團法人不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
不為清償，或不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得以其合併對抗債權人。
έΪϲన!
財團法人合併後，應由存續或新設財團法人概括承受消滅財團法人之一切
權利、義務。
έΪΜన!
財團法人合併後，存續、新設或消滅之財團法人，應分別向法院辦理變
更、設立或解散登記。
έΪΤన!
財團法人合併後，存續或新設財團法人應於承受消滅財團法人之權利及義
務之日三十日前，以書面載明勞動條件通知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該
受通知之勞工，應於受通知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新雇主是否同意留
用，屆期未為通知者，視為同意留用。
留用勞工於合併前在消滅財團法人之工作年資，合併後存續或新設財團法
人應予承認。
財團法人進行合併，未留用或不同意留用之勞工，應由合併前之雇主依勞
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或支付預告期間工資，並依法發
給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第二章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
έΪΞన!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五人至二十五人，董事人
數應為單數，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並得置副董事長。但因特殊需要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董事總人數得超過二十五人。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得置監察人，監察人之名額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
一。
前二項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但董事長係專職者，得經董事會決議為
有給職。
ѲΪన!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期滿連任之董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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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
前項董事由公務員兼任，應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連任及改選董事人數。
第一項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其限期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期限屆滿
時，當然解任。
董事於任期屆滿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另
選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ѲΪΙన!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之關係者，不得超
過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但性質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其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
之專長或工作經驗。
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但性
質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ѲΪΠన!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長、代理董事長及
監察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或貪污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
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此限。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四、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
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前項第五款情事者，不得充任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其已充任者，
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ѲΪέన!
董事長對內為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長請假、
因故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亦請假、因故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或無法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董事應親自出席會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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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時，除捐助章程另有反對之規定外，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
前項受託代理出席之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數不得逾董事總人
數三分之一。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董事會應於我國境內舉行；其在境外舉行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會議，經現任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
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後十日內召
集之。屆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
集之。
ѲΪѲన!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捐助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ѲΪϤన!
董事會之決議，種類如下：
一、普通決議：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二、特別決議：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
之。但本法或捐助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下列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但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三款所定之財團法人，依捐助章程
規定動用者，不在此限。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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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之選任及解任。但捐助章程規定，董事會得以普通決議行之者，
不在此限。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議案，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
全體董事及主管機關，並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任期屆滿，董事會無法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完成
改選者，除捐助章程有反對之規定外，得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以董事會
普通決議改選之。
ѲΪϲన!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其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行及財務狀況。
二、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監督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捐助章程執行事務。
ѲΪΜన!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時，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
改善，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財團法人有受損害之
虞時，法院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
臨時董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臨時董事長，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之職權。
但不得為不利於財團法人之行為。
前項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以一年為限；必要時，臨時董事或臨時董
事長得向法院聲請延長一次，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年。
前項代行期間屆滿前，臨時董事應依章程規定重新組織董事會；重新選任
之董事應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重新組織之董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時，臨時董事當然解任。
有事實足認臨時董事有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第二項聲請權人之聲請
解任之。
法院得按代行事務性質、繁簡、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狀況及其他情
形，命財團法人酌給臨時董事相當報酬；其數額由法院徵詢主管機關、檢
察官或利害關係人意見後定之。
法院選任或解任臨時董事時，應囑託登記處為登記。

第三章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Ѳ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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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七人至十五人，董事人數
應為單數，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並得視需要置副董事長一人。但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董事總人數得超過十五人，副董事長人數得超過一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應由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
遴聘之：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構）有關業務人員。
二、國內外對捐助目的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
三、社會公正人士。
四、第二條第二項所定捐助或捐贈之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
或財團法人推薦（派）之人員。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規定其董事以下列方式產生者，其人數應
計入前項主管機關遴聘之董事人數：
一、由主管機關之上級機關遴聘。
二、由政府機關（構）特定職務之人員擔任。
三、主管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指派或同意之人選，經董事會選任。
前二項由政府機關遴聘、指派或同意之代表，得隨時改聘（派）補足原任
期。
依前三項規定遴聘、指派、同意或改聘（派）董事或代表，自遴聘、指
派、同意或改聘（派）通知到達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時起，依通知之內容
對其發生效力。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期滿得連任；連任之
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但全國性財團法人經
主管院核准，地方性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董事由公務員兼任，應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連任及改聘（選）董事
人數。
董事連任之次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董事任期屆滿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另聘
（選）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ѲΪΞ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置監察人二人至五人，得互選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
人。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監察人總人數得超過五人。
前項監察人至少應有一人由主管機關遴聘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察人之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期滿得連任。
前項監察人連任之次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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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其未列席足以危害公益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前條第三項至第五項及第九項規定，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監察人準用
之。
ϤΪ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基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捐助或
捐贈者，主管機關依前二條規定為其遴聘之董事或監察人，其中應有一定
比例，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
前項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ϤΪΙ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解除
其職務，並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
限。
二、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行為，致損害公益或
財團法人利益。
三、政府機關依法遴聘之董事、監察人、第四十八條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定之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未遵照政府政策，致違反遴聘或
指派之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ϤΪΠ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但董事長係專職，且未支
領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月退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不在
此限。
ϤΪέ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與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之薪
資支給基準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支給基準變更時，亦
同。
主管機關審查前項薪資支給基準之訂定或變更案件時，應審酌設置性質、
規模、人員專業性、責任輕重、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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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ϤΪѲ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其配偶、二親等內之親屬，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不得與其所屬財團法人為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可能使本
人或關係人獲取利益之交易行為。但交易標的為其所屬財團法人所提供，
並以公定價格交易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所屬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
任。
ϤΪϤ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關於預算、決
算之編審，除依下列程序辦理外，並依預算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
請主管機關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並送請全體
監察人分別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ϤΪϲన!
主管機關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業務與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應
定期以書面或其他方式查核，並得視需要實地查核；查核時，得命其提出
證明文件、表冊及有關資料；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資料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預算、決算書及第一項定期查核情形，主管機關應
於網站主動公開之。
ϤΪΜ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影響財團法人業務之正常
運作者，主管機關得視事件性質，解除全體或部分董事或董事長之職務：
一、未依規定召開董事會或董事會無法決議。
二、董事或董事長相互間發生爭議。
三、董事會、董事或董事長有違反本法或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情事。
四、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解除全體董事職務時，應就原有董事或社會公正人士
中指定三人至七人擔任臨時董事，由其中互推一人為董事長，代行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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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並依第四十八條規定重新組織董事會，代行期間不得逾一年；必要
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年。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解除部分董事職務時，應依規定補聘（選）出缺之
董事，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前三項情形，主管機關應通知法院為登記。
董事或董事長經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解除其職務者，不得擔任第二項之臨
時董事，或再任該財團法人之董事。
ϤΪΤ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
一、已完成設立目的、無法達成設立時之目的或效益不彰，而無存續之必
要。
二、因情事變更，而無存續之必要。
三、定有存立期間者，其期間屆滿。
ϤΪΞ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因接受民間捐贈並擬將該捐贈財產列入基金，致民間
捐助及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將達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者，應經董
事會全體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通過，並向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未經同意，不得將其捐贈財產列入基金。
前項申請經同意者，主管機關應命該財團法人於一定期限內取得民間捐贈
財產及向法院完成變更登記，並依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相關規定改選董
事、監察人，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原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新任董事、監察
人產生時，當然解任。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為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後，其由政府機關（構）遴
聘、指派或同意之董事、監察人人數，占各該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比
率，應各依每次改選當時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之比率，其
非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且其人數各不得少於一人。
財團法人於第二項期限屆滿，未取得民間捐贈財產並向法院完成變更登
記，或未依前二項規定完成董事、監察人改選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同意
處分，並自原同意時失其效力。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捐贈，致其捐助及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者，應於十日內檢具財產變更清冊及相關證明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報。主管機關應命該財團法人於一定期限內向法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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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登記，並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相關規定遴聘、改選董事及監察人，
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原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新任董事、監察人產生時，當
然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前項規定，未於一定期限內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二、於前項期限屆滿，未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相關規定完成董事及監察
人改選。
全國性財團法人自總統、副總統選舉投票當日起至總統、副總統當選人就
任期間，主管機關不得為第一項之同意。地方性財團法人自直轄市長、縣
（市）長選舉投票當日起至直轄市長、縣（市）長當選人就任期間，主管
機關不得為第一項之同意。
第一項申請案主管機關於同意前，應將該申請案之案由、財團法人之名
稱、擬轉為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之事由及擬接受民間捐贈之金額，於主管
機關網站公開三十日。
ϲΪన!
主管機關審查前條第一項申請同意案件時，應參酌下列因素：
一、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所涉之行政任務或政策目的之影響。
二、與解散、合併等其他處理方案之比較，確認變更為民間捐助之財團法
人之合理性及適當性。
三、變更為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後，其財務狀況、管理能力及經營之健全
性。
四、對增進公共利益之影響，包括提升經營效率及提升服務品質。
五、其他已無維持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型態必要之情事。
ϲΪΙ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
關核定。
為監督並確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主管機關得就
其財產管理與運用方法、投資之項目與程序、績效評估、預決算之編審、
核轉、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董事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獎金、董
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監督之規定。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依法律、法規命令或捐助章程規定
應報主管院遴聘（派）、解任者，其遴聘（派）、解任之資格、條件、限
制、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主管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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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ΪΠ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規
定。
設立目的在提供信用保證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因履行保證責任而有動
用基金之必要者，不準用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四章 附

則

ϲΪέన!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有加強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
指定者，準用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與第三項及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
及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
一、本法施行前，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捐助財產合計達該財團法人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法施行前，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捐助或捐贈財產合計達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二十以
上。
三、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四、其他依民法及本法以外之法律、法規命令設置，賦予執行特定任務，
並規定以特定財源為其運作經費。
違反前項準用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資料
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為監督並確保第一項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主管機關得就其財
產管理與運用方法、投資之項目與程序、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董事長
與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獎金、董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
項，訂定監督辦法。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政
府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一、依捐助章程規定，該財團法人之董事總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係由政府遴
聘、指派、推薦或由現職公務員兼任。
二、政府機關對該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實際負責執行經營政策之執行首
長，具有核派權或推薦權。
三、依法律、法規命令或捐助章程規定，該財團法人之預算、決算應送政
府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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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律、法規命令或捐助章程規定，該財團法人之經營政策、業務計
畫或業務規章，應送主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準用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應先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始得解除其職務。
ϲΪѲన!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財團法人，其由政府機關（構）遴聘、指派或
同意之董事、監察人人數，占各該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比率，
應各依每次改選時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之比率，其非整數
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且其人數各不得少於一人。董事會設有常務董
事者，亦同。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個月內，清查前項財團法人財產狀況。
ϲΪϤన!
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於本法施行前因接受民間捐贈轉為民間捐助之
財團法人者，準用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一、本法施行前，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捐助成立，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成立時在法院登
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
二、本法施行前，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捐助或捐贈財產曾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
額百分之五十。
前項財團法人，其由政府機關（構）遴聘、指派或同意之董事、監察人人
數，與前項規定不符者，應自本法施行後一年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或解除全體董事之職務，並依第四十七條規定辦
理。
ϲΪϲన!
財團法人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持續達二年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ϲΪΜన!
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與本法規定不符者，除本法另有規
定，或財團法人名稱、捐助財產總額、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產生方式
外，應自本法施行後一年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
可，或解除全體董事之職務。但情形特殊未能如期辦理，並報經主管機關
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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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但書規定之延長期間，以一年為限。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解除全體董事職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解除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全體董事之職務時，依第四十七條規定辦
理。
二、解除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全體董事之職務時，依第五十七條第二
項、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
ϲΪΤన!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之財團法人，於本法施行前因接受民間捐贈轉為民間捐
助之財團法人者，在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主管機關經審認該財團法人之政
策目的仍存在，而有未能達成社會公益或辦理公權力委託目的，或規避政
府監督之情事，得捐贈財產補足依現有基金總額計算之差額，回復為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
ϲΪΞన!
外國財團法人符合特定種類、目的及條件者，得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認許：
一、申請書。外國財團法人名稱應譯成中文，並標明其國籍。
二、其本國主管機關准予設立登記，具有財團法人資格之證明。
三、捐助章程。
四、董事或在中華民國代表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五、在中華民國事務所之所在地。
六、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因應計畫。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譯成中文；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外文及中譯文文件，
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
第一項之特定種類、目的及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定之。
ΜΪన!
外國財團法人之設立目的或業務，違反中華民國法律者，應不予認許。
ΜΪΙన!
經認許之外國財團法人，於法令限制內，與同種類之我國財團法人有同一
之權利能力。
前項外國財團法人，其遵守我國法律之義務，與我國財團法人同。
ΜΪΠన!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經認許之外國財團法人在中華民國得享之權利，以依

1020! 肆、其他相關法規
1038
條約、協定、其本國法令或慣例，中華民國財團法人得在該國享有同等權
利者為限。
ΜΪέన!
外國財團法人經認許者，應自收受認許文件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辦理事務
所設立登記。
ΜΪѲన!
各主管機關為輔導、查核及獎勵財團法人，得依財團法人規模分級辦理評
鑑。
ΜΪϤన!
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於完
成立法前，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前項宗教財團法人之範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ΜΪϲన!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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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3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綜規字第 1084000082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9 條；並自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

Ιన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
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及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έన
本辦法所稱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以下簡稱通傳財團法人）
，指主要業務以
本會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財團法人。
Ѳన
通傳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應依本法及本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Ϥన
通傳財團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萬元。但本辦
法施行前已設立登記者，不在此限。
ϲ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會核
定；民間捐助之通傳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三千萬以上者應建
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會備查。
前項通傳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本會所定通訊
傳播類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如附件一），訂定誠信經營規
範。
Μన
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通傳財團法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應送本會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
項目、編製方式及應記載事項，應依本辦法規定之撰寫範例（如附件二及
附件三）及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四條規
定財務報告之格式辦理。
政府捐助之通傳財團法人依預算法及決算法應將預算書及決算書送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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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者，其預算書及決算書應依本辦法規定之格式（如附件四及附件五）
辦理。
Τన
政府捐助之通傳財團法人之基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捐
助或捐贈者，其應有一定比例之董事、監察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
具書函向本會推薦代表擔任。
前項應由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之董事、監察人人數，占各該通傳財團法人
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比率，應各依每次改選時公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金
之合計數占該通傳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之比率，其非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亦同。
Ξన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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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ġ
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ġ
ġ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指導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以下簡稱通傳財團法
人）建立誠信經營之組織文化及健全發展，特訂定本原則。ġ
財產總額達三千萬以上之民間捐助之通傳財團法人與政府捐助之通傳財團
法人應依本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ġ
二、通傳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
下簡稱實質控制者），於從事業務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
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
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ġ
前項不誠信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
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法人團體或相關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
（監事）、經理人、員工、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ġ
三、本原則所稱利益，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
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及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
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不在此限。ġ
四、通傳財團法人應遵守通訊傳播相關法令、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
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財團法人法相關規章或其他業務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
之基本前提。ġ
五、通傳財團法人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
政策，並建立良好之財團法人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
營環境。ġ
六、通傳財團法人應依前點之經營理念及政策，於誠信經營規範中清楚且詳盡
地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以下簡稱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
指南及教育訓練等。ġ
通傳財團法人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其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ġ
通傳財團法人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利害關係人、相關利益
團體或其他代表機構之成員協調溝通。ġ
七、通傳財團法人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業務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業務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ġ
通傳財團法人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ġ
（一）行賄、收賄及洗錢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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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八、通傳財團法人應於其相關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
與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業務活動中確實執行。ġ
九、通傳財團法人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業務活動。ġ
通傳財團法人於業務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
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紀錄，應避免與有不誠信行
為紀錄者進行交易。ġ
通傳財團法人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
對人如涉及不誠信行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ġ
十、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
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
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ġ
十一、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
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
及通傳財團法人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
勢。ġ
十二、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
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十三、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
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
立關係或影響交易或營運行為。
十四、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慧財
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漏、處分、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
權之行為。
十五、通傳財團法人及其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應遵循相關
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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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
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
全。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
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十六、通傳財團法人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通傳財團法人
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
策之落實。
通傳財團法人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由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十七、通傳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十八、通傳財團法人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
察人與執行長主動說明其與通傳財團法人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財團法人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通傳財團法人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
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通傳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執行長不得藉其在通傳財團法人擔任之職
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十九、通傳財團法人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
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通傳財團法人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
報告提報董事會。
二十、通傳財團法人應依第六點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
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
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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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原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二十一、通傳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員工
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通傳財團法人應對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員工及實質控制者辦理
宣導，並得邀請與通傳財團法人從事交易與營運行為之相對人參
與，使其充分瞭解通傳財團法人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
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二十二、通傳財團法人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
確實保密。
通傳財團法人應明定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得即
時於通傳財團法人內部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
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二十三、通傳財團法人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
事、監察人、執行長及員工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通傳財團法人
訂定之誠信經營規範，以提昇通傳財團法人誠信經營之成效。

（附件二以下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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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節錄）
1.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9670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75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註：
「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本法）
2.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34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0、58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477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0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7321 號令增訂公布第 50-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6783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118 條；除第 15∼17、29、76、87、88、116 條條文自公布六個月後施行，第 25、26、
90 條條文自公布三年後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原名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6.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177941 號令增訂公布第 5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第 6 條所列屬「內政
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7.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089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3、76 條條
文；並增訂第 90-1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7、15、
23、26、43、44、47、49、51、53、54、70、76、81、90∼92、94、97、100、102、
103、118 條條文；增訂第 26-1、26-2、46-1 條條文；並刪除 101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409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4、88、92
條條文
10.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467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7 條條
文；並增訂第 33-1、33-2、90-2 條條文；除第 33-2 條自公布後二年施行，第 90-2 條第
1 項自公布後三年施行，第 90-2 條第 2 項自公布後五年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11.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2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1、
29、90-1 條條文；並增訂第 33-3 條條文
12.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439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1、262、81 條條文
13.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04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0、13、
41、43、49、53、54、56、62∼64、70、76、81、89、90、91、97、100、107、108
條條文；並增訂第 21-1、70-1、75-1、77-1、81-1、105-1、105-2、112-1 條條文
14.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3681 號令增訂公布第 23-1 條
條文

第一條
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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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
人；所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第七條
①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
及少年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之。
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
制措施；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
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追蹤、訪視
及關懷服務、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醫
療、復健及健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育、學
前教育、安全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閒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社會教育、兒童及少年就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五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滿十五歲或國
民中學畢業少年之職業訓練、就業準備、就業服務及勞動條件維護
等相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維護相關之
建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物環境、消防安全管理、
遊樂設施、親子廁所盥洗室等相關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防、失蹤兒
童及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等
相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公共停
車位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之維護、內容
分級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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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信託服務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樂設施標準之
建立及遊戲軟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維護、出版
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第四十三條
①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吸菸、飲酒、嚼檳榔。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
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
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行為。
五、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②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
各款行為。
③任何人均不得供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物質、物品予兒童及少年。
④任何人均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散布或播送第一項第三款之內容或物品。
第四十四條
①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應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
以分級；其他有事實認定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之物品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應予分級者，亦同。
②任何人不得以違反第三項所定辦法之陳列方式，使兒童及少年觀看或取得
應列為限制級之物品。
③第一項物品之分級類別、內容、標示、陳列方式、管理、有分級管理義務
之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六條
①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由通訊傳播主管
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並辦理下
列事項：
一、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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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
三、內容分級制度之推動及檢討。
四、過濾軟體之建立及推動。
五、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教育宣導。
六、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七、其他防護機制之建立及推動。
②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應依前項防護機制，訂定自律規範採取明確可行防護
措施；未訂定自律規範者，應依相關公（協）會所定自律規範採取必要措
施。
③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路內容有害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康或違反前項規定未採取明確可行防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及
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
④前三項所稱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指提供連線上網後各項網際網路平臺服
務，包含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儲存空間，或利用網際網路建置網站提供資
訊、加值服務及網頁連結服務等功能者。
第四十六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於網際網路散布或傳送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
取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制，使兒
童及少年得以接取或瀏覽。
第四十九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
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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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
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第六十九條
①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
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
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②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
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③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
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④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且經行政機關邀
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
認為有公開之必要，不在此限。
第九十一條
①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情節嚴重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②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年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③供應毒品、非法供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予兒童及少年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④供應有關暴力、血腥、色情或猥褻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
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予兒童及少年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⑤違反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除新聞紙依第四十五條及第九十三條規定
辦理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並得由主管
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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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條
①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
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之物品，其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容之規定。
②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之
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③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九十四條
①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未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
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②違反第四十六條之一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並得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九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第一○三條
①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②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③前二項經第六十九條第四項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者，不罰。
④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
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⑤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前，宣傳品、出版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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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依修正前第一項罰鍰規定，處罰該負責人。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
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處罰行為人。
第一一八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
二十九條、第七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及第一百十六條自公布
六個月後施行，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九十條自公布三年後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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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4 年 8 月 11 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 5957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9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513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27
條條文；並刪除第 37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2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243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9、
22、29、33、34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9 年 11 月 8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2702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13∼
16、33 條條文；並增訂第 36-1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77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4、20、23∼
26、28、31 條條文；並增訂第 36-2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6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3∼25、
27、39 條條文；並自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
7.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58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2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條、第 8 條、第 14 條第 1 項所列屬「內政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
「衛生福利部」管轄
8.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01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5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原名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行政院院臺衛字第 1050183667 號令發布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9.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422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6、38、
39、51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衛字第 1070007781 號令發布定自 107 年 7 月 1 日
施行
10.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588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7、8、
15、19、21、23、30、44、45、49、51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衛字第 1070007781 號令發布定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

Ιన
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
本條例。
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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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節錄）!

1035
1053

ࢳ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ࢴ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έన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獨立編列預算，並置專職人員辦理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
內政、法務、教育、國防、文化、經濟、勞動、交通及通訊傳播等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時，應全力配合並辦理防
制教育宣導。
主管機關應會同前項相關機關定期公布並檢討教育宣導、救援及保護、加
害者處罰、安置及服務等工作成效。
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代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政
策。
前項學者、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任一性別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Τన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
路內容防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應
先行移除該資訊，並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提供司法
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本條例第四章犯罪網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資料
及網路使用紀錄。
ΪѲన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
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行政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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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ѲΪన
以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信、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散布、傳
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ѲΪΜన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ѲΪΤన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
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ϤΪన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為他人散布、傳
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違反前項規定之媒體，應發布新聞並公開之。
第一項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若已善盡防止任何人散布、傳送、刊登或張貼
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經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專家學者代表審議同意後，得
減輕或免除其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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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24 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12282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54
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第二章至第四章、第五章第 40 條、第 41 條、第六章自公布後
一年施行
2.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777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66 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
3.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022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0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976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0 條條文
5.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058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第 4 條所列屬「內政
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6.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4∼6、
8、11、14∼17、19、20、31、32、34、36、37、38、42、48∼50、58、59、60 條條
文；並增訂第 30-1、34-1、36-1、36-2、50-1、58-1、61-1、63-1 條條文；除第 63-1 條
條文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Ιన
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Ѳన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家庭
暴力防治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保護、預防及宣導措
施，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治業務，並應全力配合之，其權責事項如下：
一、主管機關：家庭暴力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監督、訂定跨機關
（構）合作規範及定期公布家庭暴力相關統計等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驗傷、採證、身心治療、諮商及加害
人處遇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各級學校家庭暴力防治教育、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
年之輔導措施、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權益之維護等相關事
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相關事宜。
五、警政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人身安全之維護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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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處理、家庭暴力犯罪偵查與刑事案件資料統計等相關事宜。
六、法務主管機關：家庭暴力犯罪之偵查、矯正及再犯預防等刑事司法相
關事宜。
七、移民主管機關：設籍前之外籍、大陸或港澳配偶因家庭暴力造成逾期
停留、居留及協助其在臺居留或定居權益維護等相關事宜。
八、文化主管機關：出版品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廣播、電視及其他通訊傳播媒體違反本法規定之
處理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與其未成年子女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
關事宜。
十一、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ϤΪనϞΙ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
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
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犯罪偵查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認
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ϲΪΙనϞΙ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五十條
之一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第五十條之一規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
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但被害人死亡，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之必要者，不罰。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
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ϲΪϲ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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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86 年 1 月 22 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01623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0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15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955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6860 號令增訂公布第 6-1、6-2 條條
文
4.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772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5 條；並自
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5.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055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1、25 條條
文；並自 98 年 11 月 23 日施行
6.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462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7∼9、
12∼14、20、21、23、25 條條文；增訂第 22-1、23-1 條條文；刪除第 5 條條文；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第 3 條、第 20 條第 7
項、第 22 條之 1 第 5 項所列屬「內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7.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496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3、8、
13、17、20、22-1、25 條條文；增訂第 13-1、15-1、16-1、16-2 條條文；除第 15-1 條
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Ιన
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
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
罪。
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人。
犯第一項各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判決有罪
確定者，除第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外，
適用本法關於加害人之規定。
έన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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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性侵
害防治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保護、預防及宣導措
施，對涉及相關機關之防治業務，並應全力配合之，其權責事項如下：
一、社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性侵害防治政策之規
劃、推動、監督及定期公布性侵害相關統計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身心治療及加害人身心治
療、輔導教育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各級學校性侵害防治教育、性侵害被害人及其子女就
學權益之維護等相關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相關事宜。
五、警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人身安全之維護、性侵害犯罪偵查、資
料統計、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查閱等相關事宜。
六、法務主管機關：性侵害犯罪之偵查、矯正、獄中治療等刑事司法相關
事宜。
七、移民主管機關：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民因遭受性侵害致
逾期停留、居留及協助其在臺居留或定居權益維護與加害人為外籍
人士、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民，配合協助辦理後續遣返事宜。
八、文化主管機關：出版品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廣播、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法管理之媒體違反
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
事宜。
十一、其他性侵害防治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ΪΠన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
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
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Ϊέన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
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
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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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
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
報導或揭露必要者，亦同。
ΠΪϤన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八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十五條之一自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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ࢇแݲו
1. 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7120 號令公布全文 175 條；並自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
2. 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27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305050 號令增訂公布第 174-1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20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1900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74-1 條條
文
4.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28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26501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74-1 條
條文
5.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212541 號令刪除公布第 44、45 條條
文
6.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920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31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15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7、175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
第一節 法

則
例

Ιన
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
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
Πన
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
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
序。
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
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έన
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
下列機關之行政行為，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各級民意機關。
二、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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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機關。
下列事項，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有關外交行為、軍事行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為。
二、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
三、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四、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所為之行為。
五、有關私權爭執之行政裁決程序。
六、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
七、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
八、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行為。
Ѳన
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Ϥన
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
ϲన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Μన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Τన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Ξన
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Ϊన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的。

第二節 管

轄

ΪΙన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
未一併修正時，原管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或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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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上級機關公告變更管轄之事項。
行政機關經裁併者，前項公告得僅由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為之。
前二項公告事項，自公告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移轉管轄權之效力。但
公告特定有生效日期者，依其規定。
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ΪΠన
不能依前條第一項定土地管轄權者，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關於不動產之事件，依不動產之所在地。
二、關於企業之經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之事件，依經營企業或從事事業之
處所，或應經營或應從事之處所。
三、其他事件，關於自然人者，依其住所地，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依其
居所地，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依其最後所在地。關於法人或團體
者，依其主事務所或會址所在地。
四、不能依前三款之規定定其管轄權或有急迫情形者，依事件發生之原因
定之。
Ϊέన
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前二條之規定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
管轄，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
管轄之必要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
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前項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為必要之職務行為，並即通知其他機關。
ΪѲన
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
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前項情形，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得向共同上級機關申請指定管
轄，無共同上級機關者，得向各該上級機關之一為之。受理申請之機關應
自請求到達之日起十日內決定之。
在前二項情形未經決定前，如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虞
時，該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緊急之臨時處置，
並應層報共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方。
人民對行政機關依本條所為指定管轄之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ΪϤన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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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執行之。
前二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
新聞紙。
Ϊϲన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一項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行政機關支付之。
ΪΜన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轄權者，應即移
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人民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依前項規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者，視同已
在法定期間內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
ΪΤన
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之變更而喪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
機關，並通知當事人。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機關之同意，亦得由原管轄
機關繼續處理該案件。
ΪΞన
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
求協助︰
一、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
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
前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
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之︰
一、協助之行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
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
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絕之。
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理由通
知請求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
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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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金額及
支付方式，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由其
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第三節 當事人
ΠΪన
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
一、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
二、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三、與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相對人。
四、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之相對人。
五、對行政機關陳情之人。
六、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
ΠΪΙన
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者如下︰
一、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四、行政機關。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ΠΪΠన
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者如下︰
一、依民法規定，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之團體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行政程序行為者。
四、行政機關由首長或其代理人、授權之人為行政程序行為者。
五、依其他法律規定者。
無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行政程序行為。
外國人依其本國法律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而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政程
序之行為能力者，視為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
ΠΪέన
因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
依申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
ΠΪѲ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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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但依法規或行政程序之性質不得授權者，不得為
之。
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不得逾三人。
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但申請之撤回，非
受特別授權，不得為之。
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
代理權授與之撤回，經通知行政機關後，始對行政機關發生效力。
ΠΪϤన
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當事人。
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委任者，其代理人仍得單獨代理。
代理人經本人同意得委任他人為複代理人。
ΠΪϲన
代理權不因本人死亡或其行政程序行為能力喪失而消滅。法定代理有變更
或行政機關經裁併或變更者，亦同。
ΠΪΜన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未共同委任代理人者，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五人
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為。
未選定當事人，而行政機關認有礙程序之正常進行者，得定相當期限命其
選定；逾期未選定者，得依職權指定之。
經選定或指定為當事人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退。
經選定或指定當事人者，僅得由該當事人為行政程序行為，其他當事人脫
離行政程序。但申請之撤回、權利之拋棄或義務之負擔，非經全體有共同
利益之人同意，不得為之。
ΠΪΤన
選定或指定當事人有二人以上時，均得單獨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為。
ΠΪΞన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於選定或經指定當事人後，仍得更換或增減之。
行政機關對於其指定之當事人，為共同利益人之權益，必要時，得更換或
增減之。
依前二項規定喪失資格者，其他被選定或指定之人得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
為。
έΪన
當事人之選定、更換或增減，非以書面通知行政機關不生效力。
行政機關指定、更換或增減當事人者，非以書面通知全體有共同利益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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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不生效力。但通知顯有困難者，得以公告代之。
έΪΙన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行政機關之許可，得偕同輔佐人到場。
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命當事人或代理人偕同輔佐人到場。
前二項之輔佐人，行政機關認為不適當時，得撤銷其許可或禁止其陳述。
輔佐人所為之陳述，當事人或代理人未立即提出異議者，視為其所自為。

第四節 迴

避

έΪΠన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
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
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έΪέన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
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
有正當理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
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
務員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五節 程序之開始
έΪѲన
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但依本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有
開始行政程序之義務，或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定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
έΪϤన
當事人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得以書面或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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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以言詞為申請者，受理之行政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
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六節 調查事實及證據
έΪϲన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
利事項一律注意。
έΪΜన
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除得自行提出證據外，亦得向行政機關申請調查事
實及證據。但行政機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得不為調查，並於第四十三
條之理由中敘明之。
έΪΤన
行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時得據實製作書面紀錄。
έΪΞన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
之效果。
ѲΪన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
文書、資料或物品。
ѲΪΙన
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
以書面為鑑定者，必要時，得通知鑑定人到場說明。
ѲΪΠన
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ѲΪέన
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
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第七節 資訊公開
ѲΪѲన! Ȟւଶȟ
ѲΪϤన! Ȟւଶȟ
ѲΪϲన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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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
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
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
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
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
ѲΪΜన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
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
公務員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時，應將所有往來
之書面文件附卷，並對其他當事人公開。
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面紀錄，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
及內容。

第八節 期日與期間
ѲΪΤన
期間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
算者，不在此限。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
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而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
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
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
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
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二項、第四項
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
ѲΪΞ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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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
為準。
ϤΪన
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
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申請回復原狀。如該法定期間少
於十日者，於相等之日數內得申請回復原狀。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政程序行為。
遲誤法定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申請回復原狀。
ϤΪΙన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
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
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二個月。
行政機關未能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
延長之，但以一次為限。
前項情形，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行政機關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時，於該
項事由終止前，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

第九節 費

用

ϤΪΠన
行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行政機關負擔。但專為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利益
所支出之費用，不在此限。
因可歸責於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事由，致程序有顯著之延滯者，其因延
滯所生之費用，由其負擔。
ϤΪέన
證人或鑑定人得向行政機關請求法定之日費及旅費，鑑定人並得請求相當
之報酬。
前項費用及報酬，得請求行政機關預行酌給之。
第一項費用，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節 聽證程序
ϤΪѲన
依本法或其他法規舉行聽證時，適用本節規定。
ϤΪϤన
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並通知當事人及其他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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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害關係人，必要時並公告之︰
一、聽證之事由與依據。
二、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三、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四、聽證之主要程序。
五、當事人得選任代理人。
六、當事人依第六十一條所得享有之權利。
七、擬進行預備程序者，預備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八、缺席聽證之處理。
九、聽證之機關。
依法規之規定，舉行聽證應預先公告者，行政機關應將前項所列各款事
項，登載於政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
聽證期日及場所之決定，應視事件之性質，預留相當期間，便利當事人或
其代理人參與。
ϤΪϲన
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變更聽證期日或場所，但以有正當理
由為限。
行政機關為前項之變更者，應依前條規定通知並公告。
ϤΪΜన
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由律師、相關專
業人員或其他熟諳法令之人員在場協助之。
ϤΪΤన
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
證。
預備聽證得為下列事項︰
一、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
二、釐清爭點。
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四、變更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
預備聽證之進行，應作成紀錄。
ϤΪΞన
聽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公開以言詞為之。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主持人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決定全部或一
部不公開︰

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

1053
1071

一、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者。
二、公開對當事人利益有造成重大損害之虞者。
ϲΪన
聽證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
聽證開始時，由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說明事件之內容要旨。
ϲΪΙన
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機關指
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ϲΪΠన
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
主持人於聽證時，得行使下列職權︰
一、就事實或法律問題，詢問當事人、其他到場人，或促其提出證據。
二、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委託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調查。
三、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
四、依職權或申請，通知或允許利害關係人參加聽證。
五、許可當事人及其他到場人之發問或發言。
六、為避免延滯程序之進行，禁止當事人或其他到場之人發言；有妨礙聽
證程序而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退場。
七、當事人一部或全部無故缺席者，逕行開始、延期或終結聽證。
八、當事人曾於預備聽證中提出有關文書者，得以其所載內容視為陳述。
九、認為有必要時，於聽證期日結束前，決定繼續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十、如遇天災或其他事故不能聽證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中止聽
證。
十一、採取其他為順利進行聽證所必要之措施。
主持人依前項第九款決定繼續聽證之期日及場所者，應通知未到場之當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ϲΪέన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即時聲
明異議。
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駁回異
議。
ϲΪѲన
聽證，應作成聽證紀錄。
前項紀錄，應載明到場人所為陳述或發問之要旨及其提出之文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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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記明當事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聲明異議之事由及主持人對異議之處理。
聽證紀錄，得以錄音、錄影輔助之。
聽證紀錄當場製作完成者，由陳述或發問人簽名或蓋章；未當場製作完成
者，由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陳述或發問人閱覽，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情形，陳述或發問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
應記明其事由。
陳述或發問人對聽證紀錄之記載有異議者，得即時提出。主持人認異議有
理由者，應予更正或補充；無理由者，應記明其異議。
ϲΪϤన
主持人認當事人意見業經充分陳述，而事件已達可為決定之程度者，應即
終結聽證。
ϲΪϲన
聽證終結後，決定作成前，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再為聽證。

第十一節 送

達

ϲΪΜన
送達，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
ϲΪΤన
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
者，視為自行送達。
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書內容對人民權利義務有
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
文書由行政機關自行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辦理送達事務人員為送達人；
其交郵政機關送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前項郵政機關之送達準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三條訂定之郵政機關送達
訴訟文書實施辦法。
ϲΪΞన
對於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之一人為
之。
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行政程序之行為，未向行政機關陳明其法定代
理人者，於補正前，行政機關得向該無行為能力人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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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Ϊన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
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前項送達準用之。
ΜΪΙన
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
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ΜΪΠన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但在行政機關辦公
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機關
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
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
ΜΪέన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
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者，不適
用之。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
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ΜΪѲన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
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
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
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應保存三個月。
ΜΪϤన
行政機關對於不特定人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
之。
ΜΪϲన
送達人因證明之必要，得製作送達證書，記載下列事項並簽名︰
一、交送達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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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受送達人。
三、應送達文書之名稱。
四、送達處所、日期及時間。
五、送達方法。
除電子傳達方式之送達外，送達證書應由收領人簽名或蓋章；如拒絕或不
能簽名或蓋章者，送達人應記明其事由。
送達證書，應提出於行政機關附卷。
ΜΪΜన
送達係由當事人向行政機關申請對第三人為之者，行政機關應將已為送達
或不能送達之事由，通知當事人。
ΜΪΤన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
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八十六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
定辦理而無效者。
有前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行政機關為避免行政
程序遲延，認為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當事人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不向行政機關陳明，致有第一項之情形者，行
政機關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ΜΪΞన
依前條規定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者，依職權為
之。
ΤΪన
公示送達應由行政機關保管送達之文書，而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貼公告，
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並得由行政機關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
ΤΪΙన
公示送達自前條公告之日起，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登之
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
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七十九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
效力。
Τ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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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示送達者，行政機關應製作記載該事由及年、月、日、時之證書附
卷。
ΤΪέన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收人，向行政機關陳明者，應向該代收人為
送達。
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地無住居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行
政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指定送達代收人。
如不於前項期間指定送達代收人並陳明者，行政機關得將應送達之文書，
註明該當事人或代理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交付郵政機關掛號發
送，並以交付文書時，視為送達時。
ΤΪѲన
送達，除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交付郵政機關或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者
外，不得於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日沒後為之。但應受送達人不
拒絕收領者，不在此限。
ΤΪϤన
不能為送達者，送達人應製作記載該事由之報告書，提出於行政機關附
卷，並繳回應送達之文書。
ΤΪϲన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不能依前項規定為送達者，得將應送達之文書交郵政機關以雙掛號發送，
以為送達，並將掛號回執附卷。
ΤΪΜన
對於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領事或其他駐外人員為送達者，應
囑託外交部為之。
ΤΪΤన
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長官為
之。
ΤΪΞన
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ΞΪన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者，得囑託外交部為之。
ΞΪΙన
受囑託之機關或公務員，經通知已為送達或不能為送達者，行政機關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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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附卷。

第二章 行政處分
第一節 行政處分之成立
ΞΪΠన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
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ΞΪέన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
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
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
一、期限。
二、條件。
三、負擔。
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ΞΪѲన
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
ΞΪϤన
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
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要求
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得拒絕。
ΞΪϲన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
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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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
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
蓋章為之。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
機關。
前項規定於依前條第二項作成之書面，準用之。
ΞΪΜన
書面之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記明理由︰
一、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二、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待處分機關之說明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處
分之理由者。
三、大量作成之同種類行政處分或以自動機器作成之行政處分依其狀況無
須說明理由者。
四、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程序。
六、依法律規定無須記明理由者。
ΞΪΤన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之，並自通知
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雖以通知更正，如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信賴原告知之救濟期間，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
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者，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
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ΞΪΞన
對於行政處分聲明不服，因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
機關為之者，該機關應於十日內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前項情形，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
Ιɒɒన
書面之行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行政處
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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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ΙɒΙన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
申請更正之。
前項更正，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不能附記者，應製作更正書，以
書面通知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第二節 陳述意見及聽證
ΙɒΠన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Ιɒέన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一、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處分。
二、情況急迫，如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違背公益者。
三、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不能遵行者。
四、行政強制執行時所採取之各種處置。
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
六、限制自由或權利之內容及程度，顯屬輕微，而無事先聽取相對人意見
之必要者。
七、相對人於提起訴願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請再審查、異議、復查、
重審或其他先行程序者。
八、為避免處分相對人隱匿、移轉財產或潛逃出境，依法律所為保全或限
制出境之處分。
ΙɒѲన
行政機關依第一百零二條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時，應以書面記載下
列事項通知相對人，必要時並公告之︰
一、相對人及其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將為限制或剝奪自由或權利行政處分之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
三、得依第一百零五條提出陳述書之意旨。
四、提出陳述書之期限及不提出之效果。
五、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情形，行政機關得以言詞通知相對人，並作成紀錄，向相對人朗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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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閱覽後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由。
ΙɒϤన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陳述書，應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
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陳述書，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但應釋明其利害關
係之所在。
不於期間內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Ιɒϲన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期限
內，以言詞向行政機關陳述意見代替陳述書之提出。
以言詞陳述意見者，行政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陳述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
其內容無誤後，由陳述人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
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ΙɒΜన
行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舉行聽證︰
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
二、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
ΙɒΤన
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除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
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
前項行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人。
ΙɒΞన
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
序。

第三節 行政處分之效力
ΙΙɒన
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
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
對其發生效力。
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力。但處
分另訂不同日期者，從其規定。
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
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
ΙΙΙ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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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
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
ΙΙΠన
行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行政處
分不能成立者，全部無效。
ΙΙέన
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請求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時，處
分機關應確認其為有效或無效。
ΙΙѲన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
下列情形而補正︰
一、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
二、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
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
四、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事後作成決議者。
五、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其他機關已於事後參與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
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當事人因補正行為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不服者，其期間之遲誤視為不
應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其回復原狀期間自該瑕疵補正時起算。
ΙΙϤన
行政處分違反土地管轄之規定者，除依第一百十一條第六款規定而無效者
外，有管轄權之機關如就該事件仍應為相同之處分時，原處分無須撤銷。
ΙΙϲన
行政機關得將違法行政處分轉換為與原處分具有相同實質及程序要件之其
他行政處分。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轉換︰
一、違法行政處分，依第一百十七條但書規定，不得撤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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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換不符作成原行政處分之目的者。
三、轉換法律效果對當事人更為不利者。
羈束處分不得轉換為裁量處分。
行政機關於轉換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第一百零三條之事
由者，不在此限。
ΙΙΜన
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
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
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
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ΙΙΤన
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
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力之日期。
ΙΙΞన
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
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ΙΠɒన
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無前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
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
理之補償。
前項補償額度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
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金額，相對人有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
訴訟。
ΙΠΙన
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
二年內為之。
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行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處分撤銷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ΙΠΠన
非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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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但廢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或依法不得廢止者，不在此限。
ΙΠέన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一、法規准許廢止者。
二、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
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
將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
ΙΠѲన
前條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二年內為之。
ΙΠϤన
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
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
力。
ΙΠϲన
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
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
償。
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補
償準用之。
ΙΠΜన
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
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
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
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
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
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
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
ΙΠΤన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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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
關係人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
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
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
不得申請。
ΙΠΞన
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認申請
為無理由或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如認為原處分為正當者，應駁回
之。
Ιέɒన
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確定，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後，而有收回因該處
分而發給之證書或物品之必要者，行政機關得命所有人或占有人返還之。
前項情形，所有人或占有人得請求行政機關將該證書或物品作成註銷之標
示後，再予發還。但依物之性質不能作成註銷標示，或註銷標示不能明顯
而持續者，不在此限。
ΙέΙన
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
ΙέΠన
行政處分因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
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不中斷。
Ιέέన
因行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自行政處分不得訴請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
力後，重行起算。
ΙέѲన
因行政處分而中斷時效之請求權，於行政處分不得訴請撤銷後，其原有時
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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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契約
ΙέϤన
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
得締約者，不在此限。
Ιέϲన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
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
約，以代替行政處分。
ΙέΜన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
定︰
一、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行政處分之作成，行政機關無裁量權時，代替該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所約
定之人民給付，以依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得為附款者為限。
第一項契約應載明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及僅供該特定用途使用之意旨。
ΙέΤన
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依法應以甄選或其他競爭方式決定該當事
人時，行政機關應事先公告應具之資格及決定之程序。決定前，並應予參
與競爭者表示意見之機會。
ΙέΞన
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但法規另有其他方式之規定者，依其規
定。
ΙѲɒన
行政契約依約定內容履行將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應經該第三人書面之同
意，始生效力。
行政處分之作成，依法規之規定應經其他行政機關之核准、同意或會同辦
理者，代替該行政處分而締結之行政契約，亦應經該行政機關之核准、同
意或會同辦理，始生效力。
ΙѲΙన
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
行政契約違反第一百三十五條但書或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者，無效。
ΙѲ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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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行政處分之行政契約，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為無效者。
二、與其內容相同之行政處分，有得撤銷之違法原因，並為締約雙方所明
知者。
三、締結之和解契約，未符合第一百三十六條之規定者。
四、締結之雙務契約，未符合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者。
ΙѲέన
行政契約之一部無效者，全部無效。但如可認為欠缺該部分，締約雙方亦
將締結契約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ΙѲѲన
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得就相對人契約之履行，依書
面約定之方式，為必要之指導或協助。
ΙѲϤన
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其締約後，因締約機關所屬公法人之其
他機關於契約關係外行使公權力，致相對人履行契約義務時，顯增費用或
受其他不可預期之損失者，相對人得向締約機關請求補償其損失。但公權
力之行使與契約之履行無直接必要之關聯者，不在此限。
締約機關應就前項請求，以書面並敘明理由決定之。
第一項補償之請求，應自相對人知有損失時起一年內為之。
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金額，相對人有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
訴訟。
ΙѲϲన
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
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前項之調整或終止，非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之財產上損失，不得為之。
第一項之調整或終止及第二項補償之決定，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
相對人對第一項之調整難為履行者，得以書面敘明理由終止契約。
相對人對第二項補償金額不同意時，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ΙѲΜన
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約定顯失
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適當調整契約內容。如不能調整，得終
止契約。
前項情形，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時，行政機關為維護公益，得於
補償相對人之損失後，命其繼續履行原約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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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請求調整或終止與第二項補償之決定，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
相對人對第二項補償金額不同意時，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ΙѲΤన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
之認可；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時，應經該地方自治團體
行政首長之認可；契約內容涉及委辦事項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
生效力。
第一項強制執行，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強制執行之規定。
ΙѲΞన
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第四章 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
ΙϤɒన
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
立法精神。
ΙϤΙన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除關於軍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項而涉及國家機
密或安全者外，應依本法所定程序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法規命令之修正、廢止、停止或恢復適用，準用訂定程序之規定。
ΙϤΠన
法規命令之訂定，除由行政機關自行草擬者外，並得由人民或團體提議為
之。
前項提議，應以書面敘明法規命令訂定之目的、依據及理由，並附具相關
資料。
ΙϤέన
受理前條提議之行政機關，應依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非主管之事項，依第十七條之規定予以移送。
二、依法不得以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附述理由通知原提議者。
三、無須訂定法規命令之事項，附述理由通知原提議者。
四、有訂定法規命令之必要者，著手研擬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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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ϤѲన
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
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訂定之依據。
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
行政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外，並得以適當之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ΙϤϤన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ΙϤϲన
行政機關為訂定法規命令，依法舉行聽證者，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
告，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之名稱。
二、訂定之依據。
三、草案之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四、聽證之日期及場所。
五、聽證之主要程序。
ΙϤΜన
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發布。
數機關會同訂定之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或共同上級機關核定者，
應於核定後始得會銜發布。
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ΙϤΤన
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
二、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
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
法規命令之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法規
命令顯失規範目的者，全部無效。
ΙϤΞన
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
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
般、抽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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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
性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
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Ιϲɒన
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行政機關訂定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行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
政府公報發布之。
ΙϲΙన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ΙϲΠన
行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行政規則之廢止，適用第一百六十條規定。

第五章 行政計畫
Ιϲέన
本法所稱行政計畫，係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
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
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
ΙϲѲన
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數
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
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
前項行政計畫之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之程序，由行政院另定之。

第六章 行政指導
ΙϲϤన
本法所稱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
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
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Ιϲϲన
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時，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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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行政機關應即停止，並不得據此對相對人為不利
之處置。
ΙϲΜన
行政機關對相對人為行政指導時，應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責
指導者等事項。
前項明示，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如相對人請求交付文書時，
除行政上有特別困難外，應以書面為之。

第七章 陳

情

ΙϲΤన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
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ΙϲΞన
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機關應作成紀錄，並向
陳情人朗讀或使閱覽後命其簽名或蓋章。
陳情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ΙΜɒన
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應訂定作業規定，指派人員迅速、確實處理之。
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ΙΜΙన
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
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
受理機關認為陳情之重要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者，得通知陳情人補陳之。
ΙΜΠన
人民之陳情應向其他機關為之者，受理機關應告知陳情人。但受理機關認
為適當時，應即移送其他機關處理，並通知陳情人。
陳情之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者，受理機關應告知
陳情人。
ΙΜέన
人民陳情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處理︰
一、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者。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三、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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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則

ΙΜѲన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
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
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ΙΜѲనϞΙ
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
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
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ΙΜϤన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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ࢇᆴݲ
1.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684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6 條；並自
公布後一年施行
2.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7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27、
32、45、46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法

例

Ιన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
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Πన
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一、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
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
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
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止許
可或登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
之處分。
三、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
似之處分。
έన
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
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Ѳన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
Ϥన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
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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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న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
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第二章 責

任

Μన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
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Τన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
罰。
Ξన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予處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Ϊన
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
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
務。
ΪΙన
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予處罰。但明知職務命令違法，而
未依法定程序向該上級公務員陳述意見者，不在此限。
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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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但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Ϊέన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
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第三章 共同違法及併同處罰
ΪѲన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
罰之。
前項情形，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其無此
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罰之。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處罰有重輕或免除時，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
者，仍處以通常之處罰。
ΪϤన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
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二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
利益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之。
Ϊϲన
前條之規定，於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法人以外之其他私
法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準用之。
ΪΜన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依各該法律或自治
條例規定處罰之。

第四章 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
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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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
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
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
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
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其他種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ΪΞన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節
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
前項情形，得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施以糾正或勸導，並作成紀錄，命其
簽名。
ΠΪన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
人因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
圍內，酌予追繳。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
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前二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
ΠΪΙన
沒入之物，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以屬於受處罰者所有為限。
ΠΪΠన
不屬於受處罰者所有之物，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物成為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工具者，仍得裁處沒入。
物之所有人明知該物得沒入，為規避沒入之裁處而取得所有權者，亦同。
ΠΪέన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分、使
用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沒入其物之價額；其致物之價值減
損者，得裁處沒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後，予以處分、使
用或以他法致不能執行沒入者，得追徵其物之價額；其致物之價值減損
者，得另追徵其減損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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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追徵，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

第五章 單一行為及數行為之處罰
ΠΪѲన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
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
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
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
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
ΠΪϤన
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ΠΪϲన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
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
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
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規定裁處之。
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
體、地方自治團體、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其所支付之金
額或提供之勞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金額，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
時數核算。
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
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已收繳之罰鍰，無息退還：
一、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有罪
確定，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
二、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

第六章 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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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Μన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
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前條第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無罪、
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日起
算。
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
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ΠΪΤన
裁處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或進行裁處時，停止其
進行。
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
算。

第七章 管轄機關
ΠΪΞన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由行為地、結果地、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
業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得由
船艦本籍地、航空器出發地或行為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最初停泊地或降落
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外國船艦或航空器於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
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得由行為後其船艦或航空器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最初停泊地或降落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者，不能依前三項規定定其管轄機關時，得由行為人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管轄。
έΪన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其行為地、行為人之住所、居所
或營業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不在同一管轄區內者，各該行為地、住
所、居所或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均有管轄權。
έΪΙన
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處理在先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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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不能分別處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
管轄之必要者，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之。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者，由各該主
管機關分別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
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為必要
之職務行為，並將有關資料移送為裁處之機關；為裁處之機關應於調查終
結前，通知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關。
έΪΠన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刑事部分
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前項移送案件，司法機關就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
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撤銷緩刑
之裁判確定，或撤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應通知原移送之行
政機關。
前二項移送案件及業務聯繫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八章 裁處程序
έΪέన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應向行為人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
示足資辨別之標誌，並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έΪѲన
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得為下列之處置：
一、即時制止其行為。
二、製作書面紀錄。
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行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
強制力排除其抗拒。
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效，致確實無法辨
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令其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其不隨
同到指定處所接受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為之。
前項強制，不得逾越保全證據或確認身分目的之必要程度。
έΪϤ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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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對於行政機關依前條所為之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指定處
所查證身分不服者，得向該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當場陳述理由表示
異議。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認前項異議有理由者，應停止或變更強制排除
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之處置；認無理由者，得繼續執
行。經行為人請求者，應將其異議要旨製作紀錄交付之。
έΪϲన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之。
前項可為證據之物之扣留範圍及期間，以供檢查、檢驗、鑑定或其他為保
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έΪΜన
對於應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無正當
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者，得用強制力扣留之。
έΪΤన
扣留，應作成紀錄，記載實施之時間、處所、扣留物之名目及其他必要之
事項，並由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拒絕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者，應記明其事由。
扣留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在場或請求時，應製作收據，記載扣留
物之名目，交付之。
έΪΞన
扣留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之處置；其不便搬運或保管者，
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得沒入之物，有毀損之虞
或不便保管者，得拍賣或變賣而保管其價金。
易生危險之扣留物，得毀棄之。
ѲΪన
扣留物於案件終結前無留存之必要，或案件為不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處
者，應發還之；其經依前條規定拍賣或變賣而保管其價金或毀棄者，發還
或償還其價金。但應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扣留物之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發還者，應公告之；自
公告之日起滿六個月，無人申請發還者，以其物歸屬公庫。
ѲΪΙన
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扣留不服者，得向扣留機關
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扣留機關認有理由者，應發還扣留物或變更扣留行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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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機關決定之。
對於直接上級機關之決定不服者，僅得於對裁處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
時一併聲明之。但第一項之人依法不得對裁處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
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扣留，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第一項及前項但書情形，不影響扣留或裁處程序之進行。
ѲΪΠన
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已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
二、已依職權或依第四十三條規定，舉行聽證。
三、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裁處。
四、情況急迫，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違背公益。
五、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不能遵行。
六、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七、法律有特別規定。
ѲΪέన
行政機關為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裁處前，應依受處罰者之申請，舉行
聽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有前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二、影響自由或權利之內容及程度顯屬輕微。
三、經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見，而未於
期限內陳述意見。
ѲΪѲన
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應作成裁處書，並為送達。

第九章 附

則

ѲΪϤన
本法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於本法施行後
裁處者，除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
條規定外，均適用之。
前項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自本法施行之日起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
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經緩起訴處分
確定，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者，亦適用之；曾經裁處，因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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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於修正施行後為裁處者，亦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修正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於修正施行後受免刑或緩刑之裁判確定者，不適用修正後
之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
規定。
ѲΪϲన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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ࢇஈݲ
1. 中華民國 21 年 12 月 28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2 條
2. 中華民國 32 年 12 月 1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 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36 年 11 月 11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 5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7 年 11 月 11 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22998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44
條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17 日行政院(89)台法字第 30098 號令發布自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21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525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17 日行政院(89)台法字第 30098 號令發布自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919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7、19 條條
文；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40030955 號令發布定自 94 年 7 月 28 日
施行
7.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46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7 條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16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60015303 號令發布定自 96 年 5 月 1 日施
行
8.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067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7 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15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80026002 號令發布第 17 條定自 98 年 6
月 1 日施行
9.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4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4、44 條條
文；並自 98 年 11 月 23 日施行
10.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224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7 條條文；
增訂第 17-1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90025596 號令發布第 17 條定自 99 年 5
月 10 日施行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0990031121 號令發布第 17-1 條定自 99 年 6
月 3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4 條第 1、2 項、
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3、6∼10 項、第 17-1 條第 1、3∼6 項、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4 項、第 20 條第
1 項、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34 條、第 42 條第 2 項所列屬「行政執行處」
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改由「行政執行分署」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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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Ιన
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Πన
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
行及即時強制。
έన
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
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Ѳన
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
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其所屬行政執行處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Ϥన
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
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間。
執行人員於執行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必要時得命義
務人或利害關係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文件。
ϲన
執行機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必要時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
一、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者。
二、無適當之執行人員者。
三、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者。
四、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者。
五、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者。
被請求協助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不能協助者，應附理由即時
通知請求機關。
被請求協助機關因協助執行所支出之費用，由請求機關負擔之。
Μన
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
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五年期
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
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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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規定，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所稱已開始執行，如已移送執行機關者，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
之陳述。
二、已開始調查程序。
第三項規定，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移送執
行尚未終結之事件，亦適用之。
Τన
行政執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
之申請終止執行：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
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者。
三、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者。
行政處分或裁定經部分撤銷或變更確定者，執行機關應就原處分或裁定經
撤銷或變更部分終止執行。
Ξన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
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
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
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
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Ϊన
行政執行，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受損害人得依
該法請求損害賠償。

第二章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ΪΙన
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
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
一、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定有履行期間或有法定履行期間者。
二、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未定履行期間，經以書面限期催告履行者。

1086! 肆、其他相關法規
肆、其他相關法規
1104
三、依法令負有義務，經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者。
法院依法律規定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經主管機
關移送者，亦同。
ΪΠన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由行政執行處之行政執行官、執行書記
官督同執行員辦理之，不受非法或不當之干涉。
Ϊέన
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移送書。
二、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
三、義務人之財產目錄。但移送機關不知悉義務人之財產者，免予檢附。
四、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第一款移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如係
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義務發生之原因及日
期；應納金額。
ΪѲన
行政執行處為辦理執行事件，得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
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之陳述。
ΪϤన
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Ϊϲన
執行人員於查封前，發見義務人之財產業經其他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
封。行政執行處已查封之財產，其他機關不得再行查封。
ΪΜన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
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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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限制住居：
一、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十萬元。但義務人已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
限。
二、已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遺產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但其
繼承所得遺產超過法定應繼分，而未按所得遺產比例繳納者，不在
此限。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
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
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人據
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
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
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
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
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
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法院受理管收之聲請後，應即訊問義務人並為裁定，必要時得通知行政執
行處指派執行人員到場為一定之陳述或補正。
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
抗告；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抗告不停止拘提或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或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
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或管收人釋放。
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
法有關訊問、拘提、羈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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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ΜనϞΙ
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
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處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
之申請對其核發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一、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二、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三、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四、禁止進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六、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七、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前項所定一定金額，由法務部定之。
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核發禁止命令前，應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
意見。義務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行政執行處關於本條
之調查及審核程序不受影響。
行政執行處於審酌義務人之生活有無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而核發第一項之
禁止命令時，應考量其滯欠原因、滯欠金額、清償狀況、移送機關之意
見、利害關係人申請事由及其他情事，為適當之決定。
行政執行處於執行程序終結時，應解除第一項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配合
之第三人。
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
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
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
而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ΪΤన
擔保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負清償責任者，行政
執行處於義務人逾前條第一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
行之。
ΪΞన
法院為拘提之裁定後，應將拘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
拘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應即釋放義務人：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
二、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相當擔保。
三、不符合聲請管收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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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管收之裁定後，應將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將被管收人送
交管收所；法院核發管收票時義務人不在場者，行政執行處得派執行員持
管收票強制義務人同行並送交管收所。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
收原因消滅時，行政執行處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一次為
限。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ΠΪన
行政執行處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次。
提詢或送返被管收人時，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
ΠΪΙన
義務人或其他依法得管收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其情形發生
管收後者，行政執行處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停止管收：
一、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
三、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ΠΪΠ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應即以書面通知管收所釋放被管收人：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
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致不得繼續執行者。
三、管收期限屆滿者。
四、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確實之擔保者。
ΠΪέన
行政執行處執行拘提管收之結果，應向裁定法院提出報告。提詢、停止管
收及釋放被管收人時，亦同。
ΠΪѲన
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
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ΠΪϤన
有關本章之執行，不徵收執行費。但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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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負擔之。
ΠΪϲన
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第三章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
ΠΪΜన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
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
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前項文書，應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強制執行之意旨。
ΠΪΤన
前條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如下：
一、代履行。
二、怠金。
前條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如下：
一、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
二、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三、收繳、註銷證照。
四、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五、其他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
ΠΪΞన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
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
前項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
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
έΪన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
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亦同。
έΪΙన
經依前條規定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依前項規定，連續處以怠金前，仍應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以書面限期履
行。但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έ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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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
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έΪέన
關於物之交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依本章之規定。
έΪѲన
代履行費用或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依第二章之規定執行
之。
έΪϤన
強制執行法第三章、第四章之規定於本章準用之。

第四章 即時強制
έΪϲన
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
時，得為即時強制。
即時強制方法如下：
一、對於人之管束。
二、對於物之扣留、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
三、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
四、其他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
έΪΜన
對於人之管束，以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一、瘋狂或酗酒泥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及預防他人
生命、身體之危險者。
二、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
三、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者。
四、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
危害者。
前項管束，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έΪΤన
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
扣留之物，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其扣留期間不
得逾三十日。但扣留之原因未消失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不得逾兩個
月。
扣留之物無繼續扣留必要者，應即發還；於一年內無人領取或無法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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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所有權歸屬國庫；其應變價發還者，亦同。
έΪΞన
遇有天災、事變或交通上、衛生上或公共安全上有危害情形，非使用或處
置其土地、住宅、建築物、物品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防護之目的時，得
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
ѲΪన
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以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
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者為限。
ѲΪΙన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
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
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第五章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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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Πన
法律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者，自本法修正條文
施行之日起，不適用之。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行政執行事件，未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者，自本法修
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執行之；其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之事件，移送該管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之。
前項關於第七條規定之執行期間，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算。
ѲΪέన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ѲΪѲ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
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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ວݲ
1. 中華民國 19 年 3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4 條
2. 中華民國 26 年 1 月 8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 13 條
3. 中華民國 59 年 12 月 23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 28 條
4. 中華民國 68 年 12 月 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5.中華民國 84 年 1 月 16 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 0196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87 年 10 月 28 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22132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01 條
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31 日行政院(88)台規字第 29626 號令發布：本次修正條文，定自 8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7.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14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46990 號令修正公布第 4、
9、41 條條文；並自 8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1463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0 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6526 號令發布定自 101 年 9 月 6 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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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訴願事件
Ιన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
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同。
Πన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
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έన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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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行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同。

第二節 管

轄

Ѳన
訴願之管轄如左：
一、不服鄉（鎮、市）公所之行政處分者，向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二、不服縣（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縣（市）政府提起
訴願。
三、不服縣（市）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
署提起訴願。
四、不服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
願。
五、不服直轄市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
提起訴願。
六、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所屬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各
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
七、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之行政處分者，向主管院提起訴
願。
八、不服中央各院之行政處分者，向原院提起訴願。
Ϥన
人民對於前條以外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時，應按其管轄
等級，比照前條之規定為之。
訴願管轄，法律另有規定依其業務監督定之者，從其規定。
ϲన
對於二以上不同隸屬或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應向其共同之上
級機關提起訴願。
Μన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
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
提起訴願。
Τన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
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受委任機關
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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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న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公所依法辦理上
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
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受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
起訴願。
Ϊన
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
義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ΪΙన
原行政處分機關裁撤或改組，應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視為原行政處分機
關，比照前七條之規定，向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
願。
ΪΠన
數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或因管轄不明致不能辨明有管轄權之機關者，由其
共同之直接上級機關確定之。
無管轄權之機關就訴願所為決定，其上級機關應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之，
並命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機關。
Ϊέన
原行政處分機關之認定，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但上級機關本於
法定職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交由下級機關執行者，以該上級機關為原行政
處分機關。

第三節 期日及期間
ΪѲన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
告期滿後，已逾三年者，不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以該
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訴願之日。
ΪϤన
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條之訴願期間者，於
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回復原狀。
但遲誤訴願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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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
Ϊϲన
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
間。但有訴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
為者，不在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ΪΜన
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

第四節 訴願人
ΪΤన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
提起訴願。
ΪΞన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願能力。
ΠΪన
無訴願能力人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
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應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願行為。
關於訴願之法定代理，依民法規定。
ΠΪΙన
二人以上得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處分，共同提起訴願。
前項訴願之提起，以同一機關管轄者為限。
ΠΪΠన
共同提起訴願，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三人為代表人。
選定代表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文書證明。
ΠΪέన
共同提起訴願，未選定代表人者，受理訴願機關得限期通知其選定；逾期
不選定者，得依職權指定之。
ΠΪѲన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由其代表全體訴願人為訴願行為。但撤回訴願，
非經全體訴願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ΠΪϤన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仍得更換或增減之。
前項代表人之更換或增減，非以書面通知受理訴願機關，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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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Ϊϲన
代表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表共同訴願人為訴願行為。
ΠΪΜన
代表人之代表權不因其他共同訴願人死亡、喪失行為能力或法定代理變更
而消滅。
ΠΪΤన
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經受理訴願機關允許，得為訴願人之利益參
加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有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參加訴願。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機關應
於作成訴願決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
ΠΪΞన
申請參加訴願，應以書面向受理訴願機關為之。
參加訴願應以書面記載左列事項：
一、本訴願及訴願人。
二、參加人與本訴願之利害關係。
三、參加訴願之陳述。
έΪన
通知參加訴願，應記載訴願意旨、通知參加之理由及不參加之法律效果，
送達於參加人，並副知訴願人。
受理訴願機關為前項之通知前，得通知訴願人或得參加訴願之第三人以書
面陳述意見。
έΪΙన
訴願決定對於參加人亦有效力。經受理訴願機關通知其參加或允許其參加
而未參加者，亦同。
έΪΠన
訴願人或參加人得委任代理人進行訴願。每一訴願人或參加人委任之訴願
代理人不得超過三人。
έΪέన
左列之人，得為訴願代理人：
一、律師。
二、依法令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理人資格者。
三、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
四、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訴願人之代理人者。
五、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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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訴願代理人，受理訴願機關認為不適當時，得禁止
之，並以書面通知訴願人或參加人。
έΪѲన
訴願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
έΪϤన
訴願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得為一切訴願行為。但撤回訴願，非受特
別委任不得為之。
έΪϲన
訴願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訴願人。
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委任者，其訴願代理人仍得單獨代理。
έΪΜన
訴願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訴願人本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生
效力。
έΪΤన
訴願代理權不因訴願人本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訴願能力而消滅。法定代理
有變更、機關經裁撤、改組或公司、團體經解散、變更組織者，亦同。
έΪΞన
訴願委任之解除，應由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以書面通知受理訴願
機關。
ѲΪన
訴願委任之解除，由訴願代理人提出者，自為解除意思表示之日起十五日
內，仍應為維護訴願人或參加人權利或利益之必要行為。
ѲΪΙన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經受理訴願機關之許可，得於期日偕同輔佐
人到場。
受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命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偕同輔佐
人到場。
前二項之輔佐人，受理訴願機關認為不適當時，得廢止其許可或禁止其續
為輔佐。
ѲΪΠన
輔佐人到場所為之陳述，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不即時撤銷或更正
者，視為其所自為。

第五節 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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ѲΪέన
送達除別有規定外，由受理訴願機關依職權為之。
ѲΪѲన
對於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未經陳明法定代理
人者，得向該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
對於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ѲΪϤన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
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前項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ѲΪϲన
訴願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受
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訴願人或參加人本人。
ѲΪΜన
訴願文書之送達，應註明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交付郵政機關以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發送。
訴願文書不能為前項送達時，得由受理訴願機關派員或囑託原行政處分機
關或該管警察機關送達，並由執行送達人作成送達證書。
訴願文書之送達，除前二項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至第六十
九條、第七十一條至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第六節 訴願卷宗
ѲΪΤన
關於訴願事件之文書，受理訴願機關應保存者，應由承辦人員編為卷宗。
ѲΪΞన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得向受理訴願機關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
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
前項之收費標準，由主管院定之。
ϤΪన
第三人經訴願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經受理訴願機關許可
者，亦得為前條之請求。
ϤΪΙన
左列文書，受理訴願機關應拒絕前二條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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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訴願決定擬辦之文稿。
二、訴願決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者。

第二章 訴願審議委員會
ϤΪΠన
各機關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組成人員以具有法制專長者
為原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由本機關高級職員及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
家擔任之；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審議規則，由主管院定之。
ϤΪέన
訴願決定應經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ϤΪѲన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訴願事件，應指定人員製作審議紀錄附卷。委員於審
議中所持與決議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訴願審議經言詞辯論者，應另行製作筆錄，編為前項紀錄之附件，並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至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
ϤΪϤన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或委員對於訴願事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參與審議。

第三章 訴願程序
第一節 訴願之提起
ϤΪϲన
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項，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訴願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
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
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二、有訴願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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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行政處分機關。
四、訴願請求事項。
五、訴願之事實及理由。
六、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月、日。
七、受理訴願之機關。
八、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九、年、月、日。
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願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款所列事項，載明
應為行政處分之機關、提出申請之年、月、日，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
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
ϤΪΜన
訴願人在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作不
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但應於三十日內
補送訴願書。
ϤΪΤన
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
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
原行政處分機關不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者，應儘速附具
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
原行政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前項答辯書抄送訴願人。
ϤΪΞన
訴願人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將訴願書影本或副本
送交原行政處分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ϲΪన
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回後，不得復
提起同一之訴願。
ϲΪΙన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以外之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
之表示者，視為自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前項收受之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於原行政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
人。
ϲΪΠ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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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訴願
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第二節 訴願審議
ϲΪέన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
述意見。
訴願人或參加人請求陳述意見而有正當理由者，應予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
見之機會。
ϲΪѲన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委員聽取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
場之陳述。
ϲΪϤన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或於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訴願
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輔佐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派員於指
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
ϲΪϲన
言詞辯論之程序如左：
一、受理訴願機關陳述事件要旨。
二、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就事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三、原行政處分機關就事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四、訴願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對他方之陳述或答辯，為再答辯。
五、受理訴願機關對訴願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提出詢問。
前項辯論未完備者，得再為辯論。
ϲΪΜన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職權或囑託有關機關或人員，實施調查、檢驗或勘驗，
不受訴願人主張之拘束。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或參加人之申請，調查證據。但就其申請調查之
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受理訴願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調查證據之結果，非經賦予訴願人及參加人
表示意見之機會，不得採為對之不利之訴願決定之基礎。
ϲΪΤన
訴願人或參加人得提出證據書類或證物。但受理訴願機關限定於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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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提出者，應於該期間內提出。
ϲΪΞన
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囑託有關機關、學
校、團體或有專門知識經驗者為鑑定。
受理訴願機關認無鑑定之必要，而訴願人或參加人願自行負擔鑑定費用
時，得向受理訴願機關請求准予交付鑑定。受理訴願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
鑑定人由受理訴願機關指定之。
鑑定人有數人者，得共同陳述意見。但意見不同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使其
分別陳述意見。
ΜΪన
鑑定人應具鑑定書陳述意見。必要時，受理訴願機關得請鑑定人到達指定
處所說明。
ΜΪΙన
鑑定所需資料在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者，受理訴願機關應告知
鑑定人准其利用。但其利用之範圍及方法得限制之。
鑑定人因行鑑定得請求受理訴願機關調查證據。
ΜΪΠన
鑑定所需費用由受理訴願機關負擔，並得依鑑定人之請求預行酌給之。
依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交付鑑定所得結果，據為有利於訴願人或參加人
之決定或裁判時，訴願人或參加人得於訴願或行政訴訟確定後三十日內，
請求受理訴願機關償還必要之鑑定費用。
ΜΪέన
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命文書或其他物件之
持有人提出該物件，並得留置之。
公務員或機關掌管之文書或其他物件，受理訴願機關得調取之。
前項情形，除有妨害國家機密者外，不得拒絕。
ΜΪѲన
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就必要之物件或處所
實施勘驗。
受理訴願機關依前項規定實施勘驗時，應將日、時、處所通知訴願人、參
加人及有關人員到場。
ΜΪϤన
原行政處分機關應將據以處分之證據資料提出於受理訴願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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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項之證據資料，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得請求閱覽、抄錄或
影印之。受理訴願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一項證據資料之閱覽、抄錄或影印，受理訴願機關應指定日、時、處
所。
ΜΪϲన
訴願人或參加人對受理訴願機關於訴願程序進行中所為之程序上處置不服
者，應併同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節 訴願決定
ΜΪΜన
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
者。
三、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
四、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
不補正者。
五、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願行
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ΜΪΤన
分別提起之數宗訴願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受
理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並得合併決定。
ΜΪΞన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
理由。
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
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
ΤΪన
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
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但有左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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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不得為之：
一、其撤銷或變更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行政處分受益人之信賴利益顯然較行政處分撤銷或變更所欲維護之公
益更值得保護者。
行政處分受益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原行政處分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原行政處分機關依
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三、明知原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行政處分之受益人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因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依第一項規定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而受有損失者，應予補償。但其補償
額度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
ΤΪΙన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
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
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
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ΤΪΠన
對於依第二條第一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
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受理訴願
機關應認訴願為無理由，以決定駁回之。
ΤΪέన
受理訴願機關發現原行政處分雖屬違法或不當，但其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
重大損害，經斟酌訴願人所受損害、賠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
事，認原行政處分之撤銷或變更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其訴願。
前項情形，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
ΤΪѲన
受理訴願機關為前條決定時，得斟酌訴願人因違法或不當處分所受損害，
於決定理由中載明由原行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進行協議。
前項協議，與國家賠償法之協議有同一效力。
ΤΪϤన
訴願之決定，自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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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並通知訴願人及參加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五十七條但書規定補送訴願書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六十二條規定通知補正
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ΤΪϲన
訴願之決定以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在訴訟或行政救
濟程序進行中者，於該法律關係確定前，受理訴願機關得停止訴願程序之
進行，並即通知訴願人及參加人。
受理訴願機關依前項規定停止訴願程序之進行者，前條所定訴願決定期
間，自該法律關係確定之日起，重行起算。
ΤΪΜన
訴願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行政處分所涉權利或利益
之人，承受其訴願。
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由因合併而另立或合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
願。
依前二項規定承受訴願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受理訴願機
關檢送因死亡繼受權利或合併事實之證明文件。
ΤΪΤన
受讓原行政處分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得檢具受讓證明文件，向受理訴願
機關申請許其承受訴願。
ΤΪΞన
訴願決定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訴願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
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訴願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四、決定機關及其首長。
五、年、月、日。
訴願決定書之正本，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達訴願人、參加人及原行政處
分機關。
ΞΪ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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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ΞΪΙన
對於得提起行政訴訟之訴願決定，因訴願決定機關附記錯誤，向非管轄機
關提起行政訴訟，該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行政訴訟書狀連同有關資料移送管
轄行政法院，並即通知原提起行政訴訟之人。
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行政訴訟書狀提出於非管轄機關者，視為自始向有管
轄權之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ΞΪΠన
訴願決定機關附記提起行政訴訟期間錯誤時，應由訴願決定機關以通知更
正之，並自更正通知送達之日起，計算法定期間。
訴願決定機關未依第九十條規定為附記，或附記錯誤而未依前項規定通知
更正，致原提起行政訴訟之人遲誤行政訴訟期間者，如自訴願決定書送達
之日起一年內提起行政訴訟，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ΞΪέన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
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
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
執行。
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
ΞΪѲన
停止執行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之情形，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
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停止執行。
前項情形，原裁定停止執行之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撤銷停止執行之裁
定。
ΞΪϤన
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就其依第十條
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亦有拘束力。
ΞΪϲన
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
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第四章 再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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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ΪΜన
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
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二、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
三、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
四、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
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
七、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八、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十、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
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
者，自知悉時起算。

第五章 附

則

ΞΪΤన
依本法規定所為之訴願、答辯及應備具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科學名
詞之譯名以國立編譯館規定者為原則，並應附註外文原名。
前項書件原係外文者，並應檢附原外文資料。
ΞΪΞన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其以後之訴願程序，依修正之本
法規定終結之。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再訴願案件，其以後之再訴願程序，準用修
正之本法有關訴願程序規定終結之。
Ιɒɒన
公務人員因違法或不當處分，涉有刑事或行政責任者，由最終決定之機關
於決定後責由該管機關依法辦理。
ΙɒΙన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1127
1131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1. 中華民國 61 年 7 月 25 日行政院(61)台規字第 7361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62 年 1 月 19 日行政院(62)台規字第 0591 號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62 年 7 月 6 日行政院(62)台規字第 05730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 69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69)台訴字第 2200 號令修正發布
5. 中華民國 82 年 2 月 15 日行政院(82)台訴字第 0380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4、6 條條文
6. 中華民國 84 年 2 月 10 日行政院(84)台訴字第 04601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89)台訴字第 1429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6 條；並
自訴願法施行之日起施行（原名稱：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
程）
8.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80193307 號令修正發布第 4、6 條條
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規程依訴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①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為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訴願會）
。
②前項訴願會兼辦本機關督導所屬機關訴願業務之幕僚作業事項。
第三條
①各機關應依其業務需要訂定訴願會編組表，列明職稱、職等、員額，報經
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②前項編組所需專責人員，於本機關預算員額內勻用。
第四條
①訴願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
副首長或具法制專長之高級職員調派專任或兼任；其餘委員由機關首長就
本機關高級職員調派專任或兼任，並遴選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擔
任；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委員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有法制專長。
②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③訴願會所需承辦人員，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職員中具法制專長者調派之，
並得指定一人為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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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訴願會之組織規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
之。
第六條
①本規程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②本規程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

1111
1129

ࢇЅӨࢇᐠᜰວቷដۏষོቷដೣࠌ
1. 中華民國 69 年 5 月 7 日行政院(69)台規字第 5116 號令訂定發布
2. 中華民國 82 年 2 月 15 日行政院(82)台訴字第 0380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6、17、19、20 條
條文
3.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89)台訴字第 14298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5 條；並
自訴願法施行之日起施行（原名稱：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則）
4.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5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09300902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9、35 條條
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5.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3910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2 條條文

Ιన
本規則依訴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Πన
共同提起訴願，於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為其代表人之選定時，
非經全體訴願人書面通知受理訴願機關，不生效力；經選定或指定之代表
人更換或增減時，亦同。
共同訴願之代表人經更換、刪減後，不得再代表全體訴願人為訴願行為。
έన
訴願代理人資格經受理訴願機關審查不符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者，應通知委任人，並副知受任人。
Ѳన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請求閱覽、
抄錄、影印或攝影訴願卷宗內文書者，應以書面向受理訴願機關為之。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預納費用請
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者，應載明文書種類、名稱、文號及其起迄頁
數、份數。
第三人為前二項請求者，並應附訴願人同意文件，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
Ϥన
受理訴願機關應於受理前條請求之日起十日內，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日、時
到達指定處所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訴願卷宗內文書，或付與繕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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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節本；其拒絕者，應敘明拒絕之理由。
ϲన
原行政處分機關收受之訴願書未具訴願理由者，應於十日內移由訴願管轄
機關審理；附具訴願理由者，應於二十日內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至第
四項規定辦理。
訴願人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者，對於合於法定程式之訴願事件，受理
訴願機關應即函請原行政處分機關於二十日內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規定辦理；其逾限未陳報或答辯者，應予函催；其答辯欠詳者，得
發還補充答辯。
Μన
受理訴願機關依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通知訴願人補正者，應載明於文到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Τన
對於訴願事件，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再進而為
實體上之審查。
Ξన
訴願事件經依本法第六十條規定撤回者，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訴願
會）無須審決，應即終結，並通知訴願人及參加人。
Ϊన
訴願人或參加人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請求陳述意見，而無正當理
由者，受理訴願機關得通知拒絕，或於決定理由中指明。
訴願會主任委員得依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指定委員偕同承辦人員，聽取
意見之陳述，並作成紀錄附訴願卷宗。
ΪΙన
訴願事件經答辯完備，並踐行本法規定之審理程序，承辦人員應即擬具處
理意見連同卷證，送由訴願會全體委員或三人以上分組委員審查；委員於
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核提審查意見，供審議之準
備。
訴願事件經原行政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陳報訴願管轄機
關者，準用前項規定辦理。但經原行政處分機關自行撤銷原行政處分者，
得免送訴願會委員審查。
ΪΠన
訴願事件經訴願會委員提出審查意見後，應由主任委員指定期日開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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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事件依前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免送訴願會委員審查者，應由主任委員逕
行指定期日開會審議。
前二項審議，得通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屆時派員到會列席
說明。
Ϊέన
訴願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開會時
並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指定委員一人代
行主席職務。
ΪѲన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本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或認有
必要時，得依職權審酌後，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
人、輔佐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為言詞辯論，
並得通知其他人員或有關機關派員到場備詢。
依前項規定通知參加人、輔佐人時，應附具答辯書影本或抄本。
言詞辯論應於訴願會會議中進行。
ΪϤన
訴願人或參加人未受合法通知或因不可抗力事由，致未於指定期日到場參
加言詞辯論者，除與其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已到場為辯論者外，得於受理訴
願機關決定前，敘明理由續行申請。
Ϊϲన
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言詞辯論筆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辯論之處所及年、月、日。
二、出席委員及承辦人員姓名。
三、訴願事件。
四、到場之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輔佐人、原行政處
分機關人員及其他經通知到場人員之姓名。
五、辯論進行之要領。
以錄音機、錄影機等機器記錄言詞辯論之進行者，其錄音帶、錄影帶等，
應與言詞辯論筆錄編為審議紀錄之附件。
ΪΜన
訴願事件依本法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規定，有調查、檢驗、勘驗或送
請鑑定之必要時，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職權或囑託有關機關、學校、團體或
人員實施之。
ΪΤ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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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訴願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調查證據之結果，對訴願人、參加人不利
者，除訴願人、參加人曾到場陳述意見或參加言詞辯論已知悉者外，應以
書面載明調查證據之結果，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通知其於一定期
限內表示意見。
ΪΞన
受理訴願機關就訴願人或參加人申請調查之證據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決定
理由中指明。
ΠΪన
受理訴願機關囑託鑑定時，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送請鑑定事項。
二、完成期限。
三、本法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一條規定之內容。
四、鑑定所需費用及支付方式。
ΠΪΙన
受理訴願機關對訴願人或參加人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自行負
擔鑑定費用交付鑑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拒絕，並於決定理由中
指明：
一、請求鑑定事項非屬專門性或技術性者。
二、相同事項於另案已交付鑑定，訴願人或參加人未提出新事實或新理由
者。
三、原行政處分機關已交付鑑定，訴願人或參加人未提出新事實或新理由
者。
四、申請鑑定事項與訴願標的無關或其他類此情形者。
ΠΪΠన
受理訴願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認有留置文書或物件之必要
時，應通知其持有人。
ΠΪέన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條規定，於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依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原行政處分機關據以處
分之證據資料或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準用之。
ΠΪѲన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逾第七條所定期間不補正，訴願人在不受理決定書正
本發送前，已向受理訴願機關補正者，應註銷決定書仍予受理。但訴願書
不合法定程式並不影響訴願要件者，雖未遵限補正，仍不影響訴願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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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ΠΪϤన
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決定，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
者，受理訴願機關得於決定理由中指明應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撤銷或變更
之。
ΠΪϲన
訴願事件無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情形，經審查結果，其訴願理由雖非可
取，而依其他理由認為原行政處分確屬違法或不當者，仍應以訴願為有理
由。
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不答辯，而事實未臻明確者，受理訴願機
關得依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定，或認訴願為有理由而逕行撤銷原行政處
分，責令另為行政處分，以加重其責任。
ΠΪΜన
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三個月訴願決定期間，自訴願書收受機關收
受訴願書之次日起算。
前項規定，於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補送、補正訴願書時，準用之。
訴願人於訴願決定期間續補具理由者，訴願決定期間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
之次日起算。
訴願人於延長決定期間後再補具理由者，訴願決定期間自收受補具理由之
次日起算，不得逾二個月。
ΠΪΤన
訴願會承辦人員，應按訴願會審議訴願事件所為決議，依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製作決定書原本，層送本機關長官依其權責判行作成正本，
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達訴願人、參加人及原行政處分機關。
決定書以本機關名義行之，除載明決定機關及其首長外，並應列入訴願會
主任委員及參與決議之委員姓名。
決定書正本內容與原本不符者，除主文外，得更正之。
ΠΪΞన
訴願文書交付郵政機關送達者，應使用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
訴願文書派員或囑託原行政處分機關或該管警察機關送達者，應由執行送
達人作成送達證書。
前二項之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及送達證書格式，由行政院定之。
έΪన
訴願決定經撤銷者，承辦人員應即分析檢討簽提意見，供本機關及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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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機關改進業務之參考。
對於行政法院裁判所持見解，得供處理同類事件之參考。但其裁判有行政
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被告機關得依法提起再審
之訴。
έΪΙన
依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申請再審，應具再審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
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為之：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
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三、不服之訴願決定及請求事項。
四、申請之事實及理由。
五、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六、年、月、日。
έΪΠన
申請再審不合法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申請再審，無再審理由或有再審理由而原決定係屬正當者，應以決定駁回
之。
έΪέన
申請再審為有再審理由，而無前條情形者，應以決定撤銷原決定或（及）
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其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
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
更或處分。
έΪѲన
本規則各條，除於再審已有規定者外，其與再審性質不相牴觸者，於再審
準用之。
έΪϤన
本規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一日施行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伍、重要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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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
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
1.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146025110 號函訂定下達全文 15 點
2.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7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646019400 號函修正下達第 2 點至第 7 點及
第9點

一、為兼顧人民權益及行政效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
會組織法第九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①下列事項應由委員會議審議：
（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制度之訂定及審議。
（二）通訊傳播重要計畫及方案之審議、考核，施政計畫之審議。
（三）通訊傳播資源分配之審議。
（四）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五）通訊傳播業務之公告案、許可案。
（六）編制表、議事要點及處務規程之審議。
（七）內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審議。
（八）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九）涉外多（雙）邊貿易談判協商、重要政策、開放項目及法規調
整。
（十）其他主管機關徵詢本會涉及政策之重大事項徵詢意見案。
（十一）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②前項第五款應由委員會議審議之公告案、許可案如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開放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家數公告。
（二）固定通信網路瓶頸設施項目公告。
（三）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出租電路之規格及數量公告。
（四）請求第一類電信事業強制互連之第二類電信事業範圍公告。
（五）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之營業項目公告。
（六）移出經營者向攜碼用戶收取之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費用。
（七）電信事業因災害或重大事故致電信機線設備發生故障，暫停通
信之公告。
（八）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資費調整係數 X 值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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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項目之公告。
（十）市場主導者提供批發價格之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公告。
（十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批發價格之提報期限及實施日期
公告。
（十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公告及解除。
（十三）禁止或限制妨害電波暢通之任何建築公告。
（十四）免設置電信室及其他空間之建築物公告。
（十五）建築物責任分界以內之簡易電信設備之公告。
（十六）電臺免設置許可項目之公告。
（十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項目之公告。
（十八）無線廣播、電視頻率開放之公告。
（十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最小經營區域調整公告。
（二十）系統經營者應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最低實收資本額之公告。
（二十一）供公眾收視聽播送平臺範圍之公告。
（二十二）數位服務升級計畫之公告。
（二十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之公告。
（二十四）系統經營者與訂戶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之
公告。
（二十五）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之營運計畫變更。
（二十六）應經審驗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之公告。
三、下列處分案應由委員會議審議：
（一）非涉及經營權變更之不予返還第一類電信事業履行保證金。
（二）涉及國家安全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事業計畫書之營業項目、營業區
域、網路建設容量規劃、通訊技術運用等重大事項之變更核准。
（三）涉及國家安全之固定通信業務網路建設許可、衛星通信業務網路
架設許可、行動通信業務系統架設許可之核發。
（四）固定通信業務事業計畫書交換設備涉及國家安全之設置地點或廠
牌。
（五）第一類電信事業申請相互投資之核准。
（六）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接續費之核定。
（七）電信號碼冠碼（首碼）為 0、11、16、2 至 9，及 SS7 國際信號點
碼使用或變更之核准。
（八）第一類電信事業申請籌設之許可及廢止、經營之特許及廢止。
（九）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非促銷方案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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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代理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務之核准或廢止。
（十一）第一類電信事業申請終止營業、讓與營業或財產、合併。
（十二）依電信法裁處之罰鍰逾新臺幣二百萬元者。
（十三）第一類電信事業違反電信法受裁罰致廢止其特許。
（十四）無線廣播事業依廣播電視法之評鑑未達營運計畫者。
（十五）無線電視事業依廣播電視法之營運計畫評鑑者。
（十六）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或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評鑑未達營運計畫者。
（十七）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或衛星廣播電視法裁處之罰緩
達法定罰鍰最高額三分之二以上者或罰緩額度達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者，或併罰停播節目或廣告者。
（十八）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籌設許可。
（十九）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申請經營許可及執照之核發。
（二十）無線電視事業執照之屆期換發。
（二十一）跨區性大功率無線廣播事業執照之屆期准予換發。
（二十二）無線廣播事業執照屆期不予換發或限期改善。
（二十三）無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處分、廢止籌設許可及註銷執照。
（二十四）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停播（一部或全部終止播送）。
（二十五）有線廣播電視禁用頻道申請使用之核准。
（二十六）外國人申請投資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代行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費率之核定。
（二十八）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申請籌設許可及許可證之核發。
（二十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屆期之換發。
（三十）系統經營者間之讓與營業、合併或投資行為之准駁。但不包含
被投資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計畫內容無變更者。
（三十一）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含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之停止播送
處分、廢止籌設或經營許可、註銷許可證或執照。
（三十二）有線系統經營者申請暫停或終止經營。
（三十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經營許可及
執照之核發。
（三十四）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屆期不予換
發。
（三十五）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處分、撤
銷許可及註銷執照。
（三十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新聞頻道執照屆期准予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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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公告案及許可案應先經分組委員會議審查後，提報委員會議審議：
（一）市內網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權數之公告。
（二）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經營者提供號碼可攜及送出緊急電
話發話位址之實施時程公告。
（三）實施普及服務之直轄市、縣（市）公告。
（四）指定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及年度實施計畫之公告。
（五）電信普及服務補助金額之公告。
（六）分攤者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營業額下限及服務費用之比例及金額
之公告。
（七）數位通訊接取普及服務優惠補助金額之公告。
（八）非涉及國家安全之行動通信業務系統架設許可之核發或廢止。
（九）非涉及國家安全之固定通信業務網路建設許可、衛星通信業務網
路架設許可之核發或廢止。
（十）固定通信業務之室內通信營業區域公告。
（十一）國際網路話務處理及國際通信費用攤分之協議，其適用國家之
變更公告。
（十二）非屬跨區性大功率之無線廣播事業股權轉讓百分之三十以上或
一年內累積股權轉讓百分之三十以上之審核。
（十三）無線電視事業、跨區性大功率無線廣播事業股權轉讓百分之五
以上或一年內累積股權轉讓百分之五以上之審核。
（十四）無線或有線廣播電視開播展期申請。
（十五）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之名稱或董事長或代表人之異動申請。
（十六）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營運計畫變更依法應經許可者。
（十七）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變更依法應經許可者。
（十八）系統經營者部門主管之審核。
（十九）系統經營者頻道變更。
（二十）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實施之許可。
（二十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全國總訂戶數公告。
（二十二）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終止經營。
五、①下列公告案及許可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適用相同規定之同類案件後，
即得按委員會議決議要旨，由主管業務單位循文書程序發文，並應於
一週內擬具處理結果之案件清單，提報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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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電信事業服務品質評鑑報告。
（二）衛星通信業務固定地球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展期。（法
務處）
（三）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許可之核准或廢止、展期或暫停營業及許
可執照核發、換補發或註銷。
（四）固定式業餘無線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展期。
（五）船舶無線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展期。
（六）無線廣播電視電臺（含數位、節目中繼及學校實習）架設許可
核准、廢止或展期。
（七）試播無線電視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展期或變更。
（八）行動通信網路業務電臺架設許可之核准、廢止或展期。
（九）第一類電信事業微波電臺架設許可之核准、廢止或展期。
（十）專用電信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展期。
（十一）廣電、衛廣事業衛星地球電臺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展期。
（十二）個人指位無線電示標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示標識別碼。
（十三）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架設許可及無線電臺架設許可
核准、廢止、展期或變更。
（十四）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營許可文件及執照核准、廢止。
（十五）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專案核准文件及許可證。
（十六）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架設許可核准、廢止或
展期。
（十七）非屬跨區性大功率之無線廣播事業股權轉讓未達百分之三十
或一年內累積股權轉讓未達百分之三十之審核。
（十八）無線電視事業、跨區性大功率無線廣播事業股權轉讓未達百
分之五或一年內累積股權轉讓未達百分之五之審核。
（十九）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申請停播（非終止播送）。
（二十）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屬董事長或代表人以下之事業負責人變更。
（二十一）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涉及識別標示、衛星轉頻器、資本額、事業地址變
更及一般節目之營運計畫變更。
（二十二）無線廣播事業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廣播事業聯播處
理要點申請，非涉及聯播臺成員變動之營運計畫變更申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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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因衛星廣播事業停播或終止經營
，以其他頻道代替之頻道變更許可申請。
（二十四）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暫停經營。
（二十五）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評鑑已達營
運計畫者，不含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經營新聞頻道、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財務警訊達警示
標準或評鑑期間遭本會核處三次以上者。
②本會新任委員逾委員總額半數時，前項公告案及許可案應於新任委員就
職後，本會受理同類案件已達可決程度前，重新踐行提報委員會議審
議程序，始適用前項規定。
六、下列處分案應先經分組委員會議審查後，提報委員會議審議：
（一）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協議之裁決。
（二）指定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及年度實施計畫之核定。
（三）電信普及服務補助金額之核定。
（四）分攤者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營業額下限及服務費用之比例及金額
之核定。
（五）經核定普及服務提供者申請變更之實施計畫。
（六）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優惠補助金額。
（七）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促銷方案之核定。
（八）第一類電信事業營業規章、服務契約。
（九）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無線廣播或無線電視業務等事業執照使用頻
率之指配。
（十）學校實習無線廣播電臺設置許可及頻率之指配。
（十一）專用電信頻率之指配。
（十二）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業務分配頻段外之頻率指配。
（十三）軍用頻率之指配。
（十四）申請或終止擔任電信終端、有線廣播電視終端或低功率射頻器
材驗證機構簽訂委託審驗契約核發、換發驗證機構認證證書。
（十五）依電信法裁處之罰鍰逾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二百萬元
者。
（十六）第二類電信事業違反電信法受裁罰致廢止其許可。
（十七）電信號碼冠碼（首碼）為 18、19，及 SS7 國內信號點碼使用或
變更之核准。
（十八）固定通信、衛星通信業務經營特許執照屆期之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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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代理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務電信資費之核定。
（二十）非涉及國家安全，且對市場競爭或消費者權益有重大影響之第
一類電信事業事業計畫書變更准駁。
（二十一）無線廣播事業評鑑已達營運計畫者。
（二十二）非屬跨區性大功率之無線廣播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不
含新聞頻道）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屆期准予換發。
（二十三）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許可（分期）。
（二十四）系統經營者間之投資行為，其被投資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計畫
內容無變更時之准駁。
（二十五）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證展期申請。
（二十六）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計畫之准駁。
（二十七）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評鑑達營運計
畫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經營新聞頻
道、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財務警訊達
警示標準或評鑑期間遭本會核處三次以上者。
（二十八）依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或衛星廣播電視法裁處之罰
鍰逾新臺幣十萬元，未達法定罰鍰最高額三分之二或罰鍰額
度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
（二十九）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裁處案。
七、①下列處分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適用相同規定之同類案件後，即得按委
員會議決議要旨，由主管業務單位循文書程序發文，並應於一週內擬
具處理結果之案件清單，提報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
（一）電信號碼廢止及收回。
（二）第一類電信事業、無線廣播電視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等申請依
一定使用條件可重覆使用之衛星鏈路、微波鏈路分配頻段內之
頻率指配事項。
（三）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頻率之指配。
（四）外國人專案申設專用電信監理。
（五）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展示、測試之使用頻率核准。
（六）第一類電信事業出租細分化網路元件之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費
率之核定。
（七）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專案申請頻道業務之核准。（第十五、
十六、十九、二十頻道）
（八）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實驗區、光節點或放大器範圍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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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為全數位化服務之核准。
②本會新任委員逾委員總額半數時，前項處分案應於新任委員就職後，本
會受理同類案件已達可決程度前，重新踐行提報委員會議審議程序，
始適用前項規定。
八、①除第二點至第七點規定外之處分案或其他行政行為，授權主管業務單位
辦理，其公文核決層級依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
②前項授權事項，主管業務單位應定期彙整提報業務會報報告實施情形。
九、①委員會議審議之案件，應由主管業務單位簽陳擬辦建議及提案單陳送主
任委員；提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後已達即可公告、准駁及為特定處分程
度者，並應擬具簽函稿。
②分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案件，應由主管業務單位擬具簽函稿及提案單陳送
主任秘書。
③前二項提案單應載明主管業務單位、案由、法令依據及處理意見；必要
時並應會簽法律事務處或其他業務單位。
④分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案件提案單應載明受文者。
十、①分組委員會議，由委員三人組成之。
②分組委員會議每星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其決議應以全體分組委員同意行
之。
十一、分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案件，於審查時有任一委員持保留意見者，應將全
案連同委員保留意見，提報委員會議審議。
十二、分組委員會議開會時，相關處室之主管或副主管及經主席指定列席之人
員應列席說明。但經分組委員會議決議通過時，得以書面報告代替列
席說明。
十三、①委員會議審議之案件，經議決通過者，由主管業務單位擬具函稿，依
文書作業程序判發。
②經分組委員會議審查之案件，由主管業務單位依分組委員會議議決修
正後，交由秘書室議事科將處理結果及相關文件彙整，提報委員會議
審議並確認，始得依前項規定判發。
十四、秘書室應就第四點至第八點案件分類統計，定期向委員會議報告其實施
情形。
十五、本要點得經委員會議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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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聽證會作業要點
1.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2 日通傳字第 09505068930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23 點
2.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0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846006170 號函下達修正第 3 點、第 4 點、
第 17 點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規範本會召開聽證會之作業程
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召開聽證會之目的如下：
（一）提供人民直接參與本會訂定行政命令或擬訂行政計畫等決策之機
會。
（二）提供行政處分案件之當事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就個案陳述意見
、提出證據及發問之機會。
三、①委員會議審議本會組織法第三條或第九條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之行政
命令、行政計畫或行政處分，本會應召開聽證會。
②除前項規定外，其他事項經委員會議決議有召開聽證會必要者，本會得
召開之。
四、本會組織法第十條第七項所稱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之認定，應審酌下列
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 對當事人影響層面及範圍。
（二） 所涉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人數。
（三） 對當事人所屬及相關產業之影響程度。
（四） 當事人權益得否藉由聽證程序而受保障。
（五） 影響通訊傳播新技術及服務之發展。
（六） 其他涉及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等重大公
共利益者。
五、①聽證會之召開，應由委員或主管業務單位提出，經委員會議決議，始得
為之。
②當事人以書面釋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召開聽證會者，主管業務單位應依
前項程序辦理。
③前項當事人之申請，本會認無召開聽證會之必要者，應以書面拒絕並通
知當事人。

1146
1128 伍、重要行政規則
六、聽證會由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之委員或高級職員擔任主持人。
七、本會委員及相關處室人員對於聽證會所涉個案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或第三十三條所定事由者，應於聽證程序中迴避。
八、聽證會主持人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主持聽證並行使職權。
九、聽證程序應公開並以言詞為之。但公開顯有違背公共利益或嚴重損害當事
人利益之虞者，主持人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決定全部或一部不公開。
十、①主管業務單位除因情況急迫，或經當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同意外，
應於聽證期日二十日前，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所定應載之事項，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受邀出席者（格式如附
件一、附件二）。
②主管業務單位應將前項記載事項公告於本會全球資訊網
（www.ncc.tw ），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格式如附件三、附件
四）。但聽證不公開者，不在此限。
③前二項之書面通知或公告，並應載明出席意願、提出書面陳述及相關資
料之期限。
十一、本會因訂定或修訂法規命令而召開聽證會時，主管業務單位除應依前點
規定辦理外，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將聽證會相關
事項公告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十二、①經書面通知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除因情況急迫外，應於聽證期日十
日前以書面回復本會是否出席（其格式如附件五）。當事人無法於
指定之期日參加聽證會時，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
②聽證會如開放一般民眾出席時，擬出席之民眾應於聽證期日十日前，
向本會提出出席聽證申請書（其格式如附件六）。因聽證場地及名額
限制，以申請書到達先後，定其優先順序。
十三、①為利聽證會之進行，擬於聽證會陳述意見或未能出席聽證會者，應於
聽證期日十日前將書面意見（其格式如附件七）及資料提交本會。
②聽證會舉行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仍有補充意見必要者，應於聽證
期日後三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③前二項之書面意見及資料，提出者認有保密必要者，應於提出時敘明
須保密之理由，並製作可公開之文件摘要，送交本會。
十四、有關聽證會期日或場所之變更，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辦理。
十五、①主持人為使聽證會順利進行，視個案之繁簡及出席者之多寡，必要時
得於聽證會期日前，通知當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就下列事項
舉行預備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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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定聽證進行之程序。
（二）釐清個案之爭點。
（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四）其他與聽證有關之事項。
②預備聽證會之進行，應作成紀錄。
十六、①聽證會開始前，主管業務單位應先核對出席或旁聽聽證會人員之身分
證件，以確認其是否具有出席資格。
②未能提示身分證件且未適時補正者，主持人得禁止其出席聽證會，並
將該情形記載於聽證紀錄。
十七、聽證會應依下列程序進行。但主持人得視個案情形，予以調整：
（一）主持人報告：說明案由、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二）主管業務單位摘要報告本案案情及處理情形。
（三）出席者陳述意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發言時，得提出證據。
（四）主管業務單位宣讀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
（五）出席者之發問：
1.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經主持人同意，得向主管業務單位及其
他出席者發問。
2.主持人或經主持人同意之主管業務單位，亦得向出席者發
問。
（六）詢問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無最後陳述。
十八、①聽證會開始後，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持人得依申請或依職權中止
聽證程序：
（一）新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該聽證會無法確認真偽。
（二）個案事實有待另行調查釐清。
（三）其他須中止聽證會之情事者。
②主持人作成中止聽證會之決定時，應於聽證紀錄記明中止之事由。
十九、①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會中所為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即時聲明異
議。
②主持人認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無理由者，應即駁回異
議。
二十、聽證會進行時，到場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出席者應經主持人同意始得發言。
（二）發言應簡明扼要，並於主持人所定時間內為之。
（三）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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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主持人許可者，聽證會進行中得錄音、錄影或照相。
（五）不得有其他干擾會議之行為。
二十一、①聽證會應作成聽證紀錄，交由到場陳述人或發問人簽名或蓋章後，
附卷存查。
②前項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主持人簽名：
（一）案由。
（二）到場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利害關係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
出席者之姓名。
（三）聽證會之期日及場所。
（四）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利害關係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出席
者所為陳述之要旨及其提出之文書、證據。
（五）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及其宣讀。
（六）當事人聲明異議之事由及主持人對該異議之處理。
（七）發問內容及受詢者答覆之要旨。
③聽證紀錄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處理。
二十二、①主持人於當事人意見已充分陳述，而事件達於可決程度時，應終結
聽證會。
②終結後有再開聽證會之必要者，主持人得續行召開聽證會。
二十三、主管業務單位於聽證會終結後，除應作成聽證紀錄外，並應斟酌全部
聽證結果予以研析，供委員會議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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ড়ଉ༈ኬۏষོڙݲհཾौᘈ
1.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4 日通傳字第 09505111760 號函下達
2.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8 日通傳法字第 09605062060 號函下達修正第 3 點
3.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4 日通傳法字第 09746000100 號函下達修正第 9 點
4.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346023160 號函修正下達全文 17 點

壹、立法目的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
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以下簡稱法令），並提升法制作業品
質，特訂定本要點。
貳、立法及法規整理計畫
二、本會各處室（以下簡稱提案單位）應於每年度開始前，提出當年度立
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由法律事務處彙整後，提請委員會議討
論，於決議後於本會會外全球資訊網中、英文網站（以下簡稱會外
網站）公告。
三、法律事務處應於每年度終了時，彙整提案單位就當年度立法及法規
整理結果，提出管制考核報告，提請委員會議討論。其立法及法規
整理績效，並得作為獎懲依據。
年度內經委員會議或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應制（訂）定、修正或廢
止之法令，於完成法制作業程序後，亦應納入前項年度立法及法規
整理結果。ġ
參、法令制修作業及政策
四、本會草擬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時，應依中央行政機關法
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辦理（附件一）。
本會法律案於報請行政院審查時，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
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附件二），應就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
圍，包括成本、效益及對人權之影響等，進行完整之評估；另除廢
止案外，並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就評估結果作成法案及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附件三）。ġ
前項各項評估作業應檢附相關文件及必要參考資料佐證。ġ
五、提案單位研擬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時，應擬具法令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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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會簽法律事務處提具法律分析意見後，提請委員會議討論。
法令制修政策之研擬，得經委員會議決議舉行公聽會、座談會，
聽取外界意見。必要時並得經委員會議決議舉行聽證，如有必要得
再舉行公聽會、座談會或聽證。ġ
提案單位應就公聽會、座談會或聽證所蒐集之意見，會商法律事
務處及相關單位，擬具因應方案或說明，提請委員會議審議。ġ
法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提案單位於研擬制修政策時，即應進行
法令影響評估（附件四）：ġ
（一）法律案之制定或修正。
（二）法規命令之訂定或其修正條文已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以上。
（三）經委員會議決議者。
第一項法令制修政策已臻明確或法令僅係酌修文字時，得逕依第
六點規定辦理。ġ
肆、草案條文擬訂作業
六、提案單位應於委員會議確認法令制修政策、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或前點之法令影響評估，並會商法律事務處研擬草案總說明及逐
條（點）說明（或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後，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七、進行條文擬訂作業時，應全面檢視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架構，務求條
文用詞及邏輯之一致性，避免前後矛盾或失衡。
伍、草案預告
八、法令草案經委員會議議決通過後，其為法規命令者，提案單位應即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辦理預告（公告稿、送刊公報書
函稿如附件五、六）。
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應一併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
報資料提要表（附件七）。ġ
實質法規命令，雖未具法定格式，但係由法律授權，且具對外效
力者，仍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ġ
九、法令之研擬，於必要時，得由提案單位舉辦公開說明會。
十、提案單位應就預告或公開說明會所蒐集之意見，會商法律事務處及相
關單位，擬具因應方案或說明，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陸、法令公告
十一、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之一般性規定，經提
案單位會簽法律事務處後，依行政程序辦理下達。ġ
前項行政規則，不適用第五點至第十點之程序。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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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法令案經委員會議議決通過後，依下列規定辦理：ġ
（一）法律案由提案單位簽請核定後報行政院審查。
（二）法規命令由提案單位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發
布。但屬各法律之施行細則者，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始
得辦理發布。
（三）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由提案單位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二
項規定發布。
（四）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之一般性規定
，由提案單位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一項規定下達
。
十三、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之發布程序，依下列各款辦理：ġ
（一）擬具預定刊登公報書函稿、送刊公報書函稿及發布令稿，
並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函送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登及副知行政院法規會等單位（書
函、函及發布令如附件八、九、十）。
（二）法規命令發布時，應一併函請行政院、立法院及有關機關
查照（函如附件十一、十二）。
柒、資訊公開及宣導
十四、本會法令應依下列規定公開：ġ
（一）法律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後，由法律事務處公告於
會外網站。
（二）法規命令經發布後，由提案單位公告於會外網站（附件
十三）。
（三）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解釋性規
定及裁量基準經發布後，由提案單位公告於會外網站（
附件十四）。
（四）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之一般性規
定經下達後，由提案單位公告於本會會內網站（附件十
五）。
前項法令修正時，應於本會網站各現行法令各次修正沿革之公
布或發布文號上，建立超連結，點選後網頁即為該次修正之法
令；廢止時，廢止前之法令仍應保留，並於其法令名稱上加註
紅色「廢」字。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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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法令於本會網站之上載及卸載程序，依本會網站管理作
業要點辦理（附件十六）。ġ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法令內容應包括：ġ
（一） 發布令。
（二）訂定時為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逐點說明；修正時為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表或對照表；廢止時為廢止理由。
（三） 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全文（含沿革）。
第一項第四款法令內容應包括：ġ
（一）下達函。
（二）行政規則全文（含沿革）。
十五、法令對外公告後，必要時，應由業管單位積極對外宣導，並蒐集民
眾或業者認知情形。ġ
捌、英譯及出版
十六、本會法令向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網站辦理確認或通報作業，依全國
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辦理（附件十七）；如譯為英文者，其英
譯作業方式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辦理（附件十八），應於該
法律或法規命令制（訂）定或修正公（發）布之日起三個月內為
之，並通報全國法規資料庫。但有特殊情形未能於期限內完成
者，得說明理由及自行評估完成期限，報請行政院同意展延之，
其展延期限最長為二個月。ġ
十七、本會之通訊傳播法規，由法律事務處定期編印成彙編，並印刷出
版。ġ
業管單位於必要時，可針對單獨法令編印成單行本，供本會同
仁公務使用，並於每次修正完畢後實施教育訓練。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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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1.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6 日通傳字第 095005041320 號函訂定下達全文 20 點
2.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7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446013440 號函修正下達第 2 點、第 6 點至第
9點
3.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746016170 號函修正下達第 2 點
4.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846007190 號函修正第 2 點條文；並自即日
生效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本會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
組成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①本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會副主任委員
兼任，其餘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就本會委員或高級職員調派，並遴聘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擔任；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
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之二分之一。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有法制專
長，且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②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③本會副主任委員出缺時，本會主任委員得指派本小組委員一人暫時代
理召集人。
三、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會法律事務處處長兼任，承主任委員及召集
人之命綜理本小組事務；其幕僚業務，由本會法律事務處人員兼辦。
四、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國家賠償事件協議事項之審議。
（二）關於國家賠償事件拒絕賠償之審議。
（三）關於求償事件之審議。
（四）其他有關國家賠償事項之審議。
五、請求權人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本會賠償時，應填具國家賠償請求書（格式如
附件一）。其有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者，應提出為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之
證明文件；其有代理人者，並應提出委任書（格式如附件二）。
六、①本會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時，應由收發單位於該請求書加蓋收件章戳，
記明收件日期及文號。
②國家賠償事件經受理後，應每案編訂卷宗保存（格式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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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①本會受理國家賠償事件，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本小組審議，逕
行移送其他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不受理、拒絕賠償或為其他適當之
處理：
（一）無管轄權。
（二）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
（三）請求權人非其所請求賠償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四）同一事件，經賠償、拒絕賠償或移送其他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
後，重行請求賠償。
（五）國家賠償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
（六）依其請求賠償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②本會經依前項審查後，除有符合前項規定者外，應檢附人民請求國家賠
償事件處理表（如附件四）送主管業務單位儘速填具後，擇期召開本
小組會議審議。
八、本小組審議後認有下列情形者，得不經協議，以本會名義敘明理由拒絕賠
償（格式如附件五）：
（一）本會非賠償義務機關。
（二）本會無賠償義務。
（三）依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及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賠償請求權因時效而消滅。
九、本小組審議結果認本會有賠償義務者，應速指定協議期日，通知請求權人
進行協議（格式如附件六）及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
六條之機關、公務員、團體、個人或應負責任之人陳述意見。
十、請求權人於協議期日不到場者，本小組得視為協議不成立，發給協議不成
立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七）或另定協議期日。
十一、①本小組為協議前，主管業務單位應就與協議有關之事項蒐集證據，並
就賠償責任詳加分析研判，必要時得洽請相關機關或就有關事項有
特別知識者鑑定。
②前項協議進行時，主管業務單位依所得證據及鑑定意見，據實擬訂賠
償金額。
十二、本小組應將協議結果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作成協議紀
錄（格式如附件八），由有關人員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機關印信。
十三、①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本小組應依請求權人之申
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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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請求權人未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者，本小組得依其
請求繼續協議一次（格式如附件九）。
十四、協議賠償金額逾行政院所屬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得逕行決定賠償金額
限度表所定限度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協議賠償金額報請行政院核定，並於核定後發生效力。
（二）協議賠償金額經行政院變更或未核准者，徵詢請求權人同意或
再行協議，請求權人不同意或拒絕再行協議時，原協議視為不
成立。
十五、①本小組於協議成立時，應依規定作成協議書（格式如附件十），由有
關人員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機關印信，於十日內派員或交郵務機構
送達，作成送達證書（格式如附件十一之一、附件十一之二、附件
十一之三）。
②前項協議書及其他有關國家賠償事件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並應將送達證書附卷。
十六、①協議賠償之方法為金錢賠償者，由本小組辦理請款事宜。
②協議賠償之方法為回復原狀者，由主管業務單位依法執行之。
十七、經協議賠償或經法院判決賠償確定後，主管業務單位應儘速檢討是否行
使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至第四條所定求償權，並將結果送本小組審議。
十八、①本會應審慎行使求償權，由本小組先與被求償者進行協商，並得酌情
許其分期給付，其協商結果應作成紀錄。
②前項協商不成立者，本小組應注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時效
期間，於報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後，依訴訟程序行使求償權。
十九、本會關於國家賠償事件之訴訟，以指派本會之適當人員充訴訟代理人為
原則。遇有事件情節繁雜者，必要時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二十、①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
②本小組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陳述意見，並得依規定支給出席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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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法字第 09746020260 號訂定發布全文
4 點；並自民國 97 年 7 月 4 日生效
2.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04300897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點；並自即日生效
3.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14301969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違反電信法裁處罰鍰之案
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表一，以下稱評量表），
適用於依電信法第六十一條至六十七條之一裁處罰鍰之案件。
三、主管業務單位於適用評量表時，應審酌違法案件相關情狀，勾選表內考量
事項並加計積分後，對照本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額度參考表（表
二），擬具適當之罰鍰建議，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四、本要點適用於違法行為日發生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四日後之電信事業
罰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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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表一）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一、違反法條：

法第

二、適用罰則：

法第

考 量 項 目
(一)
違
法

日
條第
條第

項第

款。

項第

款。

等 級

說 明

1. 電信事業不依規
定提繳電信事業
普及服務基金
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應提繳期限 60 日（含）以上未繳納者。
很嚴重：逾越應提繳期限 30 日以上未滿 60 日未繳納者。
嚴重：逾越應提繳期限 10 日以上未滿 30 日未繳納者。
普通：逾越應提繳期限未滿 10 日未繳納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1 條第 1 項。

2. 未經核准擅自使
用、變更電信號
碼者或違反電信
號碼管理辦法
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3. 第一類電信事業
未依規定提供號
碼可攜服務或違
反號碼可攜服務
管理辦法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4. 第一類電信事業
未依規定提供平
等接取服務或違
反平等接取服務
管理辦法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5. 違反網際網路位
址及網域名稱註
冊管理業務之監
督及輔導管理辦
法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6. 第一類電信事業 □非常嚴重
違反董事長之國 □很嚴重
籍限制者。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2 項、第 6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1 條之 1 第 3 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1 條之 1 第 3 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之 1 第 7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1 條之 1 第 4 項。
非常嚴重：市場主導者。
很嚴重：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50 億元
以上之非市場主導者。
嚴重：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5 億元以上
未達 50 億元之非市場主導者。
普通：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未達 5 億
元之非市場主導者。

情
節
或
營
運
型
態
︵
擇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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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類電信事業
違反外國人直接
或間接持有之股
份總數限制者或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違反外國
人持有股份比例
限制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8. 第一類電信事業
未依其所經營業
務項目，建立分
別計算盈虧之會
計制度或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交叉
補貼者或第一類
電信事業兼營第
二類電信事業而
有上述行為之一
者。
9. 第一類電信事業
違反第一類電信
事業會計制度及
會計處理準則
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10.第一類電信事業 □非常嚴重
未依指定提供普 □很嚴重
及服務者。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11.第一類電信事業
違反第一類電信
事業資費管理辦
法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12.第一類電信事業
就其本業或所兼
營之第二類電信
業務或其他非電
信事業業務之資
費訂定有妨礙公
平競爭之交叉補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
非常嚴重：市場主導者。
很嚴重：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50 億元
以上之非市場主導者。
嚴重：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5 億元以上
未達 50 億元之非市場主導者。
普通：應實收最低資本額（或前一年度營業額）未達 5 億
元之非市場主導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5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本會依電信法第 19 條第 2 項所定準則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本會依電信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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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者。
13.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以專
有技術直接或間
接阻礙其他第一
類電信事業提出
網路互連之請
求，致影響市場
競爭秩序者。
14.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拒絕
對其他第一類電
信事業揭露其網
路互連費用之計
算方式及有關資
料，致影響市場
競爭秩序者。
15.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對所
提供電信服務之
價格或方式，為
不當決定、維持
或變更，致影響
市場競爭秩序或
消費者權益者。
16.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無正
當理由，拒絕其
他第一類電信事
業租用網路元件
之請求，致影響
市場競爭秩序
者。
17.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無正
當理由，拒絕其
他電信事業或用
戶承租電路之請
求，致影響市場
競爭秩序或消費
者權益者。
18.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無正
當理由，拒絕其
他電信事業或用
戶協商或測試之
請求，致影響市

1141
1159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1142! 伍、重要行政規則
1160
場競爭秩序或消
費者權益者。
19.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無正
當理由，拒絕其
他電信事業要求
共置協商之請
求，致影響市場
競爭秩序者。
20.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無正
當理由，對其他
電信事業或用戶
給予差別待遇，
致影響市場競爭
秩序或消費者權
益者。
21.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濫用
市場地位或本會
認定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7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8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2.第一類電信事業
無正當理由拒絕
共用管線基礎設
施之請求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3.第一類電信事業
規避、妨礙或拒
絕本會依電信法
第 55 條規定實
施之檢查或拒不
提供資料或不到
場陳述意見者。
24.第一類電信事業
無正當理由拒絕
其他電信事業互
連之要求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9 款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7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55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8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5.第一類電信事業
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16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5 項或第 7 項規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7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2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6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5 項或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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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裁決處分，
未於裁決通知到
達之日起 2 個月
內辦理者。
26.第一類電信事業
違反電信事業網
路互連管理辦法
者。

1143
1161

項規定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2 項第 2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7.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各項業務管理
規則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8. 違 反 電 信 法 第
17 條第 1 項規
定擅自經營第二
類電信事業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29.第二類電信事業
違反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
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30.第一類電信事業
未經核准暫停或
終止營業、讓與
營業或財產、相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管理規
則。
2. 適用電信法第 63 條。
3. 違反不同管理規則者，分別計算其次數。
非常嚴重：違法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且租用之專線總速
率為 1000Mbps（每秒鐘速率 10 億位元）以上
者。
很嚴重：違法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且租用之專線總速率
為 100Mbps（含）以上未達 1000Mbps 者。
嚴重：違法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且租用之專線總速率為
10Mbps（含）以上未達 100Mbps 者。
普通：違法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且其情節未達上述情形
之一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4 條第 1 項。
非常嚴重：違反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 條、第 27
條之 1 及第 28 條之 1 相關通信紀錄、用戶資料
筆數達 1000 筆以上（含 1000 筆）者。
很嚴重：違反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 條、第 27 條
1 及第 28 條之 1 相關通信紀錄、用戶資料筆數
100 筆以上（不含 100 筆）1000 筆以下（含 1000
筆）者。
嚴重：違反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 27 條、第 27 條之 1
及第 28 條之 1 相關通信紀錄、用戶資料筆數 10 筆
以上（不含 10 筆）100 筆以下（含 100 筆）者。
普通：未符合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規定，且其情節未
達上述情形之一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4 條第 2 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1144! 伍、重要行政規則
1162
互投資或合併
者。
31.第一類電信事業
營業規章未經核
准，或未依經核
准之營業規章辦
理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32.未經許可或未經
審驗合格發給執
照，擅自設置使
用廣播電臺或違
反無線廣播電視
電臺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者。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33.未經許可或未經
審驗合格發給執
照，擅自設置使
用基地臺或違反
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基地臺設置使
用管理辦法者。

□第 6 次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34.未經許可或未經
審驗合格發給執
照，擅自設置使
用微波電臺或違
反第一類電信事
業微波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
者。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35.未經核准擅自設
置、使用專用電
信或專用電信未
經核准，擅自連
接公共通信系統
或供設置目的外
使用、或違反電
信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訂
定之專用電信設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100 分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15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6 條第 1 項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第 6 次：違反規定 6 次以上者。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4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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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用及連接公
共通信系統管理
辦法者。
36.外國人未經專案 □第 5 次
核准，擅自設置 □第 4 次
專用電信者。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37.未經核准，擅自
設置使用供學
術、教育或專為
網路研發實驗目
的之電信網路或
違反電信法第
47 條第 5 項規
定授權訂定之學
術、教育或專為
網路研發實驗目
的之電信網路設
置使用管理辦法
者。
38.未經核准擅自使
用或變更無線電
頻率、電功率、
發射方式及電臺
識別呼號或違反
電信法第 48 條
第 1 項規定授權
訂定之電波監理
業務管理辦法
者。
39.未經許可擅自製
造或輸入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或未
報備其所製造或
輸入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之型號及
數量者。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40. 違 反 電 信 法 第 □第 5 次
49 條第 2 項規 □第 4 次

80 分
60 分

1145
1163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5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7 條第 5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6 款。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7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8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1146! 伍、重要行政規則
1164
定授權訂定之電 □第 3 次
信管制射頻器材 □第 2 次
管理辦法者
□第 1 次

40 分
20 分
10 分

41. 擅 自 製 造 、 輸
入、販賣或公開
陳列未經型式認
證、審驗合格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者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42.電信事業營業規
章有損害消費者
權益或顯失公平
之情事，經本會
限期命其變更而
未變更者。
43.電信事業之營運
未能確保通信之
秘密或無正當理
由對其他事業或
用戶為差別處
理，經本會限期
命其改善而未改
善者。
44.不合本會依電信
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技術規範，經
本會限期命其改
善或限制其使
用，仍不改善或
繼續使用者。
45.電信事業未遴用
符合規定資格之
高級電信工程人
員，負責及監督
其電信設備之施
工、維護及運用
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2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9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10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0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1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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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處理要點!
46.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審驗辦法
者。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47.第二類電信事業
訂定或變更營業
規章未報本會備
查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48.電信事業未於各
營業場所及網站
備置營業規章供
消費者審閱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49.輸入或販賣未經 □第 5 次
審驗合格之電信 □第 4 次
終端設備者。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50.未經加入相關同
業公會，而為營
業之行為者；或
未置符合規定資
格之工程人員，
從事電信工程相
關工作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51.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工業、科學、
醫療用電波輻射
性電機管理辦法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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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50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審驗及認證辦法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6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違法經營事業資本額 1 千萬元以上者。
很嚴重：違法經營事業資本額 5 百萬元以上未滿 1 千萬元
者。
嚴重：違法經營事業資本額 3 百萬（含）元以上未滿 5 百
萬元者。
普通：違法經營事業資本額未滿 3 百萬元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3 條第 3 項或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4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工業科學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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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52.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52 條規定
所為之報表檢送
命令者。

53.第一類電信事業
以外之事業團體
或個人，規避、
妨礙或拒絕本會
依第 55 條規定
實施之檢查或拒
不提供資料或不
到場陳述意見
者。
54.未經許可擅自設
置或持有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者。

55.市內網路業務經
營者或其他第三
人違反第 38 條
之 1 第 3 項或第
4 項規定，經通
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
56.違反本會依電信
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電信終端設備
審驗辦法者。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非常嚴重
□很嚴重
□嚴重
□普通

60 分
40 分
20 分
5分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52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6 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初次違法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55 條規定實施之檢查或不提供資料或
拒不到場陳述意見者。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7 款。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第 3 項。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非常嚴重：逾越第 3 次以上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很嚴重：逾越第 2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嚴重：逾越第 1 次命改善期限未改善者。
普通：逾越限期改善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38 條之 1 第 3 項或第 4 項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之 1 第 1 項。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之 1 第 2 項。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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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處理要點!
57.未領有本會發給
之業餘無線電人
員執照擅自從事
業餘無線電作業
或違反本會依電
信法第 51 條規
定授權訂定之業
餘無線電管理辦
法者。

□第 5 次
□第 4 次
□第 3 次
□第 2 次
□第 1 次

考 量 項 目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10 分

1149
1167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註：1. 違反電信法第 51 條規定。
2. 適用電信法第 67 條之 1 第 3 項。
3. 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
4. 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3 年內受裁
處次數計之，逾 3 年者，其違法次數重新計算。

等 級

說 明

（二）受處分人 3 年內受裁處

件

次 數 ： 20 分 （ 第

分

1. 受處分人 3 年內受裁處次數，指因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
件之行為所受裁罰次數。
2. 1 次 4 分，5 次以上均以 20 分計。

（一）項中之第（32）
（ 33 ）（ 34 ）（ 35 ）
（ 36 ）（ 38 ）（ 40 ）
（ 41 ）（ 46 ）（ 49 ）
（54）（56）（57）小項
除外）
（三）其他判斷因素：20 分

□有，加 1-20 分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要素，如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

事實：__________

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

□有，減 1-20 分

得之利益、受處罰者之資力等。

事實：__________
□無，

0分

業務單位建議分數及罰鍰金 總分：

分

額

元

罰鍰新臺幣：

依表二辦理。

本會委員會議決議酌加或酌 □酌加

元

違法者事後提供資料配合調查、有改正之意願、補救措施

減

元

等，均得作為酌加或酌減其罰鍰之依據。

□酌減
□維持原擬議

裁處金額

罰鍰新臺幣：

元

1150! 伍、重要行政規則
116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額度參考表
（表二：違法等級及罰鍰額度參考表）

說明：
1. 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並就其裁處之罰鍰上下限明定其對
應額度。
2. 本表所指罰鍰均以新臺幣計，單位為萬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1151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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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5 日通傳法字第 09605000240 號令發布
2.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4 日通傳法字第 096051301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第 5 點
3.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16 日通傳播字第 099480148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之表一、表二、
表三、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第 7 點；並自 99 年 5 月 1 日生效
4.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通傳內容字第 101480643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之表一、表
二、表三、第 3 點、第 7 點，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生效
5.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2460260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並自即日
生效
6.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6 日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654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及附表，並自
即日生效（原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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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
廣播電視法之案件，特訂定本裁量基準。
二、本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以下簡
稱評量表，表一、表二與表三）及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
一、表四之二及表四之三），適用於下列違法案件：
（一）依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款
、第四十四條之二、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十五條之一
或第四十五條之三裁處者。但違反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
之案件，須經其他法律明定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具體明
確規定廣播電視事業應盡之法律義務，始得裁處之。
（二）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六條至第六十三條裁處者。但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一款之案件，須經其他法律明定
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具體明確規定廣播電視事業應盡之
法律義務，始得裁處之。
（三）依其他明定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名義之法律裁處者。
三、於適用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時，如經警告後未逾
一年，再有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始得裁處罰鍰。
四、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一年以內」，應自警告之裁
處書送達之次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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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一年以內經處罰二次，再有
前二條情形者。」指自本次行為發生之前一日起，追溯至前二次受裁
罰並經送達之日止，未逾一年，再有相同之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ġ
五、適用違法行為評量表時，應審酌個案違法情節，勾選表一、表二或表三內
考量事項並加計積分後，對照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一、表
四之二或表四之三），擬具適當之處分建議。
六、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達停播要件者，除違反
同法第十條之一第二項、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一項與第十五條各條，以
事業為停播對象外，廣播事業有分臺者，停播違規之分臺；電視事業經營
二個以上頻道者，停播違規之頻道。
七、受處分頻道二年內之裁處次數，指自本次違法行為發生之前一日起，追溯
至前二年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裁處送達紀錄。
八、本裁量基準適用於違法行為日發生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後之違
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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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
表（表一）
適用範圍：
1.廣播事業
2.取得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
3.未依法定程序架設廣播電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違反法條：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適用罰則：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等

級

考 量 項 目

(一) 1.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及 □普通
違
捐助財產總額，違反主 □嚴重
法

管機關規定

說

明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5
節 條第 2 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或 �罰則：同法第 44 條之 2
營 第 1 項第 1 款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運
型

次數重新計算。

態 2.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5 條 □普通
︵
之 1 規定，有政府、政 □嚴重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擇

黨或相關事業、財團法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一

人及人員投資或任職之

︶

情形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50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5
分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項、第 3 項、第 6 項、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第7項

次數重新計算。

為。

�罰則：同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
3.事業營運計畫、資本額 □普通
或營業地址變更未經主 □嚴重
管機關核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0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經主管機關通

□非常嚴重 50 分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經主管機

1154! 伍、重要行政規則
1172
條之 1 第 2 項

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
4.執照毀損、內容變更或 □普通
遺 失 未 於 期 限 內 換 □嚴重
（補）發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2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

條之 2 第 1 項

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
5.事業之組織及其負責人 □普通
之資格未符合規定

□嚴重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3 □非常嚴重 50 分
條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
6.事業停播、股權轉讓、 □普通
變更名稱或負責人未經 □嚴重
主管機關許可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4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

條第 1 項

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
7.違反每週節目類別播放 □普通
時間比率

□嚴重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經主管機關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7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 1 項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經主管機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
8.違反本國自製節目或本 □普通
國自製戲劇節目比率

□嚴重

10 分 普通：時間比率低於 70%高於 60%(含)者或主要
30 分

時段時間比率低於 50%高於 40%(含)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9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時間比率低於 60%高於 50%(含)者或主要
條第 1 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時段時間比率低於 40%高於 30%(含)者。
非常嚴重：時間比率低於 50%者或主要時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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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比率低於 30%者。

項第 1 款
9.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公 □普通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30 分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 2 款、第 3 款、第

通」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32 條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重」者。

項第 2 款、第 44 條第 1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廣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

項第 3 款

情節「非常嚴重」者
註：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等相關會議考
量以下事項提出處理建議(其他類此之考量項
目適用之)：
1.比例原則。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
當)。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
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手段必要，侵
害最小)。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
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2.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
意、過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
規。例如：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
播、停止經營，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
法播送或違法經營者。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
響：此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
其損害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
如何。倘影響越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
重核處；倘行為人深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
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果者，則可減輕
罰責，從輕處理。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
力，應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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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
致他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10.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覆 □普通
利害關係人請求

□嚴重

10 分 普通：未更正或答覆利害關係人請求。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3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 1 項

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者。

項第 1 款
11.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答 □普通
辯機會

□嚴重

10 分 普通：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答辯機會。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4 □非常嚴重 50 分
條

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者。

項第 1 款
12.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時段 □普通
播送特定節目或廣告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指定時段播送指定節目或廣告。
30 分 嚴重：未依前揭規定時段播送，經主管機關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6 □非常嚴重 50 分

知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條之 1 第 2 項、第 32 條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時段播送，經主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

項第 3 款、第 44 條第 1

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項第 1 款
13.節目廣告超秒

□第 1 級 5 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1 □第 2 級 10 分
條第 1 項

廣告超秒之級別認定標準：
(1)第 1 級：超過 2 分鐘以內。

□第 3 級 15 分

(2)第 2 級：超過 2 分鐘至 3 分鐘。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第 4 級 20 分

(3)第 3 級：超過 3 分鐘至 4 分鐘。

項第 1 款、第 44 條第 1 □第 5 級 25 分

(4)第 4 級：超過 4 分鐘至 5 分鐘。

項第 1 款

□第 6 級 30 分

(5)第 5 級：超過 5 分鐘至 6 分鐘。

□第 7 級 35 分

(6)第 6 級：超過 6 分鐘至 7 分鐘。

□第 8 級 40 分

(7)第 7 級：超過 7 分鐘至 8 分鐘。

□第 9 級 45 分

(8)第 8 級：超過 8 分鐘至 9 分鐘。

□第 10 級 50 分

(9)第 9 級：超過 9 分鐘至 10 分鐘。
(10)第 10 級：逾 10 分鐘以上。

14.違反節目與廣告區隔之 □普通
規定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30 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3 □非常嚴重 50 分
條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
通」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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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

項第 1 款、第 4 款、第

重」者。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
廣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
情節「非常嚴重」者。

15.播送未經目的事業主管 □第 1 次 10 分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機關核准之廣告內容

□第 2 次 20 分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4 □第 3 次 30 分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條

□第 4 次 40 分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第 5 次 50 分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者。
項第 3 款、第 44 條第 1

註：

項第 1 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次數重新計算。

16.事業播送違反廣播電視 □普通
法第 34 條之 1 之內容 □嚴重
者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30 分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4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
通」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條之 1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

�罰則：同法第 44 條第 2

重」者。

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
廣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
情節「非常嚴重」者。

17.播送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普通
34 條之 2 之內容者或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30 分

違反第 34 條之 3 第 2 □非常嚴重 50 分
項所訂定授權辦法之內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
通」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容者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4

重」者。

條之 2、第 34 條之 3 第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

2項

廣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情節「非常嚴重」者。

項第 3 款、第 5 款、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
18.節目表變更未事前檢送 □普通
主管機關核備

□嚴重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7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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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註：

�罰則：同法第第 43 條第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1 項第 3 款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次數重新計算。

19.事業負責人或從業人員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將電臺設備交由託播廣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告者使用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5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條
�罰則：同法第第 44 條第

為。

1 項第 5 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次數重新計算。

20.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系統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及罰則：廣播電視

註：

法第 45 條之 1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
次數重新計算。

21.取得事業籌設許可者於 □普通
取得執照前營運者

□嚴重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者。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經主管機關通

�違反及罰則：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45 條之 3

知停止營運未停止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經主管機
關通知停止營運未停止，且經認定
影響情節重大者。

22.其他違反廣播電視法或 □普通
其他政府法令等違法行 □嚴重
為態樣

10 分 普通：違反廣電或其他政府法令等違法行為態
30 分

樣。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1 次裁處，通知改正，屆

�違反：廣播電視法或其
他政府法令等

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2 次(含)以上裁處，通

�罰則：依各法規定

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或經認定
影響情節重大者。

(二) 2 年內裁處次數(含警告)
35 分

次 1.指因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所受裁處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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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1 次(含警告)3 分，超過 35 分以 35 分計，最
高為 35 分。
(三)其他判斷因素

15 分

□有，加

分 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加重或減輕其裁處：

(1-15 分)

1.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2.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事實：
□有，減

分 3.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1-15 分)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事實：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惟未配合落

□無，0 分

實，仍一再違法播送者。
4.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5.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6.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7.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四)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參考 總分
表四之一)
(五)決議酌加或減輕罰鍰金額

罰鍰新臺幣
□酌加

分
元
元

(參考不法利益
所得

元)

□減輕

元

□維持原擬議
(六)裁處金額及併為裁罰項目 □罰鍰新臺幣
(參考表四之一)

併為裁罰項目之裁量依據：
元 1.比例原則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

及 併 為裁 罰 項目
(倘無併罰項目，

當)。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

以下可不勾選)：

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手段必要，侵害最

廣播電視法第 43

小)。

條第 2 項：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 停 止該 一 節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或廣告之播送

2.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 該 節目 或 廣告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 已 停 止 播 送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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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量違法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現狀已改善，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停止經營，

則不予併罰。

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法播送或違法經營

者。
廣播電視法第 44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條第 1 項：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 停 播， 處 該事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業(分臺、頻率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頻道)停止播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送3 日以上、3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個 月 以 下 ， 建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議停播：

日

(參表四之一)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1 第 1 款：
□廢止其許可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
□吊銷執照
□先予停播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1：
□沒入其設備(請
警察機關協助
執行)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停止營運
□廢止籌設許可

ġ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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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
表（表二）
適用範圍：
1.無線電視事業
2.取得無線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
3.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視電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違反法條：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適用罰則：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考 量 項 目
(一)
違
法
情
節
或
營
運
型
態
︵
擇
一
︶
50
分

等

級

說

明

1.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及捐助財產總額，違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反主管機關規定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註：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5 條第 2 項
為。
�罰則：同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2.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5 □普通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條之 1 規定，有政 □嚴重
府 、 政 黨 或 相 關 事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註：
業、財團法人及人員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投資或任職之情形
為。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5 條之 1 第 1 項、第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2 項、第 3 項、第 6
重新計算。
項、第 7 項
�罰則：同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第
2項
3.事業營運計畫、資本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
額或營業地址變更未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經主管機關通知
經主管機關核准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申准，經主管機關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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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之 1 第 2 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
情節重大者。

4.執照毀損、內容變更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或遺失未於期限內換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補)發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
12 條之 2 第 1 項
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5.事業之組織及其負責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人之資格未符合規定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13 條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情節重大者。
第 1 項第 1 款
6. 事 業 停 播 、 股 權 轉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讓、變更名稱或負責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14 條第 1 項
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情節重大者。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7.違反每週節目類別播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
放時間比率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經主管機關通知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17 條第 1 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經主管機關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影響
情節重大者。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10 分 普通：時間比率低於 70% 高於 60%(含)者或主要
8.違反本國自製節目或 □普通
30 分
時段時間比率低於 50%高於 40%(含)者。
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比 □嚴重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時間比率低於 60%高於 50%(含)者或主要
率
時段時間比率低於 40%高於 30%(含)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時間比率低於 50%者或主要時段時間
19 條第 1 項
比率低於 30%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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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9.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 □普通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嚴重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21 條第 2 款、第 3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款、第 32 條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者。
1 項第 2 款、第 44 條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條第 1 項第 3 款
「非常嚴重」者
註：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等相關會議考量以
下事項提出處理建議(其他類此之考量項目適用
之)：
1.比例原則。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
當)。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手段必要，侵害最
小)。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
2.有無將違法情 節做適當修正。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停止經營，
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法播送或違法經營
者。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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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10.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 □普通
10 分 普通：未更正或答覆利害關係人請求。
覆利害關係人請求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
23 條第 1 項
改正，且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11.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 □普通
10 分 普通：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答辯機會。
答辯機會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24 條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
改正，且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12.節目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
所訂定之授權辦法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輕微
□普通
□嚴重
□非常嚴重

10 分 輕微：未依法標示分級標識。
2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50 分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13.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時 □普通
10 分 普通：未依指定時段播送指定節目或廣告。
段播送特定節目或 □嚴重
30 分 嚴重：未依前揭規定時段播送，經主管機關通知
廣告
□非常嚴重 50 分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時段播送，經主管
26 條之 1 第 2 項、第
機關通知改正逾期未改正，且經認定
32 條
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第 1 級
14.節目廣告超秒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第 2 級
□第 3 級
31 條第 1 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第 4 級
1 項第 1 款、第 44 條 □第 5 級
第 1 項第 1 款

10 分
20 分
30 分
40 分
50 分

廣告超秒之級別認定標準：
(1)第 1 級：超過 1 秒至 10 秒。
(2)第 2 級：超過 11 秒至 20 秒。
(3)第 3 級：超過 21 秒至 30 秒。
(4)第 4 級：超過 31 秒至 40 秒。
(5)第 5 級：超過 4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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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違反節目與廣告區隔 □普通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之規定
□嚴重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33 條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者。
款、第 44 條第 1 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第1款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16.播送未經目的事業主 □第 1 次
管機關核准之廣告 □第 2 次
內容
□第 3 次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第 4 次
□第 5 次
34 條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10 分
20 分
30 分
40 分
50 分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17.事業播送違反廣播電 □普通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視法第 34 條之 1 之 □嚴重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內容者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4 條之 1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44 條第
者。
2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18.播送違反廣播電視法 □普通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第 34 條之 2 之內容 □嚴重
者。
者或違反第 34 條之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 第 2 項所訂定授權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辦法之內容者
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34 條之 2、第 34 條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之3第2項
「非常嚴重」者。
�罰則：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款、第 4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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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節目表變更未事前檢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送主管機關核備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27 條
註：
●罰則：同法第第 43 條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第 1 項第 3 款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20.事業負責人或從業人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員將電臺設備交由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託播廣告者使用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註：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35 條
●罰則：同法第第 44 條
為。
第 1 項第 5 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21.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臺、轉播站或其他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播放系統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及罰則：廣播電
註：
視法第 45 條之 1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22.取得事業籌設許可者 □普通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者。
於取得執照前營運 □嚴重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經主管機關通知
者
□非常嚴重 50 分
停止營運未停止者。
●違反及罰則：廣播電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營運，經主管機關
視法第 45 條之 3
通知停止營運未停止，且經認定影響
情節重大者。
10 分 普通：違反廣電或其他政府法令等違法行為態
23.其他違反廣播電視法 □普通
30 分
樣。
或其他政府法令等 □嚴重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1 次裁處，通知改正，屆期
違法行為態樣
未改正者。
●違反：廣播電視法或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2 次(含)以上裁處，
其他政府法令等
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或經認
●罰則：依各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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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二) 2 年內裁處次數(含警告)
35 分

(三)其他判斷因素

次 1.指因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所受裁處次
數。
分 2. 1 次(含警告)3 分，超過 35 分以 35 分計，最高
為 35 分。

15 分 □有，加
(1-15 分)
事實：
□有，減
(1-15 分)
事實：
□無，0 分

(四)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參 總分
考表四之二)
罰鍰新臺幣

分 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加重或減輕其裁處：
1.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2.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分 3.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惟未配合落
實，仍一再違法播送者。
4.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5.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6.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7.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分
元

(五)決議酌加或減輕罰鍰金 □酌加
元
(參考不法利益所
額
得
元)
□減輕
元
□維持原擬議
(六)裁處金額及併為裁罰項 □罰鍰新臺幣
目(參考表四之二)
元
及併為裁罰項目
(倘無併罰項目，
以下可不勾選)：
廣播電視法第 43
條第 2 項：
□停止該一節目
或廣告之播送

併為裁罰項目之裁量依據：
1.比例原則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
當)。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手段必要，侵害最
小)。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
2.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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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節 目 或 廣 告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 已 停 止 播 送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者 ， 考 量 違 法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現 狀 已 改 善 ，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停止經營，
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法播送或違法經營
則不予併罰。
者。
廣播電視法第 44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條第 1 項：
□ 停 播 ， 處 該 事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業(分臺、頻率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頻道)停止播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送3 日以上、3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個 月 以 下 ， 建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議停播：
日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參表四之二)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廣播電視法第 44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條之 1 第 1 款：
□廢止其許可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
□吊銷執照
□先予停播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1：
□沒入其設備(請
警察機關協助
執行)
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停止營運
□廢止籌設許可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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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
表（表三）
適用範圍：
1.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2.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3.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違反法條：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適用罰則：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一) 1.事業之組織，未依規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違
定以股份有限公司及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法
財團法人為限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4 條第 1 項
或 �罰則：同法第 49 條第
營
1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節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運
型

重新計算。
態 2.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
及捐助財產總額，違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擇
反主管機關規定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一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4 條第 2 項
50 �罰則：同法第 49 條第
分
2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事業違反外國人直接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業股份之限制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4 條第 3 項
�罰則：同法第 49 條第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1170! 伍、重要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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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第 5 條規定，有政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府 、 政 黨 或 相 關 事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業、財團法人及人員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投資或任職之情形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為。

法第 5 條第 1 項至第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5項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罰則：同法第 50 條

重新計算。

5.未經申請、審查許可 □普通

10 分 普通：違法經營 1 至 60 日者。

及發給執照即營運或 □嚴重

30 分 嚴重：違法經營 61 至 120 日者。

播送節目或廣告，或 □很嚴重

50 分 很嚴重：違法經營 121 至 180 日者。

未經許可撤銷或廢止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違法經營 181 日以上者。
後，仍繼續經營業務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6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第 46 條第 2 款
�罰則：同法第 46 條第
1、2 款
6. 違 反 本 國 節 目 之 認 □第 1 級

10 分 第 1 級：播送時間比率低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定、類別、指定播送 □第 2 級

20 分

率 ，高 於授 權辦 法所 定法 定比 率 之

時段及比率限制之辦 □第 3 級

30 分

70%(含)。

法

□第 4 級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第 5 級
法第 8 條第 4 項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1 款

40 分 第 2 級：播送時間比率低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50 分

率之 70%，高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60%(含)。
第 3 級：播送時間比率低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60%，高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50%(含)。
第 4 級：播送時間比率低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50%，高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40%(含)。
第 5 級：播送時間比率低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40%，高於授權辦法所定法定比
率之 30%(含)。

7.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照出租、出借、轉讓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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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12 條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罰則：同法第 60 條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8.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變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更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內容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15 條第 1 項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為。

1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被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9.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即辦理設立或變更登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記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15 條第 2 項、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第 16 條第 2 項

為。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1、2 款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10.事業執照所載內容變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更或遺失未依規定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於期限內申請換(補)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發

註：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法第 16 條第 1 項

為。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2款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11.評鑑結果不合格，主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管機關令限期改正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屆期不改正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17 條第 2 項、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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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條

為。

�罰則：同法第 51 條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12.暫停或終止全部或一 □普通
部頻道之經營，未 □嚴重

10 分 普通：屆期仍未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或通知
30 分

訂戶者。

於三個月前以書面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屆期仍未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通知
報請主管機關備

訂戶者。

查，或未於一個月

非常嚴重：前揭違法情形，經主管機關命限期改

前通知訂戶

正，屆期不改正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21 條第 1 項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3款
13.頻道暫停經營之最長 □普通
期間已逾六個月

□嚴重

10 分 普通：前揭變更內容未依規定暫停經營六個月
30 分

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前揭變更內容未依規定暫停經營六個月
法第 21 條第 2 項

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非常嚴重：前揭變更內容未依規定暫停經營六個

3款

月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屆期不改
正，且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14.未建立自律規範機 □普通
制、未報主管機關 □嚴重

10 分 普通：自律規範機制未報主管機關備查者。
30 分 嚴重：未依自律規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申訴，

備查，或未定期提 □非常嚴重 50 分
出具體報告，將其

或未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並列為
公開資訊。

列為公開資訊

非常嚴重：未建立自律規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申訴。

法第 22 條第 1、2 項
�罰則：同法第 58 條
15.未於節目或廣告畫面 □普通
標示識別標識

□嚴重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者。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23 條
�罰則：同法第 59 條第
1款
16.播出購物頻道數違反 □普通
頻道總數比例之限制 □嚴重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且經認定
影響情節重大者。

10 分 普通：播出購物頻道數逾越頻道總數 10％者。
30 分 嚴重：播出購物頻道數達頻道總數 50％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播出購物頻道數逾越頻道總數 50％
法第 24 條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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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同法第 53 條第
1款
17.遇天然災害或緊急事 □普通
故，事業未依主管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指定播送節目或訊息者。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

機關指定播送特定 □非常嚴重 50 分
節目或訊息

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經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構)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法第 26 條第 1 項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4款
18.節目、廣告內容妨害 □普通
兒少身心健康或公 □嚴重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2、3 款
�罰則：同法第 53 條第

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2款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註：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等相關會議考量以
下事項提出處理建議(其他類此之考量項目適用
之)：
1.比例原則。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
當)。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手段必要，侵害最
小)。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
2.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停止經營，
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法播送或違法經營
者。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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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19.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 □普通
證原則，致損害公 □嚴重
共利益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非常嚴重 5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款

者。

�罰則：同法第 53 條第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2款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0.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輕微
第 28 條第 3 項所訂 □普通
定之授權辦法

□嚴重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很嚴重
法第 28 條第 3 項

5 分 輕微：未依法標示分級標識者。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40 分

者。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1 項第 3 款

者。
很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
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很
嚴重」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1.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時 □普通
段或以鎖碼方式，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指定時段或以鎖碼方式，播送指定節
30 分

目或廣告者。

播送指定節目或廣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未依前揭規定播送，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告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29 條第 1 項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播送，經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
影響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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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同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
22.未將鎖碼方式報請主 □普通
管機關核定

□嚴重

10 分 普通：未將鎖碼方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者。
30 分 嚴重：未將鎖碼方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經主管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29 條第 2 項

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經主管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

5款

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23.違反節目與廣告區隔 □普通
之規定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30 條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1 項第 4 款

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4.播送違反衛星廣播電 □普通
視法第 31 條第 1 項 □嚴重
各款之內容者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法第 31 條第 1 項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48 條第

者。

1 項第 3 款、第 2 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5.違反新聞報導及兒童 □普通
節目不得為置入性 □嚴重
行銷之規定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法第 31 條第 2 項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48 條第

者。

1 項第 3 款、第 2 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6.播送違反衛星廣播電 □普通
視法第 31 條第 3 項 □嚴重
之內容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非常嚴重 5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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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1 條第 3 項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罰則：同法第 54 條第

者。

1款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7.接受贊助時未於節目 □普通
播送前、後揭露贊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助者訊息；於運動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賽事或藝文活動節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目畫面中，出現贊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助者訊息且影響收

者。

視者權益者。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法第 32 條

「非常嚴重」者。

�罰則：同法第 54 條第
2款
28.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普通
第 33 條第 2 項所訂 □嚴重

10 分 普通：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30 分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普通」

定之授權辦法規定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者。
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嚴重」

法第 33 條第 2 項

者。

�罰則：同法第 54 條第

非常嚴重：依相關審查會議或「廣播電視節目廣

3款

告諮詢會議」建議核處，其違法情節
「非常嚴重」者。

29.違反插播式字幕規定 □普通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嚴重

30 分 嚴重：第 2 次違法者。

法第 34 條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第 3 次(含)以上違法者。

�罰則：同法第 59 條第

註：

2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0.播送未經目的事業主 □第 1 次

10 分 第 1 次：違反規定 1 次者。

管機關核准之廣告 □第 2 次

20 分 第 2 次：違反規定 2 次者。

□第 3 次

30 分 第 3 次：違反規定 3 次者。

內容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第 4 次
法第 35 條

□第 5 次

40 分 第 4 次：違反規定 4 次者。
50 分 第 5 次：違反規定 5 次以上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罰則：同法第 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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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1.節目廣告超秒

□第 1 級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第 2 級
法第 36 條第 1 項

□第 3 級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第 4 級
1 項第 5 款

□第 5 級

10 分 廣告超秒之級別認定標準：
20 分 (1)第 1 級：超過法定時間 1 秒至 10 秒者。
30 分 (2)第 2 級：超過法定時間 11 秒至 20 秒者。
40 分 (3)第 3 級：超過法定時間 21 秒至 30 秒者。
50 分 (4)第 4 級：超過法定時間 31 秒至 40 秒者。
(5)第 5 級：超過法定時間 41 秒(含)以上者。

32.單則廣告時間超過 3 □普通
分鐘或廣告以節目 □嚴重

10 分 普通：單則廣告時間超過 3 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
30 分

態播送未標示「廣告」二字者。

型態播送未標示廣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仍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仍不改正且持

告二字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續播送，或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法第 36 條第 2 項

註：

�罰則：同法第 54 條第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4款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3.任意插播廣告，中斷 □普通
運動賽事或藝文活 □嚴重
動之轉播

10 分 普通：任意插播廣告，中斷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
30 分

之轉播者。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仍不改正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仍不改正持續

法第 36 條第 3 項

播送，或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59 條第

註：

3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4.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普通
第 36 條第 4 項所訂 □嚴重
定之授權辦法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36 條第 4 項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者。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非常嚴重 50 分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

1178! 伍、重要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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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同法第 54 條第

影響情節重大者。

5款
35.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普通
第 37 條第 2 項所訂 □嚴重
定之授權辦法

10 分 普通：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
30 分 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通知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前揭情形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

法第 37 條第 2 項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

�罰則：同法第 59 條第

影響情節重大者。

4款
36.播送未依規定許可之 □普通
節目或廣告

□嚴重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很嚴重
法第 38 條

10 分 普通：未經許可播送 1 至 60 日者。
30 分 嚴重：未經許可播送 61 至 120 日者。
40 分 很嚴重：未經許可播送 121 至 180 日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未經許可播送 181 日以上者。

�罰則：同法第 56 條
37.未依衛星廣播電視法 □普通
第 39 條規定，提供 □嚴重

10 分 普通：屆期仍未提供主管機關索取資料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命通知限期提

主管機關該節目、 □非常嚴重 50 分

供，屆期不提供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命通知限期

廣告或其他相關資
料

提供屆期仍不提供，或經認定影響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節重大者。

法第 39 條

註：

�罰則：同法第 57 條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38.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 □普通
答辯機會

□嚴重

10 分 普通：未給予被評論者相當答辯機會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仍不改正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仍不改正，或
法第 40 條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6 款

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39.未依規定與訂戶訂立 □普通
書面契約

□嚴重

1179
1197

10 分 普通：未依規定與訂戶訂立契約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42 條第 1 項

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令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影響

1款

情節重大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0.訂戶書面契約及收視 □普通
契約範本內容違反 □嚴重
法定應記載事項

10 分 普通：契約或契約範本違反法定應記載事項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

□非常嚴重 50 分

期不改正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令

法第 42 條第 2 項、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影響

第5項

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註：

2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1.未依規定與訂戶訂立 □普通
書面或電子契約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規定與訂戶訂立契約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42 條第 3 項

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令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影響

1款

情節重大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2.訂戶之書面契約及收 □普通
視契約範本，損害 □嚴重

10 分 普通：第 1 次違法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通知變更或改

訂戶權益或顯失公 □非常嚴重 50 分

正，屆期不變更或改正者。

1180! 伍、重要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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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未依主管機關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

命令變更其內容或

通知變更或改正屆期不變更或改正，

未於期限內變更

或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註：

法第 42 條第 6 項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為。

3款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3.未依主管機關指定項 □普通
目，每年定期申報 □嚴重
營運情形

10 分 普通：未依規定定期申報營運情形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申報，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屆期不申報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

法第 43 條第 1 項

通知申報屆期不申報，或經認定影響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情節重大者。

4款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4.營運不當，有損害訂 □普通
戶或視聽眾權益或 □嚴重

10 分 普通：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或有
30 分

有損害之虞，且未 □非常嚴重 50 分

損害之虞，未依主管機關命限期改正或為其他
必要措施者。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1 次裁處，再命限期改正或

依主管機關命令限
期改正或為其他必

為其他必要措施，仍未為者。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2 次裁處，再命限期改

要措施者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正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仍未為者，並

法第 43 條第 2 項

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註：

6款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5.訂戶申訴案件未即時 □普通
處理、未建檔保存 □嚴重

10 分 普通：申訴案件未即時處理、未建檔保存三個月
30 分

或未依主管機關要求答覆者。

三個月；未依主管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申訴案件未即時處理、未建檔保存三個
機關要求以書面或

月，且未依主管機關要求答覆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於節目中答覆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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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嚴重：申訴案件未即時處理、未建檔保存三

(或視聽眾)

個月，且未依主管機關要求答覆，並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經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法第 43 條第 3 項

者。

�罰則：同法第 63 條第
5款
46.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 □普通
覆利害關係人請求

□嚴重

10 分 普通：未更正或答覆利害關係人請求者。
3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非常嚴重 50 分
法第 44 條

期不改正或未處理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令

�罰則：同法第 52 條第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未處理，或經

1 項第 7 款

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7.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 □普通
業者，未依法於期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法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且繼續經營
30 分

者。

限內提出申請，且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仍繼續經營，主管機關通知
於期限屆滿日起，

命其停止經營，未停止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仍繼續經營，

仍繼續經營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主管機關通知命其停止經營，未停

法第 64 條第 3 項

止，或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罰則：同法第 47 條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8.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 □普通
業者，在規定期限 □嚴重

10 分 普通：處分送達之日起 1 個月後，仍繼續經營
30 分

者。

內申請經駁回，經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命其立即停止經
駁回處分送達之日
起一個月後，仍繼

營，仍繼續經營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命

續經營者

其立即停止經營，仍繼續經營，或經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64 條第 4 項

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註：

1182! 伍、重要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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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同法第 47 條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49.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普通
管機關實施檢查、 □嚴重

10 分 普通：未依規定配合辦理者。
30 分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1 次裁處，並命其配合，仍

要求就設施及事項 □非常嚴重 50 分

規避、妨礙或拒絕者。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 2 次(含)以上裁處，並

提出報告、資料或
其他配合措施

命其配合，仍規避、妨礙或拒絕，或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經認定影響情節重大者。

法第 65 條第 2 項

註：

�罰則：同法第 61 條第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7款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50.其他違反衛星廣播電 □普通
視法或其他政府法 □嚴重
令等違法行為態樣

10 分 普通：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或其他政府法令等違
30 分

法行為態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第 1 次裁處後主管機關通知改正，屆期

�違反：性侵害犯罪防

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第 2 次(含)以上裁處後主管機關通

治法等
�罰則：依各法規定

知改正屆期不改正，或經認定影響情
節重大者。
註：
1.按次計數係指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
為。
2.本項所計算次數，係以同一受處分人於 2 年
內受裁處次數計之，逾 2 年者，其違法次數
重新計算。

( 二)2 年內裁處次數 ( 含警

次 1.指因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所受裁處次

告)35 分

數。
分 2. 1 次(含警告)3 分，超過 35 分以 35 分計，最高
為 35 分。

(三)其他判斷因素 15 分

□有，加
(1-15 分)

分 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加重或減輕其裁處：
1.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事實：_________ 2.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有，減
(1-15 分)

分 3.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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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惟未配合落

事實：
□無，0 分

實，仍一再違法播送者。
4.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5.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6.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7.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四)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參 總分

分

考表四之三)
罰鍰新臺幣

元

(五)決議酌加或減輕罰鍰金 □酌加_______ 元
額

（參考不法利益所
得_______元）
□減輕_______元
□維持原擬議

(六)裁處警告或罰鍰及併為 □警告

併為裁罰項目之裁量依據：
1.比例原則

裁罰項目(參考表四之三) 或

(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目的適當)

□罰鍰新臺幣
元

。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及併為裁罰項目(
倘無併罰項目，
以下可不勾選)：
1.衛星廣播電法第
46條：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手段必要，侵害最小)
。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
2.有無將違法情節做適當修正。

□(1)強制拆除或

3.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2)沒入其設備

4.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此應考量行為人故意、過
失或重大過失，是否初犯或屢次違規。例如：

2.衛星廣播電視法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或命其停播、停止經營，

第48條第1項：

惟未配合落實，仍一再違法播送或違法經營者

□(1)並得令其停

。
止播送節目( 5.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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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節目或

應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所生結果，其損害公共

帶狀節目或

利益或私人利益之程度及範圍如何。倘影響越

塊狀節目等)

大、危害公益甚鉅，應從重核處；倘行為人深

□(2)並得令其停

切自省主動減少或停止違法行為或降低損害結

止播送廣告(

果者，則可減輕罰責，從輕處理。
單 則 廣 告 或 6.受處罰者之資力：違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應
時段廣告)
在裁處時一併考量。
□(3)該節目或廣 7.其他本會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
告 ， 已 停 止 8.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甚鉅或導致他
播送者，考
量違法現狀
已改善，則
不予併罰。
3.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48條第2項：
□(1)受前項停止
播送處分而
未停止播送
者，處該頻
道停止播送
3日至90日
，建議停播
：______日(
參表四之三)
□(2)未停止播送
者，得廢止
其許可，並
註銷其執照
4.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49、50、51及
56條：
□得廢止其許可
，並註銷其執
照
5.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53條：得
□(1)命停播節目

人權益受損甚鉅或無法回復原狀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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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廣告或
□(2)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
6.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55條：
□得命立即停止
播出
7.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56條：得
□(1) 禁 止 播 出 該
頻道之節目
或廣告或
□(2) 未 停 止 播 出
者，廢止許
可，並註銷
執照
8.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60條：
□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其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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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
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一：適用範圍參考表一）
單位：萬元
積

分 10分以下 11-20 分 21-30 分 31-40 分 41-50 分 51-60 分 61-70 分 71-80 分 81-90 分

91分以上

等

級 第1級

第 10 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第9級

廣 43 廣播

0.9

1.2

1.5

1.8

2.4

3.0

4.2

5.4

6.9

9.0

廣 44� 廣播

9.0

12.0

15.0

21.0

27.0

36.0

45.0

60.0

81.0

120.0

廣 44��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4-2�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4-2��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5-1�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廣 45-3�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廣 45-3��

9.0

18.0

27.0

36.0

45.0

54.0

63.0

72.0

81.0

90.0

其他法律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說明：
一、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違法構成要件明確，且依該法有裁處罰鍰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03 條第 1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1 條第 1 項等）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
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二、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並就其裁處之罰鍰上下限明定其對應額度。
三、裁處法條
「廣 43 廣播」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3 條裁處者；
「廣 44Ι廣播」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1 項裁處者；
「廣 44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2 項裁處者；
「廣 44-2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4-2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2 第 2 項裁處者；
「廣 45-1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5-3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5-3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第 2 項裁處者。
四、廣播事業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1 項，當次違法依照表一加計積分達 91 分以上，且 2 年內受罰鍰處分之
罰鍰額度加總達新臺幣 300 萬者，除依本表提出建議之裁處罰鍰金額外，得按其評量積分等級建議停播日
數：
（一）91 分：3 日
（二）92 分：7 日
（三）93 分：14 日
（四）94 分：21 日
（五）95 分：28 日
（六）96 分：35 日
（七）97 分：49 日
（八）98 分：63 日
（九）99 分：77 日
（十）100 分以上：90 日
五、本表所指罰鍰單位為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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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
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二：適用範圍參考表二）
單位：萬元
積

分 10分以下 11-20 分 21-30 分 31-40 分 41-50 分 51-60 分 61-70 分 71-80 分 81-90 分

91分以上

等

級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第9級

第 10 級

廣 43 電視

20.0

35.0

50.0

65.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廣 44� 電視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4II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4-2�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4-2II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廣 45-1�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廣 45-3�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廣 45-3II

9.0

18.0

27.0

36.0

45.0

54.0

63.0

72.0

81.0

90.0

其他法律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說明：
一、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違法構成要件明確，且依該法有裁處罰鍰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03 條第 1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1 條第 1 項等）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
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二、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並就其裁處之罰鍰上下限明定其對應額度。
三、裁處法條
「廣 43 電視」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3 條裁處者；
「廣 44Ι電視」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1 項裁處者；
「廣 44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2 項裁處者；
「廣 44-2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2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4-2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2 第 2 項裁處者；
「廣 45-1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5-3Ι」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第 1 項裁處者；
「廣 45-3Ⅱ」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之 3 第 2 項裁處者。
四、電視事業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1 項，當次違法依照表二加計積分達 91 分以上，且 2 年內受罰鍰處分之
罰鍰額度加總達新臺幣 1000 萬者，除依本表提出建議之裁處罰鍰金額外，得按其評量積分等級建議停播日
數：
（一）91 分：3 日
（二）92 分：7 日
（三）93 分：14 日
（四）94 分：21 日
（五）95 分：28 日
（六）96 分：35 日
（七）97 分：49 日
（八）98 分：63 日
（九）99 分：77 日
（十）100 分以上：90 日
五、本表所指罰鍰單位為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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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
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三：適用範圍參考表三）
單位：萬元
積

分 10分以下 11-20 分

21-30 分

31-40 分

41-50 分 51-60 分 61-70 分 71-80 分

81-90 分

91分以上

等

級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第9級

第 10 級

衛廣 46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衛廣 47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衛廣 48

40.0

55.0

70.0

85.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49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1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2

警告

20.0

40.0

60.0

80.0

100.0

125.0

150.0

175.0

200.0

衛廣 53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4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5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6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7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衛廣 58

警告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衛廣 59

警告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衛廣 6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衛廣 61

警告

10.0

20.0

30.0

40.0

52.0

64.0

76.0

88.0

100.0

衛廣 62

10.0

14.0

18.0

22.0

26.0

30.8

35.6

40.4

45.2

50.0

衛廣 63

警告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其他法律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說明：
一、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違法構成要件明確，且依該法有裁處罰鍰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03 條第 1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1 條第 1 項等）
，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按其
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二、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第一等級處以警告，第二至第十級則就其裁處之
罰鍰上下限明定其對應額度。
三、裁處法條
「衛廣 46」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6 條裁處者；
「衛廣 47」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7 條裁處者；
「衛廣 48」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8 條裁處者；
「衛廣 49」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9 條裁處者；
「衛廣 50」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0 條裁處者；
「衛廣 51」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裁處者；
「衛廣 52」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2 條裁處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1189
1207

「衛廣 53」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裁處者；
「衛廣 54」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4 條裁處者；
「衛廣 55」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5 條裁處者；
「衛廣 56」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6 條裁處者；
「衛廣 57」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7 條裁處者；
「衛廣 58」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8 條裁處者；
「衛廣 59」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9 條裁處者；
「衛廣 60」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0 條裁處者；
「衛廣 61」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1 條裁處者；
「衛廣 62」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2 條裁處者；
「衛廣 63」指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3 條裁處者。
四、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所屬頻道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8 條第 2 項，當次違法依照表三加計積分達 91 分以
上，且 2 年內受罰鍰處分之罰鍰額度加總達新臺幣 1000 萬者，除依本表提出建議之裁處罰鍰金額外，得按
其評量積分等級建議停播日數：
（一）91 分：3 日
（二）92 分：7 日
（三）93 分：14 日
（四）94 分：21 日
（五）95 分：28 日
（六）96 分：35 日
（七）97 分：49 日
（八）98 分：63 日
（九）99 分：77 日
（十）100 分以上：90 日
五、本表所指罰鍰單位為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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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5 日通傳法字第 09605000240 號令發布
2.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4 日通傳法字第 096051301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第 5 點
3.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16 日通傳播字第 0994801485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之表一、表二、
表三、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第 7 點，並自 99 年 5 月 1 日生效
4.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通傳內容字第 101480643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點之表一、表
二、表三、第 3 點、第 7 點，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生效
5.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 日通傳法務字第 1024602608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
6.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3 日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20610 號令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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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將名稱修正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
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
（以下簡稱本法）之案件，特訂定本裁量基準。
二、本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以下簡稱評量表，表
一）及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二），適用於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至
第七十二條裁處之違法案件。但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插
播廣告內容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案件，須經其他法律明定本會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具體明確規定系統經營者應盡之法律義務，始得裁
處之。
三、適用違法行為評量表時，應審酌個案違法情節，勾選表一內考量事項並加
計積分後，對照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二），擬具適當之處分建
議。
四、受處分系統經營者二年內之裁處次數，指自本次違法行為發生之前一日
起，追溯至前二年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裁處送達紀錄。
五、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使職權時，得準用本裁量
基準。
六、本裁量基準適用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修正實施後之違法案
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119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
120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表一)
適用範圍：
1.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2.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經許可籌設者
3.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
4. 經營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者
5. 提供使用或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終端設備者
受處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違反法條：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適用罰則：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一)
違
法
情
節
或
營
運
型
態
︵
擇
一
︶
50
分

考 量 項 目
等
1.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 □普通
□嚴重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 □非常嚴重
條
●罰則：同法第57條第1項
2.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營運計畫 □普通
變更，擅自擴增經營地區 □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 □非常嚴重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57條第2項
3. 系統經營者之組織，未依規 □普通
□嚴重
定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1
款
4. 系統經營者具中華民國國藉 □普通
之董監事人數，未依規定 □嚴重
□非常嚴重
比例設置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1
款

級
說
明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停止經營，屆期未停
50 分
止經營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停止經營，
屆期未停止經營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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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經營者之董事長未具有 □普通
□嚴重
中華民國國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非常嚴重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1
款
6. 系統經營者違反外國人直接 □普通
及間接持有有線廣播電視 □嚴重
□非常嚴重
系統股份之限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條第4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1
款
7. 系統經營者資本額達一定金 □普通
額以上，未向證券主管機 □嚴重
□非常嚴重
關辦理股票公開發行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條第8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1
款
8. 系統經營者最低實收資本額 □普通
□嚴重
，違反主管機關規定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9 □非常嚴重
條第6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2
款
9. 系統經營者無正當理由，未 □普通
於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後3個 □嚴重
□非常嚴重
月內營業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
條第4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3
款
10.系統經營者未依規定向主管 □普通
機關申請系統查驗，即於 □嚴重
□非常嚴重
擴增經營地區營業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
條第6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3
款
11.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 □普通
第1項規定，有委託他人經 □嚴重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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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之情形
□非常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
款
12.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 □普通
第2項規定，讓與、合併、 □嚴重
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未向 □非常嚴重
主管機關申請營運計畫變
更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
款
13.違反系統經營者訂戶數佔全 □普通
□嚴重
國總訂戶數之比例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4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5
款
14.違反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 □普通
關係企業供應者佔可利用 □嚴重
□非常嚴重
頻道之比例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5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6
款
15.未依主管機關命令修正上下 □普通
□嚴重
架規章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 □非常嚴重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7
款
16.對衛星、境外衛星、他類頻 □普通
道無線電視事業或其他公 □嚴重
眾收視聽播送平臺事業給 □非常嚴重
予差別待遇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
條第4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8
款
17.未於規定期限內向主管機關 □普通

50 分

正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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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申報收視費用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4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9
款
18.未提繳主管機關成立之有線 □普通
□嚴重
電視特種基金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5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
10款
19.提供或播送頻道節目以外之 □普通
內容服務，未依規定提供 □嚴重
□非常嚴重
資訊或適當防護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6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
11款
20.提供或播送頻道節目以外之 □普通
內容服務，經主管機關通 □嚴重
知後應停止提供或播送該 □非常嚴重
內容服務而未停止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6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1項第
11款
21.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 □普通
第1項規定，有政府、政黨 □嚴重
或財團法人及人員投資之 □非常嚴重
情形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2項
22.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 □普通
第2項規定，有政黨黨務工 □嚴重
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 □非常嚴重
公職人員投資之情形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2項
23.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 □普通
□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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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規定，有政府、政黨 □非常嚴重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
任公職人員任職之情形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58條第2項
24.籌設人未於第16條第1項所 □普通
定期限內，完成行政總戶 □嚴重
數百分之五十之系統設置 □非常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
條第5項
●罰則：同法第59條第1項
25.系統經營者未於第16條第3 □普通
項所定期限內，完成行政 □嚴重
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之系統 □非常嚴重
設置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
條第8項
●罰則：同法第59條第2項
26.籌設人取得籌設許可，但未 □普通
取得經營許可前違法營業 □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0 □非常嚴重
條
●罰則：同法第60條
27.系統經營者未依規定同時轉 □普通
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電臺 □嚴重
之節目及廣告並列為基本 □非常嚴重
頻道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3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1條第1款
28.系統經營者未依規定免費提 □普通
供固定頻道，播送客家及 □嚴重
□非常嚴重
原住民語言之節目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3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61條第2款

50 分

正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29.播送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頻 □普通
□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道節目或廣告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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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罰則：同法第61條第3款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法時間占節目播送時間比例為 1/4
30.違反使用插播式字幕之使用 □普通
□嚴重
30 分
以下。
限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9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違法時間占節目播送時間比例達 1/4
(含)未滿 1/2。
條第1項
非常嚴重：違法時間占節目播送時間比例
●罰則：同法第62條第1款
達 1/2(含)以上。
註：
節目播送時間係指自播送節目名稱或其他
可資辨識節目開始之畫面、聲音或文字
起，至下一節目名稱或其他可資辨識節目
開始之畫面、聲音或文字播送前止。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1.違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普通
30 分 嚴重：經第1次裁處仍不改正者。
者使用插播式字幕辦法中 □嚴重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經第2次(含)以上裁處仍不改正
有關使用原則、方式、公
持續違反規定者。
共服務資訊之範圍或其他
應遵行事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9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2條第2款
10 分 普通：經主管機關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3
32.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權益 □普通
30 分
條規定令其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
或有損害之虞，且未依主 □嚴重
措施，屆期不改正或不為必要措施
管機關命令限期改正或為 □非常嚴重 50 分
者。
其他必要措施者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1次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3
第63條規定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條
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63條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2次(含)以上依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63條規定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普通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3.未自行設置頭端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8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1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罰則：同法第64條第1款
屆期不改正者。
□普通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4.頭端未具備備援機制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8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2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罰則：同法第64條第1款
屆期不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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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普通：經主管機關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0
35.評鑑結果不合格，主管機關 □普通
□嚴重
30 分
條第2項規定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令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改正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0 □非常嚴重 50 分
嚴重：經主管機關第1次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條第2項
第64條第2款規定令其限期改正，屆
●罰則：同法第64條第2款
期不改正者。
非常嚴重：經主管機關第2次(含)以上依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64條第2款規定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6.未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 □普通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待遇之上下架規章或未依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規章實施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
屆期不改正者。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4條第3款
37.上下架規章未依規定期限報 □普通
□嚴重
請主管機關備查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 □非常嚴重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4條第3款
38.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8條 □普通
第2項所訂定之購物頻道數 □嚴重
□非常嚴重
量限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8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4條第4款
39.未依法規期限內向主管機關 □普通
提出數位化技術分期實施 □嚴重
□非常嚴重
計畫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8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4條第5款
40.籌設人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 □普通
容於獲籌設許可後變更， □嚴重
□非常嚴重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4
條第4項
●罰則：同法第65條第1款
41.籌設許可證所載內容變更或 □普通
遺失，未依規定於期限內 □嚴重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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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換(補)發
□非常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7
條
●罰則：同法第65條第2款
42.未依法規期限內向主管機關 □普通
提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1 □嚴重
條第2項第6款之營運計畫 □非常嚴重
變更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1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1款
43.經營許可執照所載內容變更 □普通
或遺失，未依規定於期限 □嚴重
□非常嚴重
內申請換(補)發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1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2款
44.未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訂戶 □普通
□嚴重
數或申報不實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4 □非常嚴重
條第3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3款
45.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9條 □普通
第1項所訂定之營運計畫變 □嚴重
更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辦 □非常嚴重
法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9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4款
46.任意插播廣告，或其內容違 □普通
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嚴重
兒少身心健康及公共秩序 □非常嚴重
或善良風俗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5
條
●罰則：同法第66條第5款

50 分

正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47.遇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系 □普通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統經營者未依主管機關命 □嚴重
正者。
令停止播送節目或指定播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送特定節目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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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0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6款
48.違反主管機關依有線廣播電 □普通
視法第40條第2項所為之命 □嚴重
□非常嚴重
令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0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6款
49.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1條 □普通
第1項規定，未無償提供公 □嚴重
□非常嚴重
用頻道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1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7款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普通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50.未依規定播送公用頻道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1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條第2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罰則：同法第66條第8款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51.未提供符合主管機關指定區 □普通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節目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之地方頻道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2
屆期不改正者。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9款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52.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4條 □普通
□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第3項所訂定之授權辦法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4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條第3項
屆期不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66條第10款
53.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未依 □普通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73條第1 □嚴重
項規定期限內取得系統經 □非常嚴重
營許可執照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73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7條
54.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 □普通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74條 □嚴重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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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所為之檢查或命令者 □非常嚴重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74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8條
55.未經路權機關(電信事業、 □普通
電業機構)許可，鋪設(附掛 □嚴重
□非常嚴重
)網路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8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1款
56.未將鎖碼方式報請主管機關 □普通
□嚴重
核定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7 □非常嚴重
條
●罰則：同法第69條第2款
57.未依主管機關指定處所，裝 □普通
□嚴重
接有線電視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8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3款
58.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經駁 □普通
回，終止經營前未於1個月 □嚴重
前向主管機關提報有線廣 □非常嚴重
播電視法第32條第3項第3
款至第7款書面文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1
條第7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4款
59.未依規定期限申請暫停或終 □普通
止經營及通知地方政府及 □嚴重
□非常嚴重
訂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2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5款
60.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1條 □普通
□嚴重
第1項所訂定之授權辦法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1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6款
61.未依規定與訂戶訂立書面契 □普通

50 分

正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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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約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條第1項
屆期不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7款
62.書面契約未於給付訂戶之收 □普通
□嚴重
據背面製作發給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非常嚴重
條第2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7款
63.書面契約內容未包括有線廣 □普通
播電視法第50條第5項規定 □嚴重
□非常嚴重
事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條第5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7款
64.未於收視、聽服務或其他加 □普通
值服務開始計算收費前， □嚴重
□非常嚴重
以顯著訊息告知訂戶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條第8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7款
65.未依主管機關命令變更基本 □普通
頻道以外之頻道及其他加 □嚴重
值服務之價格及服務條件 □非常嚴重
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條第6項
●罰則：同法第69條第8款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普通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66.未依規定期限拆除線路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2 □嚴重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條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罰則：同法第69條第9款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67.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條 □普通
□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第9項所訂定之授權辦法
正者。
□非常嚴重
50
分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條第9項
屆期不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70條第1款
68.未依規定設置頻道專供載明 □普通
系統經營者名稱、識別標 □嚴重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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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許可證字號、訂戶申 □非常嚴重
訴專線、營業處所地址、
頻道總表、頻道授權期限
及各頻道播出節目名稱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3
條
●罰則：同法第70條第2款
69.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有線 □普通
□嚴重
廣播電視服務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9 □非常嚴重
條
●罰則：同法第70條第3款

50 分

正者。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70.未經繳費催告即停止提供有 □普通
□嚴重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線廣播電視服務
正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條第1項
屆期不改正者。
●罰則：同法第70條第4款
71.違法提供未經審驗合格之終 □普通
□嚴重
端設備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2 □非常嚴重
條第1項
●罰則：同法第71條
72.電波洩漏超過主管機關所定 □普通
□嚴重
之最大電波洩漏量限值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6 □非常嚴重
條
●罰則：同法第72條第1項第1
款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10 分 普通：違反該規定者。
73.未對訂戶申訴案件妥適處理 □普通
30 分 嚴重：逾越第1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並建檔保存6個月或未依主 □嚴重
正者。
管機關要求以書面或於相 □非常嚴重 50 分
非常嚴重：逾越第2次以上令其限期改正，
關節目答覆訂戶
屆期不改正者。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
條第7項
●罰則：同法第72條第1項第2
款
次 1. 指因違反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所受
(二) 2年內裁處次數（含警告）25分
分
裁處次數。
2. 1 次(含警告) 3 分，超過 25 分以 25 分
計，最高為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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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判斷因素25分

□有，加_____分 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加重或減輕其裁處：
(1-25 分)
1.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要素，如一行為違
事實：________
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
□有，減_____分
之利益、受處罰者之資力等。
(1-25 分)
2. 衡酌系統經營者之經營規模大小。
事實：_________
□無，0 分
註：
「衡酌系統經營者之經營規模大小」與所
生影響息息相關，若以訂戶數作為加減配
分參考對照如下：
訂戶數低於全國總訂戶數平均數 2/3(含)：
1分
訂戶數高於全國總訂戶數平均數 2/3 且低
於全國總訂戶數平均數 4/3(含)：3 分
訂戶數高於全國總訂戶數平均數 4/3：5 分
總分
分 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裁處金額以新臺幣為單
建議分數及罰鍰金額(參考表二)
罰鍰新臺幣 元 位。
元
本會委員會議決議酌加或減輕罰鍰 □酌加
(參考不法利益
金額
所得
元)
□減輕
元
□維持原擬議
□警告
裁處警告或罰鍰
或
□罰鍰新臺幣
元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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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等級及適用裁
處參考表（表二）
單位：萬元
積分

10分以下 11-20分

21-30分

31-40分

41-50分

51-60分

61-70分

71-80分

81-90分

等級

第1級

91分以上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第9級

第10級

有廣57I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有廣57II

30

90

150

210

270

330

390

450

510

600

有廣58I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400

有廣58II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有廣59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400

有廣60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400

有廣61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400

有廣62

警告

20

65

110

155

200

245

290

335

400

有廣63

6

36

66

96

126

156

186

216

246

300

有廣64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200

有廣65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200

有廣66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200

有廣67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200

有廣68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200

有廣69

6

18

30

42

54

56

68

80

92

120

有廣70

警告

6

20

34

48

62

76

90

104

120

有廣71

警告

3

10

17

24

31

38

45

52

60

有廣72

警告

3

10

17

24

31

38

45

52

60

說明：
一、裁處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第一等級裁處罰鍰者，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
分十個等級，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第一等級裁處警告者，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九個
等級，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度。
二、裁處法條
「有廣 57Ι」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7 條第 1 項裁處者；
「有廣 57Ⅱ」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7 條第 2 項裁處者；
「有廣 58Ι」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8 條第 1 項裁處者；
「有廣 58Ⅱ」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8 條第 2 項裁處者；
「有廣 59」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9 條裁處者；
「有廣 60」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0 條裁處者；
「有廣 61」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1 條裁處者；
「有廣 62」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2 條裁處者；
「有廣 63」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3 條裁處者；
「有廣 64」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4 條裁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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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廣 65」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5 條裁處者；
「有廣 66」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裁處者；
「有廣 67」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7 條裁處者；
「有廣 68」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8 條裁處者；
「有廣 69」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9 條裁處者；
「有廣 70」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0 條裁處者；
「有廣 71」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1 條裁處者；
「有廣 72」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2 條裁處者。
三、本表所指罰鍰單位為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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ԤጣኄኬႫຜᕊၼॎหຟᠦޣ
1.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0051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3 點，並自即日生效
2.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741033201 號令修正發
布第 2 點附表一、附表十至附表十五、第 3 點附表四至附表六，並自即日生效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利執行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
鑑辦法之評鑑作業，並建立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報告書格式及評分
標準表，特訂定本須知。
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依下列規定繕打、裝訂及提交評鑑報告書：
（一）評鑑報告書應以電腦繕打，依評鑑項目（頻道、財務、客服、工
程、組織）分為五冊，每冊依據各該項目之撰填說明（如附表一
）分章節撰填。各項目之相關佐證資料（含附表八至附表十五）
應分別以附件方式檢附於各項目報告書之後裝訂成冊。
（二）評鑑報告書每頁下方中央應加註系統經營者之名稱、評鑑項目名
稱及頁碼，例如：○○系統頻道第一頁、○○系統財務第一頁。
（三）評鑑報告書應以直式 A4 紙張雙面印刷，格式為橫書由左向右編
排，版面上下邊界各二點五公分，左右邊界各三公分，行距設定
為固定行高二十四 pt，與前後段距離六 pt，大綱章次字體為標楷
粗體十八，大綱節次字體為粗體標楷粗體十六，內文字體為標楷
體標準十四。
（四）相關佐證資料應以直式 A4 紙張印刷或黏貼，每頁下方中央應加
註系統經營者之名稱、評鑑項目名稱、附件及頁碼，例如：○○
系統頻道附件第一頁、○○系統財務附件第一頁。
（五）裝訂評鑑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時應於頁面左側裝訂（為避免脫
落，應以釘書機裝訂，勿以打孔機活頁裝訂），並於裝訂後黏貼
二百磅以上紙張之封面封底。封面應詳載評鑑項目名稱、系統經
營者之公司全名、統一編號、經營地區、經營許可執照有效期間
、及檢送評鑑報告書之年月。
（六）評鑑報告書繕打完畢後，應將報告書之文字資料另行以 WORD
檔案儲存於光碟片，相關佐證資料得以影像檔案儲存。
（七）應將評鑑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影印兩份，其中一份書面資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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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電子檔案（光碟五片），以掛號郵寄方式函送中央主管機關（
來函上應加蓋公司章）；另外一份書面資料應函送至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存查。
三、本會辦理評鑑審查作業時，應由評鑑工作小組及接受評鑑之系統經營者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各依評鑑項目（頻道、財務、客服、工程、
組織、地方）之評分表（如附表二至附表七）進行評分工作。

（相關附表詳見本會網站）

1208! 伍、重要行政規則
1226

ড়ଉ༈ኬۏষོ౩ԤጣႫຜᓜၾೣგᡐ
Ճࡾ
1.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8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505148360 號函訂定下達
全文 4 點；並自即日生效
2.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營字第 09941028440 號函修正下達附
件（第 3 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
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並照顧弱勢族群收視
權益，以落實通訊傳播基本法之精神，特訂定本參考指標，作為本會審查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變更營運計畫「頻道之規劃及其
類型」（以下簡稱變更頻道）申請案件之參考。
本會於審查申請案時，將總體考量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間之商業交易及
市場地位等因素，對於多系統經營者（Multi-system Operator，以下簡稱
MSO）及具有垂直整合優勢之 MSO 所屬系統經營者提出之變更頻道申請案，
本會將採取比對獨立系統經營者更審慎之態度處理。本參考指標適用於處理民
國 96 年以後至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前之類比變更頻道申請案。另，有關數位
之變更頻道申請案，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第 8 條規定辦理。
系統經營者變更頻道時，應提出完整變更理由及客觀證據資料，於 1 個月
前檢附文件（如附件），向本會提出變更之申請，並同時副知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如有意見者，得於申請案副本送達後 7 日內提出書面意見。本會
審查系統經營者變更頻道申請案件時，除要求申請案之內容，如必載、廣告專
用頻道及同一關係企業頻道比例等應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外，並將審
酌下列各項參考指標：
一、維護消費者權益：
（一）變更頻道是否依頻道節目屬性區隔規劃，並尊重消費者收視習慣
，將收視滿意度較高之頻道置於第 78 頻道之前。
（二）必載、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是否集中規劃播送，並置於前段區塊
。
（三）替換之頻道節目品質是否相當或高於原頻道。
（四）國內及國際新聞頻道是否區塊集中規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變更參考指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變更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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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廣告專用頻道是否區塊集中規劃。
二、健全產業秩序：
（一）變更頻道是否有益於效能競爭。
（二）變更頻道是否有利產業健全發展。
（三）新頻道未能客觀證明優於被取代之原頻道時，是否考量暫置後段
頻道播送。
（四）變更頻道是否有新增之頻道未取得本會頻道執照或許可。
三、落實多元傳播需求：
（一）變更頻道是否促進頻道類別之多元性。
（二）變更頻道是否尊重弱勢權益及促進本國文化均衡發展。
（三）變更頻道是否提供本國及國際多元新聞資訊。
四、照顧兒少及弱勢族群傳播權益：
（一）變更頻道是否提升兒少頻道節目之質量。
（二）兒少頻道節目及該區塊旁是否規劃不宜兒少觀賞之頻道。
（三）變更頻道是否有利其他弱勢族群之收視權益。

（相關附件詳見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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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0518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1 點
2.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74100614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五條
規定之爭議調處案件，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會調處事項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五條及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項。
三、本會受理調處申請後，應按收案期日順序編訂案號。但依第十點規定併
案調處時，以先受理者為母案，其餘全部子案應與母案編訂為同一案
號。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應駁回其申請：ġ
（一）非屬第二點規定之調處事項者。
（二）申請調處之事項，已經本會調處並作成調處書或調處紀錄者。
但當事人提出新事證並經本會認為有成立調處之可能者，不在
此限。
（三）申請調處所檢送之文件不全或內容不完備者，經本會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四、本會主任委員依據案號次序，得指定委員一人擔任調處委員，處理調處
案件。
本會得視調處案件繁複程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另聘專家、學者協同調處，其職權與調處委員相同。ġ
五、對於應受調處之案件，應於受理調處申請書後，由調處委員指定調處期
日及場所，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於指定期日到場出席調
處。
本原則所稱當事人係指申請人、相對人。ġ
調處委員及協同調處委員開會時由調處委員擔任主席，主持會議之進
行。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爭議調處原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爭議調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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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會議應有調處委員及二分之一以上協同調處委員出席，始得開議。ġ
六、當事人之法定代表人無法出席調處者，得以書面委任他代表人到場陳述。
七、當事人有正當理由，無法於調處期日到場者，應於調處期日前，以書面向
本會申請展期，展期以一次為限
八、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處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處不成立。但本會認為有
成立調處之可能者，得另定調處期日。
九、本會應就每一申請調處案件作成調處書或調處紀錄，其記載事項依有線廣
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十、就同一爭議事項，有二個以上系統經營者或頻道供應事業申請調處時，本
會得併案調處，並分別作成調處書或調處紀錄。
十一、調處結果應向本會委員會議報告。
調處成立時，調處書或調處紀錄有拘束當事人之效力，不影響本會
依法行使職權。ġ
調處不成立時，當事人得檢具調處書或調處紀錄，依法提起民事訴
訟。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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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74102899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2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事項，並供系統經營者訂定、修正上下架規章時參
考，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於全數位化經營之系統經營者新增、停播基本頻道或變更基本
頻道位置。
三、定義：
（一）頻道上架：指頻道供應事業提供一定名稱之頻道，於系統經營者
平臺新增播出之行為。
（二）頻道下架：指已於系統經營者平臺播出之頻道，於系統經營者平
臺終止播出之行為。
（三）頻道位置異動：指頻道號碼變更。
四、上下架規章為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權利義務之依據，系統經營者
應向頻道供應事業充分揭露，並列為頻道授權要約之附件。
五、頻道供應事業提出頻道上架申請時，系統經營者應以公平合理之標準審
查，無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或拒絕上架。
六、頻道上架參考指標：
（一）有利維持市場公平競爭、健全產業發展與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頻道供應事業與系統經營者間合作意願。
（三）客觀且具公信力之收視滿意度調查結果。
（四）少數族群、兒少或教育新知等類型節目者。
（五）配合政策推行及依法令執行。
（六）頻道供應事業最近一次經本會評鑑之結果與得獎紀錄。
（七）依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製播本國節目比例情形。
七、頻道下架參考指標：
應具備合理規劃理由，至少包括：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定上下架規章參考原則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定上下架規章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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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頻道供應事業提出頻道終止經營之申請。
（二）頻道供應事業與系統經營者間無合作意願。
（三）頻道供應事業與系統經營者間有信用或交易紀錄不良者。
（四）頻道供應事業最近一次經本會評鑑之結果與近三年裁處紀錄。
（五）有頻譜排他性之數位服務需求且無多餘頻寬者。
八、頻道下架應具備嚴謹之審查流程，至少包括：
（一）與頻道供應事業之協商機制。
（二）消費者權益影響評估：影響訂戶程度及範圍，並應檢視有無適當
之替代頻道，且訂定相關補償措施。
（三）頻道減少或停止播送已達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規
範者，應依規定辦理補償。
九、頻道位置異動參考指標：
（一）異動至前段頻道位置之新頻道經客觀證明優於被取代之原頻道。
（二）區塊化原則：變更頻道應依頻道節目屬性規劃區隔。
（三）尊重消費者收視習慣，將收視滿意度較高之頻道置於較前段頻道。
（四）頻道供應事業最近一次經本會評鑑之結果、得獎與近三年裁處紀
錄及製播本國節目比例情形。
十、系統經營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年度
收視費用時，所提基本頻道之規劃應考量經營地區訂戶需求，並依所訂之
上下架原則合理調整。
十一、頻道之上架、下架、位置異動應由內部專責單位負責，並得邀請消保
團體、公協會或相關公民團體提供意見，依據前述參考指標，分別
就頻道上架、下架、位置異動予以評估。ġ
前項評估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ġ
（一）市場競爭影響評估：包括無妨礙公平競爭及未構成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所稱不正當方法之評估。
（二）消費者權益影響評估：影響訂戶範圍，並針對影響訂定相關
補償措施。
（三）適法性評估：針對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法規檢視。
（四）其他公共利益影響之評估。
十二、系統經營者之上下架規章，應參考本原則訂定並定期檢視，如有修正，
應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後段報請本會備查。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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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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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
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
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理由書：
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廣播電視係人民表達思想與言論之重要媒
體，可藉以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各方面之
發展，其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言論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範圍。
惟廣播電視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而深遠之影響。故享有傳播之自由
者，應基於自律觀念善盡其社會責任，不得有濫用自由情事。其有藉傳播媒體
妨害善良風俗、破壞社會安寧、危害國家利益或侵害他人權利等情形者，國家
自得依法予以限制。
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為免被壟斷與獨佔，國家應制
定法律，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能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審
慎決定，藉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展，民眾亦得有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
至學理上所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
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以促進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例如媒體之報導
或評論有錯誤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受害人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答辯，
以資補救。又如廣播電視舉辦公職候選人之政見辯論，於民主政治品質之提
昇，有所裨益。
惟允許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就媒體本身言，係對其取材及編輯之
限制。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意見之要求，無異剝奪媒體
之編輯自由，而造成傳播媒體在報導上瞻前顧後，畏縮妥協之結果，反足影響
其確實、公正報導與評論之功能。是故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應在兼顧媒
體編輯自由之原則下，予以尊重。如何設定上述「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條
件，自亦應於法律內為明確之規定，期臻平等。
綜上所述，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
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
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
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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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
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此為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
責任政治之原理所為制度性之設計。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行
政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
部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直接對國防部部
長負責，自非憲法規定之部會首長，無上開條文之適用。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議決法律、預算等議案及國家重要事項之
權。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上開職權，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設各種委
員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鑑諸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
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
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負
責國防之重要事項，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與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自屬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指政府人員，除非因執行關係國家安全之軍事業務而
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
者，免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
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備詢。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
人員，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上開憲法規定之適
用。
理由書：
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各部會首長若干人，
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若干人。又依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
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
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則未修正。其次，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
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為憲法增修條
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明定。此係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
制度性設計。國防部為行政院所屬部會之一，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
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
部部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國防部參謀本
部組織法第九條定有明文。就其執掌事項直接對國防部部長負責，自非憲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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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之部會首長。立法委員即無從依該規定，於立
法院會議時對於參謀總長行使質詢權。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
使立法權，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憲法第六十二條及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憲
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並規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六十七條又規定：「立法院得設各種
委員會。」「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憲
法增修條文就此未加修改。是憲法雖迭經增修，其本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
原理並無變更；而憲法所設計之權力分立、平等相維之原則復仍維持不變。立
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前述職權，其所設之各種委員會自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
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藉其答覆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而明瞭相
關議案涉及之事項。抑有進者，立法委員對於不明瞭之事項，尚得經院會或委
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之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受要求之機
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
有案。立法委員於詢問以前，或不知有相關參考資料，須待詢問而後知之；於
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以後，倘對其內容發生疑義，須待進一步詢問，以期澄
清者，其邀請到會之政府人員，尤不得置之不理。又因我國憲法上中央政制，
與一般內閣制有別，立法委員既不得兼任官吏，則負責事前起草或事後執行法
案之政府人員，於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自有其必要。故立法院各種委員
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時，行政院各部會首
長及其所屬人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檢察官、公平交易委
員會委員等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
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行政院所屬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
其統御、指揮之參謀本部及陸、海、空、勤等各軍種總部，並非獨立於行政系
統以外之組織。參謀總長雖非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行政院各部
會首長，乃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政府人員，要無疑義。參謀總長負
責國防之重要職責，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均與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立
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就與參謀總長職務相關之事項，邀請其列席備詢，除有正
當理由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之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
則免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三院既得就其所掌有關事項，向立法院提出
法律案；各該機關之預算案並應經立法院審查，則其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
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依上開憲
法規定，應邀說明之必要。惟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固得依憲法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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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陳述意見，若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
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三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之人
員，例如法官、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亦同。
釋字第五○九號解釋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
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
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
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
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
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
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
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
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
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理由書：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
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
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
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
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
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
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
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以我國現況而言，基於上述各項
因素，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憲。況一旦妨害他人名譽均得以
金錢賠償而了卻責任，豈非享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名譽，自非憲法保障
人民權利之本意。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第二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陸、大法官通訊傳播相關之解釋

1239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係分別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者，科予不同
之刑罰，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尚無違背。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
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
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
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
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
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
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
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
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不生牴觸憲法問題。至各該事由是
否相當乃認事用法問題，為審理相關案件法院之職責，不屬本件解釋範圍。
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第五十三條定有明文，基於行政一體，
須為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在內之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
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並因通傳會施政之良窳，與通傳會委員之人選有密切關
係，因而應擁有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使立法權
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固非不能施以一定限制，以為
制衡，惟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白規定外，亦不能將人事決定權
予以實質剝奪或逕行取而代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通傳會
組織法）第四條第二項通傳會委員「由各政黨（團）接受各界舉薦，並依其在
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交由提名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各政黨（團）應於本法施行日起十五日內完成推
薦」之規定、同條第三項「審查會應於本法施行日起十日內，由各政黨（團）
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應於接受推薦
名單後，二十日內完成審查，本項審查應以聽證會程序公開為之，並以記名投
票表決。審查會先以審查會委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為可否之同意，如同意者未
達十三名時，其缺額隨即以審查會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為可否之同意」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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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四項「前二項之推薦，各政黨（團）未於期限內完成者，視為放棄」關於
委員選任程序部分之規定，及同條第六項「委員任滿三個月前，應依第二項、
第三項程序提名新任委員；委員出缺過半時，其缺額依第二項、第三項程序辦
理，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關於委員任滿提名及出缺提名之規定，
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逾越立法機關對行政院人事決定權
制衡之界限，違反責任政治暨權力分立原則。又上開規定等將剝奪自行政院之
人事決定權，實質上移轉由立法院各政黨（團）與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
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共同行使，影響人民對通傳會應超越政治之
公正性信賴，違背通傳會設計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
自由之意旨亦有不符。是上開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失去效力之前，通傳會所作成之行為，並不
因前開規定經本院宣告違憲而影響其適法性，人員與業務之移撥，亦不受影
響。
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之部
分，及同條第五項「本會應於任命後三日內自行集會成立，並互選正、副主任
委員，行政院院長應於選出後七日內任命。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應分屬不同
政黨（團）推薦人選；行政院院長推薦之委員視同執政黨推薦人選」等規定，
於憲法第五十六條並無牴觸。
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自通訊傳播基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
會成立之日前，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原主管機關就下列各款所做之決定，權利
受損之法人團體、個人，於本會成立起三個月內，得向本會提起覆審。但已提
起行政救濟程序者，不在此限：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二、通訊傳播事業營
運之監督管理、證照核發、換發及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證照核發、換發或
證照吊銷處分。三、廣播電視事業組織及其負責人與經理人資格之審定。四、
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驗。五、廣播電視事業設立之許可與許可之廢止、電
波發射功率之變更、停播或吊銷執照之處分、股權之轉讓、名稱或負責人變更
之許可。」係立法者基於法律制度變革等政策考量，而就特定事項為特殊之救
濟制度設計，尚難謂已逾越憲法所容許之範圍。而通傳會於受理覆審申請，應
否撤銷違法之原處分，其具體標準通傳會組織法並未規定，仍應受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十七條但書之規範。同條第二項規定：「覆審決定，應回復原狀時，政
府應即回復原狀；如不能回復原狀者，應予補償。」則屬立法者配合上開特殊
救濟制度設計，衡酌法安定性之維護與信賴利益之保護所為之配套設計，亦尚
未逾越憲法所容許之範圍。
又本件聲請人聲請於本案解釋作成前為暫時處分部分，因本案業經作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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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已無審酌之必要。
理由書：
一、本件聲請人行政院行使職權，適用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有關通傳會之
組織及委員產生方式部分暨第十六條，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又因行使職
權，適用憲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規定，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復就立法
院是否有權立法，就行政院所屬行政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實質剝奪行政院院長
之提名權等，與立法院行使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聲請解釋憲法，核與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相符，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二、行政旨在執行法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追求全民福祉，
進而實現國家目的，雖因任務繁雜、多元，而須分設不同部門，使依不同專業
配置不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分職目的絕不在各自為政，而是著眼於分工
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
統籌指揮監督，方能促進合作，提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作，
此即所謂行政一體原則。憲法第五十三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其
目的在於維護行政一體，使所有國家之行政事務，除憲法別有規定外，均納入
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行政體制掌理，經由層級節制，最終並均歸由
位階最高之行政院之指揮監督。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內涵，現代法治國
家組織政府，推行政務，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此乃我國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
制度性設計。是憲法第五十三條所揭示之行政一體，其意旨亦在使所有行政院
掌理之行政事務，因接受行政院院長之指揮監督，而得經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
責之途徑，落實對人民負責之憲法要求。
據此，立法院如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將原行政院所掌理特定領域之行
政事務從層級式行政體制獨立而出，劃歸獨立機關行使，使其得依據法律獨立
行使職權，自主運作，對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即不免有所減損。惟承認獨立機
關之存在，其主要目的僅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行政體制
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立機關有更多不受政治干擾，依專
業自主決定之空間。於我國以行政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憲法架構下，賦
予獨立機關獨立性與自主性之同時，仍應保留行政院院長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
一定之決定權限，俾行政院院長得藉由對獨立機關重要人員行使獨立機關職權
之付託，就包括獨立機關在內之所有所屬行政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以落
實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行政院院長更迭時，獨立機關委員若因享有任期保
障，而毋庸與行政院院長同進退，雖行政院院長因此無從重新任命獨立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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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亦與責任政治無違，且根據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院
長於獨立機關委員有違法、失職情事，而情節重大，仍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
務，因行政院院長仍得行使此一最低限度人事監督權，是尚能維繫向立法院負
責之關係。然獨立機關之存在對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既然有所減損，其設置應
屬例外。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
特殊性，確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
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
經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綜合各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
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不墜，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
缺損者，始不致於違憲。
三、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其內容包括通訊傳播自由，亦即經
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自
由。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
監督包括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機
關，以及監督以贏取執政權、影響國家政策為目的之政黨之公共功能。鑑於媒
體此項功能，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
權力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經由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
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訊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
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是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
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
立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與政黨
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
達成，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四、按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固因基於行政一體，必須為包括通
傳會在內之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並因通傳會施政之良
窳，與通傳會委員之人選有密切關係，而擁有對通傳會委員之具體人事決定
權，然為避免行政院恣意行使其中之人事任免權，致損及通傳會之獨立性，行
使立法權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仍非不能施以一定限
制，以為制衡。蓋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權
力之區分，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
機關擔當履行，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要亦在於權力之制
衡，即權力之相互牽制與抑制，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民自
由權利。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
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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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
九一號解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
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
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形是。
立法權對行政權所擁有關於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之制衡，一般表現在對
用人資格之限制，以確保獨立機關之專業性，暨表現在任期保障與法定去職原
因等條件之設定上，以維護獨立機關之獨立性，俾其構成員得免於外部干擾，
獨立行使職權。然鑑於通傳會所監督之通訊傳播媒體有形成公共意見，以監督
政府及政黨之功能，通訊傳播自由對通傳會之超越政治考量與干擾因而有更強
烈之要求，是立法權如欲進一步降低行政院對通傳會組成之政治影響，以提昇
人民對通傳會公正執法之信賴，而規定通傳會委員同黨籍人數之上限，或增加
通傳會委員交錯任期之規定，乃至由立法院或多元人民團體參與行政院對通傳
會委員之人事決定等，只要該制衡設計確有助於降低、摒除政治力之影響，以
提昇通傳會之獨立性，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能超然於政黨利益之考量與影
響，公正執法之信賴，自亦為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所許。至於立法院或
其他多元人民團體如何參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立法者雖有一定
之自由形成空間，惟仍以不侵犯行政權之核心領域，或對行政院權力之行使造
成實質妨礙為限。
惟依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項規定，通傳會委員竟由各政黨（團）
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交由各政黨
（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之審查會以五分
之三與二分之一兩輪多數決審查，審查完成後，行政院院長應於七日內依審查
會通過同意之名單提名，並送立法院同意後即任命之。由於行政院院長僅能推
薦十八位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中之三位，審查階段對人事則完全無置喙餘地，並
且受各政黨（團）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名單所拘束，有義
務予以提名，送請立法院同意，對經立法院同意之人選並有義務任命為通傳會
委員，足見行政院所擁有者事實上僅剩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以及在整體選
任程序中實質意義極其有限之六分之一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之推薦權，其人事決
定權實質上可謂業已幾近完全遭到剝奪。又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賴人
事，無人即無行政，是行政權依法就具體之人事，不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
之政務人員，擁有決定權，要屬當然，且是民主法治國家行政權發揮功能所不
可或缺之前提要件。據此，上開規定將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就通傳會委
員之具體人事決定權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除為憲法上責任政治原則所不許，
並因導致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而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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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於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通傳會委員候選
人，與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審查通傳會委員
候選人之規定，是否違憲，端視該參與之規定是否將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予以
實質剝奪而定。茲上開規定只將剝奪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實質上移轉由立
法院各政黨（團）與由各政黨（團）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共同行使，
明顯已逾越參與之界限，而與限制行政人事決定權之制衡功能有所扞格。況上
開規定之目的既係本於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職權行使之
影響，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則其所採手段是否與上開
目的相符，即不無疑義。按立法者如何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之影響，進而建立
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固有立法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建制理應朝
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方向設計。然上開規定
卻反其道而行，邀來政黨之積極介入，賦予其依席次比例推薦及導致實質提名
通傳會委員之特殊地位，影響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是上開規
定違背通傳會設計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亦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
旨不符。
六、系爭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
以及同條第五項規定通傳會正、副主任委員由通傳會委員互選，並由行政院院
長任命，涉及違反憲法第五十六條之疑義部分。按通傳會根據其組織編制，其
層級固相當於部會等二級機關，惟通傳會既屬獨立機關性質，依法獨立行使職
權，其委員之任期亦有法律規定，毋須與行政院院長同進退，為強調專業性，
委員並有資格限制，凡此均與層級指揮監督體系下之行政院所屬一般部會難以
相提並論，故即使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正、副主任委員則由委
員互選，再由行政院院長任命，雖與憲法第五十六條有關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由
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規定有間，尚難逕執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指摘之，
蓋第五十六條之規範範圍並不及於獨立機關。且只要行政院對於通傳會委員之
人事決定權未遭實質剝奪，即使正、副主任委員係由委員互選，亦不致有違反
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之虞。又通傳會為獨立機關，性質既有別於一般部會，則
憲法第五十六條關於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
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規定，自不因允許立法院或其他多元人民團體參與通
傳會委員之選任而受影響，自不待言。
七、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自通訊傳播基本法施行之日起
至本會成立之日前，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原主管機關就下列各款所做之決定，
權利受損之法人團體、個人，於本會成立起三個月內，得向本會提起覆審。但
已提起行政救濟程序者，不在此限：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二、通訊傳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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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ҡཱིٱᄂีܖ౪ཱིᜌᐃޱȂծоԃငིପџڧၶԤցઉϞϷ࣏ޱ३ȇ
(ܖ3)ڏтڎԤࣺ࿋ܻࢇວ೪ۡܚݲӔቷٱҥиٗоኇࢇϷ้ޱέᆍ
לϞΙȄΠȃ҆ߨӰ१σႆѶՄҐӵࢇแܖוᔼแוкΰӖٱҥ
ȞӣనΙೣۡྱȟȄέȃ၎ҧ҆ՌۡݲᔼငႆࡣέএТϱ
ඪюȇԃٱڏҥีҡӵࡣޣܖொӵࡣޱȂࠌՌีҡޣܖொਢଔᆗȂծՌۡݲ
ᔼငႆࡣϐႉϤԑޱȂϚுҧȞӣనΠೣۡྱȟȄΰ༈ོಢ
ᙑݲΪϲనΙೣۡȂᇄϞࣺၶٮҐ೩ԤխϞనӇ३ڙȂՄΙࡡϰ೨ڧ
੫ۡϚցϷиҐඪଔࢇᔼϞΡҕȂுܻΙۡϱө༈ོؑ൷ӣΙ
ٱӇ१ཱིհԙؚۡȇᗶၶڏтڧϚցࢇϷϞΙૡΡҕٴԤၶӻϞࢇᔼ
ᐠོȂӰ߽ҳޱݲஅܻ࡙ڙࡡݲᡐ८้ࢇ๊Ճ໔ȂՄ൷੫ۡٱ࣏੫Ϟ
ᔼ࡙ڙ೩ॎȂᜲۦᒝϐႉູᏴܚݲৠ೨Ϟጒ൜ȄՄ༈ོܻڧ౩᙭ቷҧȂौ
֏ᄤনϷȂڎڏᡝྥ༈ོಢᙑٮݲҐೣۡȂϫᔖڧࢇแݲוΙԻ
ΪΜనծਪϞೣጒȄՍ༈ོಢᙑݲΪϲనΠೣۡȈȶ᙭ቷؚۡȂᔖӱ
ඈনޑਢȂࢇۺᔖ։ӱඈনޑȇԃϚӱඈনޱޑȂᔖϠ၄ᓻȄȷ឴ҳޱݲ
ӫΰ੫ᔼ࡙ڙ೩ॎȂᒋପݲԊۡܒϞᆰ៖ᇄ߬ᒦցઉϞ߳៖࣏ܚ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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೩ॎȂһۦҐႉູᏴܚݲৠ೨Ϟጒ൜Ȅ
Τȃᆣΰܚक़Ȃ༈ོಢᙑݲѲనΠೣۡᜰܻӨࢇឩ (ღ)ڏٷӵ
ҳݲৰԩШٽ௰ᙨ༈ོۏষٮҺҥඪӪቷࢥོቷࢥϞഋϷȂέЅѲ
ೣۡᜰܻቷࢥོҥӨࢇឩ (ღ) ڏٷӵҳݲৰԩШٽ௰ᙨᏰޱடড়ಢԙᇄ
ڏቷࢥ༈ོۏষঐᒵΡϞแוȂоЅࢇߝᔖٷቷࢥོႆӣཎϞӪ
ඪӪȂٮଚҳݲӣཎϞഋϷȂЅϲᜰܻۏষӈᅖܖюીᔖٷΰΠȃ
έแוඪӪЅ၄ᒵϞೣۡȂᄂ፴থჴࢇߝᄇ༈ོۏষϞΡؚۡٱ
᠌ȂࣚញᏴܚݲೣۡϞӈࢇݽᇄ᠌ΨϷҳনࠌȂᠦܻওۦݲငᐣΙۡਢ
แȂи၎ೣۡ։ਢѶਝȂ༖҆Ᏺम༈ོᙛ᠌ϞٺഞܻୄႳȂҐ҆Ԥցܻ
Ᏼ߳ݲራΡҕଉ༈ኬՌҥϞٺȂՌϠоࣺ࿋ϞখၥဓᔖȄތف༈
ོಢᙑݲѲనΠȃέȃѲȃϲೣۡԤᜰ༈ོۏষᒵӈϞഋϷȂՍᒶᔖ
ܻΞΪΜԑΪΠТέΪΙРѶڏਝΨȄѶўਝΨϞࠉȂ༈ོܚհԙϞ࣏Ȃ
ٮϚӰࠉೣۡငҏࡇ֙ႂᏴՄኇڏᎌܒݲȂΡষᇄཾϞಋኦȂһϚڧ
ኇȄՍ༈ོಢᙑݲѲనέȃϤԤᜰ༈ོۏষҥࢇߝӈڼȂ
ғȃкӈۏষҥۏষϣᒵȂٮҥࢇߝӈڼϞೣۡȂٮϚႂІᏴݲϤ
ΪϲనೣۡȄ༈ོಢᙑݲΪϲన߽ҳܚޱݲ೩Ϟ੫տᔼೣۡȂϚڧࢇ
แݲוΙԻΠΪΤనϞ३ڙȂ༈ོ൷ҧ᙭ቷਰӇȂһ༉൷নϷ֏
ᎌݲቷࢥϞȂՄᇄᏴ߳ݲራΡҕ᠌ցϞཎԟȂۦฒϚಒȄ
ΞȃҏӇᖐΡᖐܻҏਰ၌ភհԙࠉ࣏ਢϷഋϷȂӰҏਰཾငհԙ
၌ភȂϐฒቷପϞ҆ौȂځԪࡾ݂Ȅ

ភԅϲΙΜဴ၌ភ!
ᏴݲΪΙన߳ራΡҕϞِ፣ЅюގՌҥȂԟӵጂ߳ཎَϞՌҥࢺȂٺ
ΡҕԤڥுшϷၥଉЅᄂ౪ՌרϞᐠོȄِܒ፣Ϟߒ౪ᇄܒၥଉϞࢺȂϚ୰
֏юܻᕊցϞҬޟȂһᔖڧΰᏴݲᄇِ፣ЅюގՌҥϞ߳ራȄᏴݲᄇِ
፣ЅюގՌҥϞ߳ራߨٮ๘ᄇȂᔖܒڏٷ፴ՄԤϚӣϞ߳៖ጒᛟЅ३ڙϞྥ
ࠌȂড়ܻಒӫᏴݲΠΪέనೣۡཎԟϞጒ൜ϱȂுо݂ࡡݲጂೣۡᄇϞϠ
оᎌ࿋Ϟ३ڙȄ
࣏ᆰࡻظτҡࣀϛϞܒၾኈཐᇄॳོޥϽȂҳݲᐠᜰԃࡡݲۡڙёоೣ
ጒȂࠌភᏴޱ൷ҳޱݲᜰོܻޥӻኵӓቋ࣏ܚϞրᘞȂনࠌΰᔖϠ൵१Ȅ
࣏ೱᄕᏴݲΪΙన߳ራΡҕِ፣ЅюގՌҥϞҏԟȂଶ࣏ᆰ៖ོޥӻኵӓ
Ϟܒቋપ҆ܚוौՄுоࡡݲёо३ޱڙѴȂϫᔖᄇЍኵܒМϽఊတڏٷ
ܒၾኈཐᇄᄇॳོޥϽϞᇯޣՄלِ࣏፝ܒ፣ߒ౪ܒܖၥଉࢺޱȂϠ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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ራȄ
ӗݲΠԻέΪϤనΙೣۡܚᒝඹҀȃኬଚȃ೯፲ȃϴณങӖบᖶϞ
ၥଉࠢސܖȂܖотټݲΡᢎ។ȃ᠙ᆸϞ࣏Ȃ߽ࡾᄇ֤ԤኸΨȃܖॆܒΡ
ᛚܒҺ้ՄฒܒȃᚂᏰܖܒఀܒىቋϞบᖶၥଉ࣏ࠢސܖ༈ҀȂܖᄇڏ
тࡊᢎΰٗоږᐭܖᅖٗܒናȂՄхΙૡΡཐឈϚ൞֕౪ܻಀܖϚڧעՄ௶
ܢϞบᖶၥଉࠢސܖȂҐ௴ڥᎌ࿋ϞԊӒႤ๘௩ࢊՄ༈ҀȂٺΙૡΡுоَᆸ
Ϟ࣏ȇӣనΠೣۡܚᒝཎყඹҀȃኬଚȃ೯፲ՄᇧഅȃࡻԤบᖶၥଉȃ
ࠢސϞ࣏Ȃһ༉ࡾཎყ༈Ҁ֤ԤኸΨȃܖॆܒΡᛚܒҺ้Մฒܒȃᚂ
ᏰܖܒఀܒىቋϞบᖶၥଉࠢސܖՄᇧഅȃࡻԤϞ࣏Ȃܖᄇڏтࡊᢎΰٗ
оږᐭܖᅖٗܒናȂՄхΙૡΡཐឈϚ൞֕౪ܻಀܖϚڧעՄ௶ܢϞบᖶၥ
ଉࠢސܖȂཎყϚ௴ڥᎌ࿋ԊӒႤ๘௩ࢊϞ༈ҀȂٺΙૡΡுоَᆸՄᇧഅܖ
ࡻԤ၎้บᖶၥଉȃࠢސϞלȂՍᄇܻᇧഅȃࡻԤ้ন឴ඹҀȃኬଚЅ೯፲
้ϞႱര࣏Ȃᔣ࣏ڙᇄඹҀȃኬଚЅ೯፲้༈ҀܒၥଉࠢސܖϞᄺԙौӇ
࣏ڎԤࣺӣϞϚݲแ࡙ȂΝ឴ҳݲϞלԙՌҥȇӣనέೣۡବᄇบᖶϞМ
ԅȃყหȃᖐॱܖኇϞߣސЅࠢސȂϚ୰឴ܻқΡᇄ֏ȂΙ྅ؠԝȂһ༉
३ܻႂІࠉΠೣۡϞบᖶၥଉߣސЅࠢސȄٷҏ၌ភཎԟȂΰೣۡᄇܒ
ِ፣Ϟߒ౪ᇄܒၥଉϞࢺȂٮҐ࣏ႆ࡙ϞࡌᚇᇄݢຜȂᄇΡҕِ፣ЅюގՌ
ҥϞ३ۦڙ឴ӫ౩ȂᇄᏴݲΠΪέనϞШٽনࠌौฒϚಒȂٮҐႂधᏴݲ
ΪΙన߳ራΡҕِ፣ЅюގՌҥϞҏԟȄ
ӗݲΠԻέΪϤనೣۡܚᆎบᖶϞၥଉȃࠢސȂڏϛȶบᖶȷᗶ឴ຟቋ
ܒϞϚጂۡࡡݲ྅܈ȂณܚᒝบᖶȂࡾࡊᢎΰٗоږᐭܖᅖٗܒናȂڏϱৠџ
ᇄܒᏢۢȃܒ࣏ЅܒМϽϞජᛲᇄ፣क़ᖒ๖ȂиоЕଔලΙૡΡನ৻ܖ
ვඌཐՄ߭ޟܒၾኈཐȂԤᛤܻॳོޥϽ࣏ޱ३ȞҏភԅѲɒΜဴ၌
ភྱȟȂڏཎဎߨٮΙૡΡᜲо౩၌Ȃи࣏ڧೣጒܚޱுႱَȂٮџငҥѧ
ݲቷࢥёоጂᇯȂᇄ݂ࡡݲጂܒনࠌۦฒႂधȄ
౩ҥਪȈ
ᏴݲΪΙన߳ራΡҕϞِ፣ЅюގՌҥȂԟӵጂ߳ཎَϞՌҥࢺȂٺ
ΡҕԤڥுшϷၥଉЅᄂ౪ՌרϞᐠོȄِܒ፣Ϟߒ౪ᇄܒၥଉϞࢺȂϚ୰
֏юܻᕊցϞҬޟȂһᔖڧΰᏴݲᄇِ፣ЅюގՌҥϞ߳ራȄᏴݲᄇِ
፣ЅюގՌҥϞ߳ራߨٮ๘ᄇȂᔖܒڏٷ፴ՄԤϚӣϞ߳៖ጒᛟЅ३ڙϞྥ
ࠌȂড়ܻಒӫᏴݲΠΪέనೣۡཎԟϞጒ൜ϱȂுо݂ࡡݲጂೣۡᄇϞϠ
оᎌ࿋Ϟ३ڙȄ
ظτӓᕊོޥҡࣀȂڏᜰِܻܒ፣ȃܒၥଉЅܒМϽ้Ϟߒ౪ПԒȂԤ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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ᐣѬधශᇄМϽ৯ȂΝӑܻᏴݲᇄࡡݲՄԆӵȂٮംᅚל༭ོ࣏ޥӻኵΡල
ႇᇯӣϞܒᢎ܈Ѕ࣏ԒȂՄࡊᢎԙ࣏ॳϽޱȄॳོޥϽϞ྅܈Ȃலᓍོޥ
ีȃॳ߹ᡐՄԤܚϚӣȄณڏҏ፴ΰࢋ࣏ӨএོޥӻኵΡලႇᇯӣϞܒᢎ
܈Ѕ࣏ԒȂՌᔖҥҕཎᐠᜰоӻኵրᘞ੫ۡॳོޥϽ֏ۦ឴ོޥӓቋ
Մོ࣏ޥપוϞΙഋϷȂۖڎԤшϷϞҕкғ࿋ܒȄ࣏ᆰࡻظτҡࣀϛϞܒ
ၾኈཐᇄॳོޥϽȂҳݲᐠᜰԃࡡݲۡڙёоೣጒȂࠌភᏴޱ൷ҳޱݲᜰܻ
ོޥӻኵӓቋ࣏ܚϞրᘞȂনࠌΰᔖϠ൵१Ȅِܒ፣ᇄܒၥଉȂӰᎧ᠙
ΡϚӣϞܒᇯޣՄџҡϚӣϞਝᔖȂᖞγϚӣޥတϞϚӣМϽᇯޣȃϚӣ
Ϟҡ౩ЅЖ౩ีแ࡙ȂᄇܻϚӣᆍЅϱৠϞِܒ፣ᇄܒၥଉȂ֯џҡ
ϚӣϞІᔖȄ࢈࣏ೱᄕᏴݲΪΙన߳ራΡҕِ፣ЅюގՌҥϞҏԟȂଶ࣏ᆰ
៖ོޥӻኵӓϞܒቋપ҆ܚוौՄுоࡡݲܖࡡݲ௲᠌ॏۡϞڼхёо३
ޱڙѴȂϫᔖᄇЍኵܒМϽఊတܒڏٷၾኈཐᇄᄇॳོޥϽϞᇯޣՄל࣏፝
ِܒ፣ߒ౪ܒܖၥଉࢺޱȂϠо߳ራȄ
ԤᜰܒϞජक़ܖюࠢގȂ឴ِܻܒ፣ܒܖၥଉȂԃࡊᢎΰٗоږᐭܖᅖٗ
ܒናȂٮЕଔලΙૡΡನ৻ܖვඌཐՄ߭ޟܒၾኈཐȂԤᛤܻॳོޥϽ
ޱȂᒝϞบᖶϞِ፣ܖюࠢގȄบᖶϞِ፣ܖюࠢގᇄܒȃᚂᏰܒȃఀى
้ܒϞِ፣ܖюࠢގϞୢտȂᔖ൷Ө၎ِ፣ܖюࠢގᐌᡝϞ੫ܒЅڏҬޟՄ࣏
ᢎᄆȂٷٮ࿋ਢϞོޥΙૡᢎۡ܈ϞȂҏភԅѲɒΜဴ၌ភٗၥྱȄ
ӗݲΠԻέΪϤనೣۡȈȶඹҀȃኬଚܖ೯፲บᖶϞМԅȃყหȃᖐ
ॱȃኇڏܖтࠢސȂܖϴณങӖȂܖотټݲΡᢎ។ȃ᠙ᆸޱȂΠԑоή
Ԥ৶ӗȃܳܖמऋځܖऋέϯоήᆴߜȄȷȞΙȟȶཎყඹҀȃኬ
ଚȃ೯፲ՄᇧഅȃࡻԤࠉМԅȃყหȃᖐॱȃኇЅߣڏڏܖސтࠢސ
ޱȂһӣȄȷȞΠȟȶࠉΠϞМԅȃყหȃᖐॱܖኇϞߣސЅސ
ࠢȂϚ୰឴ܻқΡᇄ֏ȂؠԝϞȄȷȞέȟܒၥଉࠢސܖϞᎧ᠙Ȃӵࡊ
ᢎΰٗоЕଔලΙૡΡನ৻ܖვඌཐՄ߭ޟܒၾኈཐȂԤᛤܻॳོޥϽ
ޱȂᄇܻҁ้ڷᒙϞܒོޥቋપוᡗԤӠȄ߭Ԫ้ོޥӓӣቋપוϞ
࣏Ȃ։ႂІᏴݲΰ߳ܚራϞོޥપוȂҳࡡݲۡڙޱݲёоᆓڙȂڏᆓڙҬ
ޟਯ឴ғ࿋Ȟ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8, Part ˵, Chapter 71, Section 1460ȃР
ҏӗݲΙΜϤనџၥྱȟȄάӰڏકᚽܒོޥቋપוȂԤڏগ౩џߨᜲ
ܒȂ࢈оӗᆴࡇҰᏴݲᆰ៖ҁ้ڷᒙϞܒቋપוȂоᄂ౪Ᏼݲᆰࡻོޥપו
ϞҬޟȂڏЙࢲһ឴ӫ౩ȄѪஅܻᄇЍኵܒМϽఊတܒڏٷၾኈཐᇄᄇॳܒ
ϽᇯޣՄלِ࣏፝ܒ፣ߒ౪ܒܖၥଉࢺޱϞ߳ራȂ࢈оӗᆴᆴϞጒ൜Ȃᔖ
оᆰ៖ོޥӻኵӓϞܒቋપ҆ܚוौ࣏ޱ३ȄࠉೣۡΙܚᒝඹ
Ҁȃኬଚȃ೯፲ȃϴณങӖบᖶϞၥଉȃࠢސȂܖотټݲΡᢎ។ȃ᠙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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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ࡾᄇ֤ԤኸΨȃܖॆܒΡᛚܒҺ้ՄฒܒȃᚂᏰܖܒఀܒىቋ
Ϟบᖶၥଉȃ࣏ࠢސ༈ҀȂܖᄇڏтٗоږᐭܖᅖٗܒናȂՄхΙૡΡཐឈϚ
൞֕౪ܻಀܖϚڧעՄ௶ܢϞบᖶၥଉȃࠢސȂҐ௴ڥᎌ࿋ϞԊӒႤ๘௩ࢊ
Ȟٽԃߣёࡌৈȃឌ֙Ұܖ३ܻݲٷх੫ۡϞൟ้ܚȟՄ࣏༈ҀȂٺΙૡΡ
ுоَᆸϞ࣏ȇӣనΠೣۡܚᒝཎყඹҀȃኬଚȃ೯፲ՄᇧഅȃࡻԤบ
ᖶၥଉȃࠢސϞ࣏Ȃһ༉ࡾཎყ༈Ҁ֤ԤኸΨȃܖॆܒΡᛚܒҺ้Մฒ
ܒȃᚂᏰܖܒఀܒىቋϞบᖶၥଉࠢސܖՄᇧഅȃࡻԤϞ࣏Ȃܖᄇڏт
ࡊᢎΰٗоږᐭܖᅖٗܒናȂՄхΙૡΡཐឈϚ൞֕౪ܻಀܖϚڧעՄ௶ܢ
ϞบᖶၥଉȃࠢސȂཎყϚ௴ڥᎌ࿋ԊӒႤ๘௩ࢊϞ༈ҀȂٺΙૡΡுоَ
ᆸȂՄᇧഅࡻܖԤ၎้บᖶၥଉȃࠢސϞלȂՍܻᄇܻᇧഅᇄࡻԤ้ন឴ඹ
ҀȃኬଚЅ೯፲้ϞႱര࣏Ȃᔣ࣏ڙᇄඹҀȃኬଚЅ೯፲้༈Ҁܒၥଉސܖ
ࠢϞᄺԙौӇ࣏ڎԤࣺӣϞϚݲแ࡙ȂΝ឴ҳݲϞלԙՌҥȇӣనέೣ
ۡବᄇบᖶϞМԅȃყหȃᖐॱܖኇϞߣސЅࠢސȂϚ୰឴ܻқΡᇄ֏Ȃ
Ι྅ؠԝȂһ༉३ܻႂІࠉΠೣۡϞบᖶၥଉߣސЅࠢސȄٷҏ၌ភཎ
ԟȂΰೣۡᄇِܒ፣Ϟߒ౪ᇄܒၥଉϞՌҥࢺȂٮҐ࣏ႆ࡙Ϟࡌᚇᇄݢ
ຜȂᄇΡҕِ፣ЅюގՌҥϞ३ۦڙ឴ӫ౩ȂᇄᏴݲΠΪέనϞШٽনࠌौ
ฒϚಒȂٮҐႂधᏴݲΪΙన߳ራΡҕِ፣ЅюގՌҥϞҏԟȄՍِܒ፣Ϟ
ߒ౪ᇄܒၥଉϞࢺȂ֏ԤོޥӻኵΡලႇᇯӣϞܒᢎܒܖ܈ၾኈཐȂ
லᓍีོޥȃॳ߹ᡐՄԤܚϚӣȄܻۢݲቷրਢȂᔖٷҏ၌ភཎԟȂᒋପ
ڎᡝਰȂրᘞএտਰӇ֏ϐႀบᖶՄᔖϠᆴϞแ࡙ȇά็ڋЅЍԑܒҺ
ܾ٩ڙనٽΠΪΜనЅΠΪΤనϞೣۡȂ࣏ӗݲΠԻέΪϤనϞ੫տ
ݲȂڏᎌҢϚڧҏ၌ភϞኇȂ֯ځϠࡾ݂Ȅ
ҳ࣏ؑޱݲೣጒϞලႇᎌҢՄٺҢϚጂۡࡡݲ྅ޱ܈Ȃᢎ፝ҳݲҬޟᇄݲ
ೣጒᡝفᐌᡝᜰᖒȂषڏཎဎߨᜲо౩၌ȂиីొܚϞএਰٱᄂ࣏Ιૡڧೣጒ
ܚޱுႱَȂٮџငҥѧݲቷࢥёоጂᇯȂ։ᇄ݂ࡡݲጂܒনࠌϚࣺႂधȂढ़
ငҏភԅѲέΠဴȃϤΠΙဴȃϤΞѲဴЅϲɒΠဴ၌ភលភӵ
ਰȄӗݲΠԻέΪϤనೣۡܚᆎบᖶϞၥଉȃࠢސȂڏϛȶบᖶȷᗶ឴ຟቋ
ܒϞϚጂۡࡡݲ྅܈ȂณܚᒝบᖶȂࡾࡊᢎΰٗоږᐭܖᅖٗܒናȂڏϱৠџ
ᇄܒᏢۢȃܒ࣏ЅܒМϽϞජᛲᇄ፣क़ᖒ๖ȂиоЕଔලΙૡΡನ৻ܖ
ვඌཐՄ߭ޟܒၾኈཐȂԤᛤܻॳོޥϽ࣏ޱ३ȞҏភԅѲɒΜဴ၌
ភྱȟȂڏཎဎߨٮΙૡΡᜲо౩၌Ȃи࣏ڧೣጒܚޱுႱَȂٮџငҥѧ
ݲቷࢥёоጂᇯȂᇄ݂ࡡݲጂܒনࠌۦฒႂधȄ
ґࢥᖐΡᒦɒɒࡾᄢᇃᢊଽ้ݲΞΪѲԑ࡙ΰܾԅΙϤϲΜဴӗٱ
ጂۡತրؚȂᄇܻҏភԅѲɒΜဴ၌ភϞᎌҢȂ߭Ᏼ߳ݲራِ፣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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ҥȃΡਿีՌҥϞഋϷȂٷ౪ڙݲȂۦϚு࣏ႂᏴቷࢥϞࡊᡝȂᇄѧݲ
σۢݲቷ౩ਰӇݲϤనΙΠϞೣۡϚӫȂٷӣనέೣۡȂᔖϚ
Ϡڧ౩ȂځԪఄ݂Ȅ

ភԅϲΠέဴ၌ភ!
ᏴݲΪΙన߳ራΡҕϞِ፣ՌҥȂΝӵ߳ራཎَϞՌҥࢺȂٺΡҕԤ
ڥுшϷၥଉЅՌרᄂ౪ϞᐠོȂѓࢂࢇݽȃᏰȃ۠ఀЅ୦ཾِ፣้Ȃٷٮ
ܒڏ፴ՄԤϚӣϞ߳៖ጒᛟЅ३ڙϞྥࠌȄ୦ཾِ፣ܚඪټϞଉȂϱৠ࣏ઍ
ᄂȂฒᇲᏲܒȂоӫݲҺܾ࣏ҬޟՄԤօܻੑາσಀհюငᔼΰϞӫ౩ᐅ
ޱȂᔖڧᏴِݲ፣ՌҥϞ߳ራȄᏴݲϞ߳ራߨٮ๘ᄇȂҳܻޱݲಒӫᏴݲ
ΠΪέనೣۡཎԟϞጒ൜ϱȂுо݂ࡡݲጂೣۡᄇϞϠоᎌ࿋Ϟ३ڙȂཾငҏ
ភԅѲΙѲဴȃϤΜΜဴЅϲΙΜဴ၌ភӵਰȄ
ߴٺΡ࣏ܒҺܾϞଉȂ࣏ھ୦ཾِ፣ϞΙᆍȂ߽ߴݲߨٺҺܾࣀଢ଼Ȃ
ӰԪҳޱݲஅܻᆰ៖ϴઉϞ҆ौȂՌџᄇϞ࣏ӫ౩Ϟ३ڙȄϛҕΤΪΤԑ
ϲТΠРওғϴҀϞ็ڋЅЍԑܒҺܾ٩ڙనٽΠΪΞనೣۡȈȶоኄ֙
ސȃюࠢގȃኄኬȃႫຜȃႫυଉဴȃႫသᆩၯڏܖт൬ᡝȂඹҀȃኬଚܖѐ
ิٗоЕᇶȃ൬ϭȃུҰڏܖтߴٺΡ࣏ܒҺܾϞଉޱȂϤԑоήԤ৶
ӗȂுځऋཱིᇃᄌΙԻϯоήᆴߜȷȂΝоऋӗᆴϞПԒȂ३ڙΡҕ༈Ҁ
ӈդо็ڋЍԑܒҺܾܒ࣏ڏٺߴܖҺܾ࣏ϱৠϞଉȂܖө็ڋЍԑܖϚ੫
ۡԑឭϞӻኵΡȂ༈ҀٗоߴٺΙૡΡ࣏ܒҺܾϞଉȄ࣏Ρܚ༈ҀϞଉ
ԃߨо็ڋЍԑܒҺܾܒ࣏ڏٺߴܖҺܾ࣏ϱৠȂиϐ௴҆ڥौϞႤ๘௩
ࢊȂڏٺଉϞԝΡ༉३ܻΪΤྑоΰϞΡޱȂ։Ϛ឴၎నೣۡೣጒϞጒ
൜ȄΰೣۡΝ࣏ႀԙ٩ڙȃੑо็ڋЍԑ࣏ܒҺܾᄇຫٱӇϞড়१σϴ
ઉҬޟȂڥ௴ܚϞӫ౩ᇄ҆ौЙࢲȂᇄᏴݲΠΪέనೣۡϞШٽনࠌȂۦฒ
ࣚញȄႫυଉဴȃႫသᆩၯᇄኄ֙ސȃюࠢގȃኄኬȃႫຜ้ڏт൬ᡝϞၥ
ଉڥுПԒۦԤϚӣȂԃᒋପऋϞีџᝒਿୢϷڏᎧ᠙ᄇຫȂᔖҥкᆓᐠ
ᜰ࡚ҳϷᆓ౩࡙ڙȂоಒШٽনࠌϞौؑȂځԪࡾ݂Ȅ
౩ҥਪȈ
ᏴݲΪΙన߳ራΡҕϞِ፣ՌҥȂΝӵ߳ራཎَϞՌҥࢺȂٺΡҕԤ
ڥுшϷၥଉЅՌרᄂ౪ϞᐠོȂѓࢂࢇݽȃᏰȃ۠ఀЅ୦ཾِ፣้Ȃٷٮ
ܒڏ፴ՄԤϚӣϞ߳៖ጒᛟЅ३ڙϞྥࠌȄ୦ཾِ፣ܚඪټϞଉȂϱৠ࣏ઍ
ᄂȂฒᇲᏲܒȂоӫݲҺܾ࣏ҬޟՄԤօܻੑາσಀհюငᔼΰϞӫ౩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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ޱȂᔖڧᏴِݲ፣ՌҥϞ߳ራȂᏴݲϞ߳ራߨٮ๘ᄇȂҳܻޱݲಒӫᏴݲ
ΠΪέనೣۡཎԟϞጒ൜ϱȂுо݂ࡡݲጂೣۡᄇϞϠоᎌ࿋Ϟ३ڙȂཾငҏ
ភԅѲΙѲဴȃϤΜΜဴЅϲΙΜဴ၌ភӵਰȄ
ߴٺΡ࣏ܒҺܾϞଉȂΝߴٺΡ࣏ԤᄇቋϞܒҺܖบᖶ࣏ϞଉȞڋ
็ЅЍԑܒҺܾ٩ڙనٽΠనȃΠΪΞనྱȟȂ࣏୦ཾِ፣ϞΙᆍȄՍ
ܻڏтජक़ܒҺܾܖԤᜰܒҺܾंـϞِ፣ȂޢߨٮߴٺΡ࣏ܒҺܖบᖶ
࣏Ȃฒ፣֏ӰՄᕕڥငᔼցઉȂࣱϚ឴ܻߴٺΡ࣏ܒҺܾϞଉȂՌϚӵڋ
็ЅЍԑܒҺܾ٩ڙనٽΠΪΞనೣጒϞጒ൜Ȅҥܻᇄܖ็ڋЍԑ࣏ܒҺ
ܾȂܖΪΤྑоΰϞΡࣺϣ࣏ܒҺܾȂ֯ᄺԙႂݲ࣏Ȟ็ڋЅЍԑܒҺܾ
٩ڙనٽΠΪΠనȃΠΪέనȃΠΪѲనȃӗݲΠԻΠΪΜనȃོޥ
પוᆰ៖ݲΤΪనྱȟȂӰԪߴٺΡ࣏ܒҺܾϞଉȂ߽ߴݲߨ࣏ڏٺҺ
ܾࣀଢ଼Ȃҳޱݲஅܻᆰ៖ϴઉϞ҆ौȂՌџᄇϞ࣏ӫ౩Ϟ३ڙȄ
็ڋЅЍԑϞЖසีҐᑸԙዣȂᇄܒ࣏ڏҺܾ࣏Ȃ߽ᄇ็ڋЅЍԑϞ
ܒথࠈȄܒথࠈϞငᡛȂ܁܁ᄇ็ڋЅЍԑҡҗδиᜲоҁඈϞЖ౩ΰܖҡ
౩ΰ༌ȂᄇོޥһԤሉϞ॒७ኇȄՄȂ߳៖็ڋЅЍԑջܻٱӈդ
ߨݲϞࣀܒଢ଼ȂΝලжቋϞஅҏΡ᠌ȞᖒӫܻՙϯΙΞΤΞԑΪΙТΠΪ
РႆȃΙΞΞɒԑΞТΠРҡਝϞ᠌็ڋցϴघΪΞనЅέΪѲన
ྱȟȂ࣏१σϴઉȂড়ᔖԤ௴ڥᎌ࿋ᆓڙ௩ࢊϞဎȂо߳៖็ڋЅЍԑϞ
٘ЖஶᇄӒԙߝȄ็ڋЅЍԑܒҺܾ٩ڙనٽΙనೣۡȈȶ࣏٩ڙȃੑ
о็ڋЍԑ࣏ܒҺܾᄇຫٱӇȂ੫ۡڙҏనٽȷȂҬ࣋ޟ឴ғ࿋Ȅ
็ڋЅЍԑܒҺܾ٩ڙనٽΠΪΞనೣۡȈȶоኄ֙ސȃюࠢގȃኄ
ኬȃႫຜȃႫυଉဴȃႫသᆩၯڏܖт൬ᡝȂඹҀȃኬଚܖѐิٗоЕᇶȃ൬
ϭȃུҰڏܖтߴٺΡ࣏ܒҺܾϞଉޱȂϤԑоήԤ৶ӗȂுځऋཱིᇃ
ᄌΙԻϯоήᆴߜȷȂΝӵᙤڥݲٷጚߴٺΡ࣏ܒҺܾϞଉȂਲ਼ҏੑ
ᄇܻ็ڋЅЍԑϞܒথࠈȄ࢈γߴٺΡ࣏ܒҺܾϞଉȂՄо็ڋЍԑܒҺܾ
ܒ࣏ڏٺߴܖҺܾ࣏ϱৠޱȂڎԤ็ڋٺЍԑ࣏ܒҺܾᄇຫϞӠᓎȂΙင༈Ҁ
ଉ։ᄺԙқဌȂϚоᄂሬΰีҡܒҺܾ࣏҆ौȄάߴٺΡ࣏ܒҺܾϞଉȂ
ᖃณߨٮо็ڋЍԑܒҺܾܒ࣏ڏٺߴܖҺܾ࣏ϱৠȂծӰڏөҐᅖΪΤྑϞ
็ڋЍԑܖϚ੫ۡԑឭϞӻኵΡኄݿ༈ҀȂमೝ၎้ଉЕᇶȃ൬ϭȃུҰ
ޱȂѓࢂܖџѓࢂҐᅖΪΤྑϞ็ڋЅЍԑȂһڎԤ็ڋٺЅЍԑ࣏ܒҺ
ܾᄇຫϞӠᓎȂ࢈Ϛ୰ᄂሬΰ֏ีҡܒҺܾ࣏ȂΙင༈Ҁଉ։ᄺԙқ
ဌȄᔮᄆۢо࣏ΡႂІΰࡡݲೣۡՄᄇϞଔວܚᖞᜌϞٱᄂȂ࣏Ρԃ
ތ៝תஈڏϚઍᄂȂٮᜌ݂ܚڏ༈ҀϞଉȂߨٮо็ڋЅЍԑܒҺܾٺߴܖ
ܒ࣏ڏҺܾ࣏ϱৠȂиϐ௴҆ڥौϞႤ๘௩ࢊȂڏٺଉϞԝΡ༉३ܻΪ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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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ΰϞΡޱȂ։ϚڎԤ็ڋٺЅЍԑ࣏ܒҺܾᄇຫϞӠᓎȂՌϚ឴၎నೣۡ
ೣጒϞጒ൜Ȅ
߳៖็ڋЅЍԑջܻӰӈդߨݲϞࣀܒଢ଼ՄᎏमܒথࠈȂΝලжቋϞஅ
ҏΡ᠌Ȃ࣏ড়ᔖо߳ࡡݲ៖Ϟ१ौݲઉȂΰೣۡоӗᆴ࣏ЙࢲȂڥጚߴٺ
Ρ࣏ܒҺܾϞଉȂਲ਼ҏੑᄇܻ็ڋЍԑϞܒথࠈȂՌ࣏ႀԙ٩ڙȃੑ
о็ڋЍԑ࣏ܒҺܾᄇຫٱӇϞҳݲҬޟϞԤਝЙࢲȇάᒋ፝߳៖็ڋЅЍԑ
ջܻٱӈդߨݲϞࣀܒଢ଼Ϟ१σϴઉȂࣺᄇܻࡡݲᄇܻඪݲߨټϞܒҺܾଉ
᠌ޱઉ࣏ܚϞ३ڙȂࠌΰೣۡоӗᆴ࣏ЙࢲȂٮо༈Ҁо็ڋЍԑܒҺܾ
ܒ࣏ڏٺߴܖҺܾ࣏ϱৠϞଉȂܖөҐᅖΪΤྑϞ็ڋЍԑܖϚ੫ۡԑឭϞ
ӻኵΡ༈ҀٗоߴٺΙૡΡ࣏ܒҺܾϞଉ࣏ڏᎌҢጒ൜Ȃоႀ٩ڙȃੑо
็ڋЍԑ࣏ܒҺܾᄇຫٱӇϞҳݲҬޟȂۦҐႉູ҆ौӫ౩Ϟጒ൜ȂᇄᏴݲ
ΠΪέనೣۡϞШٽনࠌȂٮฒࣚញȄάࡡݲތفೣۡϞȶЕᇶȃ൬ϭȃུ
Ұȷᗶ឴ຟቋܒϞϚጂۡࡡݲ྅܈ȂณڏཎဎڏٷМဎЅ၎ݲϞҳݲҬޟ၌
ភȂߨٮΙૡΡᜲо౩၌Ȃи࣏ڧೣጒܚޱுႱَȂٮџငҥѧݲቷࢥёоጂ
ᇯȂᇄ݂ࡡݲጂܒনࠌۦฒႂधȞҏភԅѲέΠဴȃϤΠΙဴȃϤΞ
ѲဴȃϲɒΠဴЅϲΙΜဴ၌ភྱȟȄ
็ڋЅЍԑܒҺܾ٩ڙనٽΠΪΞనೣ࣏ۡӠᓎқȂᇄӣనٽΠΪΠ
నȃΠΪέనȃΠΪѲనȃӗݲΠԻΠΪΜనȃོޥપוᆰ៖ݲΤΪ
నೣۡϞᄂқϞᄺԙौӇϚӣȂҳݲҬޟӨȂᜲоШၶڏӗ࡙ڙܖຘПԒ
ሆ१ȇѪႫυଉဴȃႫသᆩၯᇄኄ֙ސȃюࠢގȃኄኬȃႫຜ้ڏт൬ᡝ
ϞၥଉڥுПԒۦԤϚӣȂԃᒋପऋϞีџᝒਿୢϷڏᎧ᠙ᄇຫȂᔖҥк
ᆓᐠᜰ࡚ҳϷᆓ౩࡙ڙȂоಒШٽনࠌϞौؑȄՍᖐΡᇃᢊଽЍԑݲ
ۢݲդ݂ਥᖐཎԟк็ڋЅЍԑܒҺܾ٩ڙనٽΠΪΞనೣۡԤࣚញᏴ
ݲΪϤనЅΙԻϤΪΠనᅸဎΙȂ༉ᙏඪЅࡡݲތفഅԙΡҕώ
հ᠌ܖᙛཾՌҥϞ३ڙȂ൷ڏϱొЅڏԃդႂІ၎้ᏴݲೣጒϞ፣ᜌȂᜲۦ
ᒝϐඪюࡊᢎΰלԙጂ࣏߬ࡡݲႂᏴϞڎᡝ౩ҥȂ֯ځԪࡾ݂Ȅ

ភԅϲΜΤဴ၌ភ
Ⴋ߬ݲѲΪΤనΙࠉࢲȃϤΪΤనΠЅϲΪనᜰܻҐငਯ
টՌٺҢฒጣႫᓜޱȂᔖϠᆴЅؠԝϞೣۡഋϷȂᇄᏴݲΠΪέనϞ
ШٽনࠌۦฒࣚញȂһᇄᏴݲΪΙన߳ራΡҕِ፣ՌҥȃΪϤన߳ራΡҕ
᠌Ϟཎԟฒႂ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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౩ҥਪȈ
ᏴݲΪΙనೣۡȂΡҕϞِ፣ՌҥᔖϠ߳ራȂᠧِܻ፣ՌҥڎԤᄂ౪Ռ
רȃྜཎَȃଡؑઍ౩ȃᅖٗΡҕ᠌ޟޣցȂלԙϴཎȂߴ໌Өᆍӫ౩Ϟࢇ
ݽЅࣀོޥଢ଼ϞђȂΝᆰࡻҕкӻϯོޥғலีϚџܖીϞᐠڙȂড়ᔖ
Ϡശσ३࡙Ϟ߳ራȞҏភԅϤɒΞဴ၌ភྱȟȄࠉೣۡ߳ܚራϞِ
፣ՌҥȂڏϱৠۦѓࢂଉ༈ኬՌҥϞ߳ራȂһ։ΡҕுٺҢฒጣႫኄኬȃႫ
ຜڏܖтଉ༈ኬᆩၯ้೩ࢊȂоڥுၥଉЅีߒِ፣ϞՌҥȞҏភԅϲ
Ιέဴ၌ភྱȟȄᏴݲᄇِ፣ՌҥЅڏ༈ኬПԒϞ߳ራȂߨٮ๘ᄇȂᔖٷ
ڏ੫ܒՄԤϚӣϞ߳៖ጒᛟЅ३ڙϞྥࠌȂড়ߨۦϚுܻಒӫᏴݲΠΪέ
నೣۡཎԟϞጒ൜ϱȂ࣏ࡡݲۡڙᎌ࿋Ϟ३ڙȞҏភԅϲΙΜဴ၌ភ
ྱȟȄ
Ⴋ߬ݲѲΪΤనΙࠉࢲೣۡȈȶฒጣႫᓜȃႫђȃีৢПԒЅ
Ⴋᇃᜋտ้ဴڳԤᜰႫݰᅿ౩ཾȂҥҺഋಛᝰᆓ౩ȂߨငҺഋਯটȂϚ
ுٺҢܖᡐȷȞٷড়ଉ༈ኬۏষོಢᙑݲΠనೣۡȂႫ้߬ݲԤᜰ
ଉ༈ኬϞࣺᜰݲೣȂڏন឴ҺഋϞᙛ᠌Մਖ਼Ѕড়ଉ༈ኬۏষོᙛඡޱȂ
ՌϛҕΞΪϤԑΠТΠΪΠРড়ଉ༈ኬۏষོԙҳϞРଔȂڏкᆓᐠ
ᜰᡐ࣏၎ۏষོȟȄႫ߬ݲϤΪΤనΠೣۡȈȶႂІѲΪΤనΙ
ೣۡȂҐငਯটՌٺҢܖᡐฒጣႫᓜޱȂܳܖמऋځܖऋཱིᇃᄌΠ
ΪϯоήᆴߜȄȷӣݲϲΪనඈೣۡȂқϤΪΤనΠϞဌޱȂڏႫ
߬ᏢȂϚ୰឴ܻқΡᇄ֏ȂؠԝϞȄྥԪȂΡҕٺҢฒጣႫᓜȂٷႫ߬ݲ
ѲΪΤనΙࠉࢲೣۡȂᔖӑငкᆓᐠᜰਯটȂԃԤႂІȂ։ٷӣݲϤ
ΪΤనΠЅϲΪనೣۡऋܳמȃᆴߜȂؠځԝڏႫ߬ᏢȄ
ฒጣႫݰᓜ឴ܻӒᡝҕϞϴӓၥྛȂ࣏ᗗջฒጣႫݰᓜϞٺҢϣࣺ
ϓᘙȃጂ߳ᓜڷᒙٺҢϞਝȂоᆰ៖ٺҢႫݰϞપוЅϴӓၥྛȂቨ໌१
ौϞϴӓցઉȂࢇۺՌᔖׂབᆓ౩ȄҳݲᐠᜰᒋପΰȂΝܻႫ߬ݲѲΪΤ
నΙࠉࢲೣۡȂΡҕٺҢฒጣႫݰᓜȂ௴ࠉٱ೨џڙȂڏҳݲҬۦޟ
឴ғ࿋Ȅΰೣۡھ३ڙΡҕٺҢฒጣႫݰᓜϞଉ༈ኬՌҥȂ࣏߳ራӫ
ٺݲҢޱϞ᠌ઉȂ٩ጒีҡֹܒϓᘙȂٮᆰ៖ฒጣႫٺݰҢપוЅฒጣႫ
߬ԊӒȞᖒӫܚ឴ሬႫ߬ᖒӫོɯ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ϞฒጣႫೣࠌɯRadio Regulations ΪΤనȂЅᖒӫࢷݲϴघɯ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ΙԻႭΞనྱȟȄ᠌ࣺڍᒋȂ၎
నೣۡϞ३ڙЙࢲՌԤ҆ौȂиԤօܻΰҬޟϞႀԙȂᇄШٽনࠌۦฒࣚ
ញȂٮฒႂᏴݲΪΙన߳ራΡҕِ፣ՌҥϞཎԟȄ
࣏ೱᄕႫ߬ݲѲΪΤనΙࠉࢲ௴ࠉٱ೨џڙȂᄇҐငਯটՄ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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ٺҢฒጣႫݰᓜޱȂٷӣݲϤΪΤనΠೣۡܳܖמऋځܖऋཱིᇃᄌ
ΠΪϯоήᆴߜȂ߽ҳޱݲᒋପҐငਯটՌٺҢฒጣႫᓜϞ࣏ȂႂІ
ᜌྱ࡙ڙȂ࣏ᆰ៖ฒጣႫٺݰҢપוȂখᅠۻԤਝڥጚߨٺݲҢႫݰ࣏Ȟҳ
ݲϴൢΤΪΤڢέΪΜΠѲΤॲྱȟȂᇯ࣏௴ڥࢇᆴϞЙࢲȂ
ϚٗоႀԙҳݲҬޟȂΝೣۡоӗᆴ࣏ᆓڙЙࢲȂᇄᏴݲΠΪέనϞШٽন
ࠌۦฒࣚញȄՍႫ߬ݲϲΪనೣۡȂᄇܻқӣݲϤΪΤనΠϞဌޱȂ
ٺڏҢϞႫ߬ᏢȂϚ୰឴ܻқΡᇄ֏ؠԝϞȂԟӵ٩ጒڥጚϞࡣȂӔоࣺӣ
ώܾڎӴІ᙭ߨٺݲҢȂڎԤႱ٩ӔқϞհҢȂиฒጣႫᇃีৢႫݰᓜٺܚ
ҢϞฒጣႫีৢᐠ้Ⴋ߬ᆓৢڙᓜᏢȂ߽឴ᆓࠢސڙȂϚுӈཎࡻԤȃٺҢ
ȞӣݲѲΪΞనΙȃϲΪΜనέȃѲྱȟȄΰϲΪ
నԤᜰႂІϤΪΤనΠϞؠԝೣۡȂۦҐႉູ҆ौϞแ࡙ȂᇄᏴݲΠ
ΪέనϞШٽনࠌȃΪϤనΡҕ᠌Ϟ߳ራȂ֯ฒႂधȄ
࣏߳ራᏴݲΪΙనೣۡϞِ፣ՌҥȂড়ᔖᄇႫݰᓜϞٺҢ࣏ϴҁӫ
౩ϞϷȄᠧܻฒጣႫݰଉϞंี໌؏ٞഀȂкᆓᐠᜰٮᔖٷऋี
ϞݷȂᎌਢᔮଆࣺᜰᆓ౩ೣጒȂځԪࡾ݂Ȅ
ភԅϲΤΞဴ၌ភ
ོޥપוᆰ៖ݲΤΪΞనΠೣۡȂԟӵ߳៖এΡϞଢ଼Ռҥȃջܻ
٘Ж༌Ϟ٘ᡝ᠌ȃЅܻϴӓൟϛுӫ౩Ϛ߭ڧᘙϞՌҥᇄএΡၥਟՌ
к᠌ȂՄᆴฒғ࿋౩ҥȂиငᝎߢࡣϫ៉ၭଡϞ࣏Ȃᇄ݂ࡡݲጂܒনࠌ
ۦฒࣚញȄཱིᆸ௴ܻޱԤٱᄂٗᇯ੫ۡٱӇ឴σಀܚᜰϸڎٮΙۡϴઉܒϞ
ٱȂՄڎԤཱིᆸቋȂԃоၭଡПԒ໌௴Ȃڏၭଡོޥٷ܈ᇯߨ
ϚৠޱעȂ։ڎғ࿋౩ҥȂՄϚӵॶೣۡᆴϞӖȄܻԪጒ൜ϱȂॶೣ
ۡᖃԤ३ཱིڙᆸ௴࣏Ȃڏ३ٮڙҐႆ࿋ՄಒӫШٽনࠌȂᇄᏴݲΪΙన
߳ራཱིᆸ௴ՌҥЅΪϤన߳ራΡҕώհ᠌ϞཎԟۦฒࣚញȄάތفೣۡо
ឌᄆᐠᜰ࣏ຘᆴᐠᜰȂһᜲᒝᇄғ࿋ࡡݲแוনࠌԤႂȄ
౩ҥਪȈ
ҏӇ߽ӰдɒിᇯᇃᢊᇃѕӴПݲΞΪΜԑ࡙ѕપᖐԅΙϲဴຘۡܚ
ᎌҢϞོޥપוᆰ៖ݲΤΪΞనΠೣۡȞоήᙏᆎތفೣۡȟԤႂᏴᅸ
ဎȂᖐ၌ភᏴݲȂငσۢݲដؚᔖϠڧ౩Ȃٷٮѧݲσۢݲቷ౩ਰӇݲ
ΪέనΙೣۡȂޣᖐΡЅວ೪ф౩Ρȃᜰ߽ᐠᜰϱࢇഋࡾࣂфߒЅວ
೪ф౩ΡȂܻϛҕΙɒɒԑϲТΪϲРӵᏴݲݲ৳ِຠ៝፣Ȃٮᗜᠦ
ۡΡڗ৳ങक़ཎَ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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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ӇᖐΡкތفೣۡႂІ݂ࡡݲጂܒনࠌȃШٽনࠌЅғ࿋ࡡݲแו
নࠌȂ߭ΡҕڧᏴ߳ܚݲራϞཱིᆸՌҥЅώհ᠌Ȃڏ౩ҥᒝȈΙȃཱིᆸ
ޱுՌҥᇔȃ௴ࢥٮᜌཱིᆸၥਟϞ᠌ցȂ࣏ᏴݲΪΙన߳ܚራȈȞΙȟ
ٷᐃᏴݲΪΙనܚᒝϞȶюގȷՌҥȂоѧݲភԅϲΙέဴ၌ភཎ
ԟȂཱིᆸՌҥᔖ࣏ᏴݲΪΙన߳ܚራϞஅҏ᠌ցȄȞΠȟཱིᆸϞҡࢺแȂ
ѓࢂ௴࣏ЅࡣڏϞጡᒮȃൢᏲ࣏ȂཱིᆸՌҥϞ߳ራጒ൜ᔖЅܻ࣏ᇔࢥ
ᜌၥଉ҆ܚྛپ໌Ϟ௴࣏Ȃ֏ࠌלӣ࢜ުᏴ߳ݲራཱིᆸՌҥϞཎ
ԟȄȞέȟᔖཱིڧᆸՌҥ߳ራϞཱིᆸȂଶࢇݽȃငᔼࣺᜰၥଉоѴȂዅཱིᆸ
һӵ߳ራጒ൜ϱȂ࢈ᇔࢥᜌዅཱིᆸၥଉϞ௴࣏ȂһᔖཱིڧᆸՌҥ߳ܚ
ራȄȞѲȟγཱིٱᆸώհϞؐএএΡȂฒ፣ڏӵཱིᆸҡႆแϞϷώ࣏դȂ
֯ᔖཱི࣏ᆸՌҥ߳ܚራϞкᡝȂάӰ౪фϽཱིᆸငᕊӻ௴ӌཾಢᙑПԒ࣏ϞȂ
၎ಢᙑһٴԤཱིᆸՌҥϞ߳ራȄΠȃތفೣۡܚ३ޱڙȂѓࢂཱིᆸޱϞ௴
ՌҥЅώհ᠌ȈȞΙȟཱིᆸߖ៉ࡻޱຽᚔញཱིᆸٱӇϞೝ௴ޱȂо߯ᢎ
ᄆȃܖីܯ୰ȂΝཱིᆸ௴҆ܚौϞ࣏ȂՄތفೣۡܚХϞၭଡтΡ
࣏Ȃ։ᄇཱིᆸ௴Ռҥלԙ३ڙȄȞΠȟތفೣۡ३ཱིڙᆸޱϞ௴࣏Ȃ
ӰՄӣਢਖ਼ЅཱིᆸཾΡষϞώհ᠌३ڙȄέȃތفೣۡႂІ݂ࡡݲጂܒন
ࠌȈȞΙȟތفٷೣۡҳݲᇳ݂Ȃฒڎݲᡝுތفޣೣۡܚభ߳៖Ϟݲઉ࣏ـ
тΡϞଢ଼ՌҥȃΡ٘ԊӒȃܖջܻৼាϞՌҥȂڏೣጒҬ࣏֏ޟΙૡΡ
ҕܚ౩၌ȂϚฒᅸ୰ȄȞΠȟތفೣۡϞ࣏ೣጒौӇѓࢂȶၭଡтΡȷȃ
ȶငᝎߢϚ᠙ȷЅȶฒғ࿋౩ҥȷȂᗶоၭଡтΡ࣏ϛЖȂณތفೣۡҐِ݂
ҥդΡоդᆍПԒᝎߢȂоЅԃդݷήۖџᝎߢȂиܚᒝғ࿋౩ҥϞԤ
ฒȂആႆցઉᒋ໔րᘞȂތفೣۡܚభ߳៖ϞݲઉጙϚ఼ȂࠌڧೣጒϞ
ΙૡΡҕᡗณᜲоႱَڧೣጒᆴϞၭଡ࣏࣏դȂڏႂІ݂ࡡݲጂܒনࠌ
݂ࣥȄѲȃތفೣۡႂІШٽনࠌȈȞΙȟܻҏӇᖐȂތفೣۡܚϓႱޱȂ
ՍЍѓࢂཱིᆸ௴ՌҥȄȞΠȟᖃᇯތفೣۡܚభ߳៖ޱȂ߽ೝၭଡޱϞଢ଼
ՌҥȃΡ٘ԊӒܖᗴؽȂڥ௴ܚڏЙࢲҐᄇཱིܻᆸ௴ՌҥϞϓႱਝݎ६Ս
ശωȂٽԃୢϷၭଡЙࢲ֏ڎരଽ࡙ᔞ߭ܖܒΣܒȂՄ३ᕻᆴौӇȂל
ԙႆཱི࡙߭ᆸ௴ՌҥȂՄᇄШٽনࠌԤႂȄϤȃތفೣۡႂІғ࿋ࡡݲแ
וনࠌȈᇄѴҳࣺٽݲၶȂތفೣۡԤᜰຘᆴϞೣۡȂ߽ඉࢇแוՄߨѧ
ݲแ໌וȂٮᒋ໔௴Ռҥᇄೝၭଡ᠌ޱઉϞӒณۏ፝ឌᄆᐠᜰրᘞȂ
แ߳וራᡗԤϚٗȂᜲᒝಒӫғ࿋ࡡݲแוনࠌ้ᇭȄ
ᜰ߽ᐠᜰϱࢇഋᆎȈΙȃᖐΡкஅཱིܻᆸ௴Ϟ౩ҥՄၭଡтΡȂ
ϚᔖތفڧೣۡܚೣጒϡϡȂ߽ތஈތفೣܻۡ၎এਰϞ၌ភᎌҢȂތفߨٮ
ೣۡ֏ࣚញᏴݲϞᅸဎȂᇄѧݲσۢݲቷ౩ਰӇݲϤనΙ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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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ӫȂᔖϚϠڧ౩ȄΠȃތفೣۡಒӫШٽনࠌȈȞΙȟٷҳݲ౩ҥџޣȂ
ތفೣۡ߳ܚ៖Ϟݲઉ࣏এΡϞᗴؽЅΡਿ᠌ȃଢ଼ՌҥᇄؚۡՌҥ᠌้Ȃᔖ
ڧᏴݲΠΪΠన߳ܚራȂиٷжࣨΡ᠌ࡇِȃϴҕᇄࢇ᠌ݽցሬϴघЅዉ
ࢸΡ᠌ϴघೣۡȂؽΡҡࣀሴԤϚڧтΡӈཎϓਖ਼Ϟ᠌ցȂড়॒Ԥᑖྃޟ
߳៖ဎȂᔖඪ߳ࡡݲټ៖ȂоջএΡϞؽΡҡࣀሴᎏڧϚ࿋ϓਖ਼Ȃތف
ೣۡϞҬޟ឴ғ࿋ȄȞΠȟތفೣۡܚᆴϞၭଡȂ߽࢈ཎܖඌཎᄇೝၭଡ
Ρ१ፒᆧଡϚϞ࣏ȂלԙೝၭଡΡৼាȃϚԊȇӨᄇܻඌཎၭଡ࣏Ȃ
ष߭қтΡϞஅҏ᠌ցȂᝒ१ϓᘙೝၭଡΡϞҡࣀհȂܖᄇ٘ᡝȃҡݲڼઉ
לԙࡄޱȂӻоӗᆴЙࢲёоڙຘȂࣺᄇՄِȂތفೣۡоҧᇰཱིܖᇃᄌ
ένϯоήϞࢇᆴᗬȂџᇯᄇᗴ᠌ؽϞ߳៖࡙ၶ࣏ቶᚬȂՄඪټএΡᗴؽ
᠌ശஅҏϞ߳ራȂࢋಒӫӗᆴᖾনࠌȂһҐႉູ҆ौܒЅᎌ࿋ܒϞौؑȂՄ
ᇄШٽনࠌฒႂȄέȃތفೣۡϫᔖᎌҢཱིܻᆸޱϞ௴࣏Ȃ௴ٮӫᏴܒ
၌ភПԒȂՄߨӒ७௶ଶᎌҢȂо߳៖тΡՌҥ᠌ցȈȞΙȟཱིᆸՌҥ߽Ιڙ
࡙ܒஅҏ᠌ցȂΝ࣏߳ራཱིᆸ൬ᡝՌкᐿҳȂջܻࢇۺϓႱȂоีථᅿࢇۺ
ϞђȂՄᇄ࣏ᆰ៖Ρܒ൵ᝒܚ೩ϞڏтΡҕஅҏ᠌ցԤܚϚӣȄȞΠȟཱིᆸ
൬ᡝᗶٴԤཱིᆸՌҥȂ࣏ڏᇔȃࢥᜌཱིᆸၥਟՄ௴ၭଡПԒ໌௴Ȃᗶӵ
ᜲܚջȂषӰԪ߭тΡ᠌ցٺȂϫᔖ҆ڧौϞ३ڙȄȞέȟཱིᆸ௴Ϟ
ՌҥᗶоઍᄂൢᏲ࣏ҬޟȂծڏЙࢲПݲϫᔖӫݲғ࿋Ȃҏܻၖ߬নࠌ࣏ϞȄ
ތفೣۡᎌҢཱིܻᆸ௴࣏߭тΡᗴؽȂ༉ܻоήלȂཱིᆸޱுк
ջȈˬȃೝၭଡΡ݂ҰܖᓶҰޟӣཎȇ˭ȃೝၭଡΡܻϴӓൟܚᇄོޥϴ
ӓࣀଢ଼ȄȞѲȟཱིᆸ௴Ռҥᇄᗴࣨ᠌ؽ३ϞրᘞྥȂкौᔖоٱӇϴӓܒ
࣏ୢϷࣨ३Ȃٮପछᖒ٤ശଽݲϞَ၌ȂоήӖӰશ࣏அྥȈˬȃཱིᆸ
ቋϞԤฒȇ˭ȃୢϷϴಀΡސᇄϴӓٱϞᜰᖒ࡙ȂՄ௴ቶᝒϚӣޟቷࢥஅ
ྥȂᜰᖒ࡙ཕଽȂᗴ߳᠌ؽራཕ࣏३ᕻȇˮȃ֏ڎԤғ࿋ϴӓᜰϸ้ᇭȄ
ҏིପӒ៝፣ཎԟȂհԙҏ၌ភȂ౩ҥԃήȈ
அܻΡܒ൵ᝒϞ౩܈ȂএΡкᡝܒЅΡਿϞՌҥีȂᔖڧᏴ߳ݲራȞҏ
ភԅϲɒέဴ၌ភྱȟȄ࣏ᆰ៖এΡкᡝܒЅΡਿՌҥีȂଶᏴݲϐ
߳ራϞӨՌҥѴȂܻϚֹོޥપוϴӓցઉϞࠉඪήȂΡҕڏٷཎסհ࣏
ܖϚհ࣏ϞΙૡ࣏ՌҥȂһڧᏴݲΠΪΠన߳ܚራȄΡҕᓍਢӈཎࠉ܁т
ПܖୄΙۡܚϞଢ଼ՌҥȞҏភԅϤέϤဴ၌ភྱȟȂՌӵΙૡ
࣏Ռҥ߳ራጒ൜ϞϱȄԪΙଢ଼ՌҥϞ߳ራߨٮ๘ᄇȂԃ࣏٩ХֹᛤтΡՌ
ҥȂᆰ៖ོޥપ҆ܚוौȂߨۦϚுо݂ࡡݲܖࡡݲጂ௲᠌ϞڼхϠоᎌ࿋Ϟ
३ڙȄՄ࣏ጂཱི߳ᆸ൬ᡝඪཱིڎټᆸቋϞӻϯၥଉȂߴ໌ၥଉшϷࢺȂ
ᅖٗΡҕ᠌ޟޣցȂלԙϴӓཎَᇄႀԙϴӓᅿȂоᆰࡻҕкӻϯོޥғ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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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ᆸՌҥΝϚџܖીϞᐠڙȂᔖڧᏴݲΪΙన߳ܚራȄཱིᆸ௴࣏
ࠌ࣏ඪཱིټᆸൢᏲϱৠܚϚџܖીϞၥଉᇔȃࢥᜌ࣏ȂՌᔖཱི࣏ᆸՌҥܚ
߳ራϞጒᛟȄάཱིᆸՌҥ߳ܚራϞཱིᆸ௴Ռҥߨٮ༉߳ራᗵ឴ཱིܻᆸᐠᄺϞ
ཱིᆸޱϞ௴࣏Ȃһ߳ራΙૡΡ࣏ඪཱིڎټᆸቋϞၥଉܻಀȂ໌ߴ࣏ܖ
ϴӓٱଆ፣оᅿࢇۺȂՄٱϞཱིᆸ௴࣏Ȅཱིᆸ௴Ռҥһߨ๘
ᄇȂড়ܻϚႂІᏴݲΠΪέనϞጒ൜ϱȂՌுо݂ࡡݲܖࡡݲጂ௲᠌Ϟڼ
хϠоᎌ࿋Ϟ३ڙȄ
ོޥપוᆰ៖ݲΤΪΞనΠೣۡȂฒғ࿋౩ҥȂၭଡтΡȂငᝎߢ
Ϛ᠙ޱȂཱིᇃᄌένϯоήᆴᗬܖҧᇰȞ։ތفೣۡȟȄތفٷೣۡϞМԅ
ЅҳݲႆแȂџ߽ڏޣՃႂឌᆴݲΜΪΜనΙೣۡȞέΪΠԑΞТέ
РҕࢇۺϴҀȂӣԑΪТΙРࢊȂΤΪԑϲТΠΪΞРኀХȟՄۡڙȂԟ
ӵХၭଡтΡϞࡣȂػܖఙஏτ้࣏Ȃо߳៖এΡϞଢ଼ՌҥȄԪѴȂف
ތೣۡһ൳Ԥ߳៖এΡ٘ЖԊӒȃএΡၥਟՌкЅܻϴӓൟϛϚ߭ڧᘙϞՌ
ҥȄ
ތفೣۡ߳ܚ៖ޱȂ࣏Ρҕջܻ٘Ж༌Ϟ٘ᡝ᠌ȃଢ଼Ռҥȃҡࣀؽ
ሴϚ߭ڧᘙϞՌҥȃএΡၥਟϞՌк᠌ȄڏϛҡࣀؽሴϚ߭ڧᘙϞՌҥ
ЅএΡၥਟϞՌк᠌Ȃ឴Ᏼ߳ܚݲራϞ᠌ցȂढ़ငҏ၌ភӵਰȞҏភԅ
ϤΤϤဴȃϲɒέဴ၌ភྱȟȇջܻ٘Ж༌Ϟ٘ᡝ᠌һᇄΰលភϞΙ
ૡ࣏ՌҥࣺӣȂᗶߨᏴ݂ݲМӖᖞϞՌҥ᠌ցȂஅܻΡܒ൵ᝒ౩܈Ȃᆰ៖
এΡкᡝܒЅΡਿՌҥีȂһ឴ᏴݲΠΪΠన߳ܚራϞஅҏ᠌ցȄᄇএΡ
ࠉक़Ռҥ᠌ցϞ߳៖ȂٮϚӰ٘ڏϴӓൟȂՄѶ҆ڏौܒȄӵϴӓൟ
ϛȂΡΡࣱԤڧᏴ߳ݲራϞଢ଼ՌҥȄӵᇄོޥҡࣀਢȂএΡϞଢ଼Ռ
ҥȂᜲջڧтΡଢ଼ՌҥϞϓᘙȂܻӫ౩ጒ൜ϱȂࣺϣৠעȂΝ឴࿋ณȄԃ
ٺଢ଼ՌҥȂႉູӫ౩ጒ൜߭ᘙтΡଢ଼ՌҥਢȂՌுݲٷϠо३ڙȄӵ٘
ᡝ᠌ܖଢ଼Ռҥ߭ڗڧϞלȂ၎࣏߭ھᔖڧ३ڙȂ։тΡϞؽሴ
ЅএΡၥਟՌкȂӵϴӓൟһԤџڗڧϓᘙȂՄ຺юџৠעϞጒ൜Ȃ၎ϓ
ᘙ࣏һԤёо३ڙϞ҆ौȄᇐএΡϞؽΡҡࣀЅࣀོޥଢ଼ȂᓍਢڧтΡࡻ៉
ݧຜȃᅿࣼȃᅿ᠙ܖϴත៩ȂِڏᖞХЅΡሬϣଢ଼։ᜲՌҥٱȂमኇ
ڏΡਿϞՌҥีȄЎо౪Ϭၥଉऋଽ࡙ีЅࣺᜰ೩രϞП߯ڥுȂএΡ
ϞؽΡࣀଢ଼ݧڧຜȃᅿࣼȃᅿ᠙ܖϴත៩้߭ᘙϞџσ࣏ቨёȂএΡϞؽ
Ρࣀଢ଼Ѕᗴ߳ڧؽ៖ϞሯौȂһᓍϞඪЀȄএΡᖃܻϴӓൟϛȂһᔖٴԤ
ོޥٷ܈ுϚڧтΡࡻ៉ݧຜȃᅿࣼȃᅿ᠙ȃߖ้߭ᘙϞؽΡࣀଢ଼ሴЅ
এΡၥਟՌкȂՄ߳ܚࡡݲڧ៖ȄӵϴӓൟϛএΡܚுкϚڧԪ้߭ᘙ
ϞՌҥȂоுӫ౩ܻтΡ࣏ޱ३Ȃһ։Ϛ༉ڏϚ߭ڧᘙϞϐߒ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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ѴȂи၎ོޥٷ܈ᇯ࣏ӫ౩ޱȄތفೣۡಒӫᏴݲ፞Ϡড়ᄇΰՌ
ҥ᠌ցᔖϠ߳៖ϞौؑȄ
ތفೣۡܚᆎၭଡȂ߽ࡾоᓍȃػఙȃԈঐڏܖтխПԒȂࡻ៉ߖ
тΡܖ։ਢޣொтΡᙹȂٗоᄇтΡ٘ᡝȃଢ଼ȃؽሴܖএΡၥਟՌк
ᄺԙ߭ᘙϞ࣏ȄՍၭଡ࣏֏ฒғ࿋౩ҥȂຜၭଡޱԤฒӫ౩Ͻၭଡ
࣏ϞٱҥՄۡȂһ։ᆣӫՃ໔ၭଡϞҬޟȂ࣏࿋ਢϞΡȃਢȃӴȃ้ࣺސᜰ
ݷȂЅᄇೝၭଡΡϓᘙϞแ้࡙ӰશȂӫ౩րᘞၭଡ࣏ܚᄺԙϞ߭ᘙȂ
֏ႉູོޥܚ܈ৠעϞࣨ३ȄՍᝎߢϚ᠙ϞौӇȂڎԤጂᇯೝၭଡΡߒҰ
ϚڧၭଡϞཎܖឌҰϞђȂषငឌᄆܖೝၭଡΡᝎߢࡣ࣏Ρϫ៉ၭ
ଡȂۖᄺԙငᝎߢϚ᠙ϞϚݲ࣏ȄԃФીғ࿋౩ҥиငᝎߢࡣϫ៉࣏ၭଡ
࣏ޱȂ։ᔖތفڧೣۡᆴȄތفೣۡϞཎဎЅᎌҢጒ൜ȂٷᐃΙૡΡҕ
РலҡࣀᇄᇭِငᡛȂ֯ߨڧೣጒᜲܚޱо౩၌ȂһுငѧݲቷࢥϠоጂᇯȂ
ۦᇄ݂ࡡݲጂܒনࠌฒႂȄ
άތفೣۡᗶ३ڙၭଡΡϞଢ଼ՌҥȂ࣏߽߳ڏራೝၭଡޱᏴݲΰϞ१
ौՌҥ᠌ցȂՄܚ३ོޥٷ࣏ޱڙ܈ϚৠעϞၭଡ࣏Ȃᄇ၎࣏Ϟ३ڙ
ᇄΰҬޟϞႀԙԤӫ౩ᜰᖒȂи၎३ڙငցઉᒋ໔ࡣۦ឴ሆཌȂᜲᒝႆ࿋Ȅ
ތفٷݷೣۡȂӑငᝎߢȂՄ࣏Ρϫ៉ၭଡȂۖϠᆴȂϐٺ࣏Ρு
ᎌਢತХၭଡ࣏ՄᗗջڧᆴȄތفೣۡਯᇄᏴݲΠΪέనШٽনࠌۦ
ฒࣚញȄՍތفೣۡᄇܻၭଡ࣏Ϟ३ڙȂԃኇၭଡΡڏٺтᏴ߳ܚݲራ
Ϟ᠌ցȂڏ३֏ڙӫᏴȂՌᔖ࣏໌Ι؏ϞቷࢥȄ
ՃތفೣۡϞۡڙȂনߨବᄇཱིᆸ௴࣏࣏ܚϞ३ڙȂڏᄇཱིᆸ௴
࣏ܚഅԙϞ३ڙȂԃ߽ଡؑ१ौϴઉȂи௴ܚЙࢲᇄҬޟϞႀԙڎԤᄂ፴
ᜰᖒȂ։ᇄШٽনࠌฒႂȄཱིᆸ௴ޱᖃ࣏௴ཱིᆸՄ࣏ၭଡȂԃڏၭଡϐႀ
ᆧफ़แ࡙ȂՄџӠЅೝၭଡΡ٘ЖԊӒϞ٘ᡝ᠌ܖଢ଼ՌҥਢȂ։ߨٗоӫ
౩ϽϞғ࿋౩ҥȂތفೣۡ௲᠌ឌᄆЅਢϭΣȃڙХȂौϚᒝᇄᏴݲΪΙ
న߳ራཱིᆸ௴ՌҥϞཎԟԤႂȄཱིᆸ௴ޱϞၭଡ࣏Ȃԃ߭ᘙএΡܻϴӓ
ൟϛுӫ౩ؽڏሴϚڧтΡϓᘙϞՌҥܖএΡၥਟՌкȂڏ࣏
֏ތفڧೣۡܚ३ڙȂࠌᒋ໔௴ϱৠ֏ڎΙۡϴઉܒᇄؽΡࣀଢ଼ሴڧ
ϓᘙϞแ࡙ȂՄ࣏ӫ౩րᘞȂԃོޥٷܚ܈ᇯߨ឴ϚৠޱעȂڏၭଡ࣏
։ߨӵތفೣۡᆴϞӖȄཱིᆸ௴ܻޱԤٱᄂٗᇯ੫ۡٱӇϞൢᏲڎΙۡ
ϞϴઉܒȂՄ឴σಀܚᜰϸڎٮԤཱིᆸቋޱȞٽԃқဌܖ१σϚ࿋࣏Ϟත
ีȃϴӓፏҡܖ೩ࢊԊӒϞᆰ៖ȃࢇࢇࢊۺϞׂ࿋ܒȃϴᙛΡষϞஈᙛᇄ
ᎌӈܒȃࢇݽΡِސϞџ߬ӈܒȃϴಀΡސኇॳོޥϞِ้ȟȂԃ
оၭଡПԒ໌௴Ȃиڏၭଡོ࣏ޥٷܚ܈ᇯߨ឴ϚৠעȂ၎ၭ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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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ڎғ࿋౩ҥՄϚӵތفೣۡᆴϞӖȄٷԪ၌ភཎԟȂތفೣۡᖃԤ३ڙ
ཱིᆸ௴࣏Ȃڏ३߽ڙငᒋପՄٮҐႆ࿋ȂۦಒӫШٽনࠌȂᇄᏴݲΪΙ
న߳ራཱིᆸ௴ՌҥϞཎԟٮฒࣚញȄάތفೣۡܚభᆰ៖ޱ឴१ौϞցઉȂ
Մ३ڙငᝎߢϚ᠙иฒғ࿋౩ҥȂོޥٷٮ܈ᇯ឴ϚৠעϞ߭ᘙ࣏Ȃٮ
ҐႉູШٽনࠌȂϐԃΰक़Ȃތفೣۡᖃᄇоၭଡ࣏հ࣏ஈᙛཾПݲϞ
ஈᙛཾՌҥԤܚ३ڙȂϫᜲᒝԤႂᏴݲΪϤన߳ራΡҕώհ᠌ϞཎԟȄ
Ᏼݲΰғ࿋ࡡݲแוনࠌϞϱొȂଶौؑΡҕ᠌ց߭ڧܖ३ڙਢȂᔖԤ
ڏٺᕕுᔼϞᐠོᇄ࡙ڙȂһौؑҳٷޱݲᐃܚਖ਼அҏ᠌Ϟᆍȃ३ڙϞ
࡙Ѕጒ൜ȃܚభଡؑϞϴӓցઉȃؚۡᐠᜰϞђӫᎌܒȃԤฒфแܖוӨ
џแוԙҏ้ӰશᆣӫՃ໔ȂࣺۡڙᔖϞۡݲแוȄࡸএΡϞ٘ᡝȃ
ଢ଼ȃؽሴܖএΡၥਟՌкᎏ߭ڧᘙȂڏٷܖלுٷᐃҕݲȃႫသ౩এ
Ρၥਟ߳៖ݲȞΞΪΞԑϤТΠΪϲРওғϴҀ࣏এΡၥਟ߳៖ݲȂۦҐࢊ
ȟ้ԤᜰΡਿ᠌߳៖Ѕ߭٘ᡝȃஶܖᗴؽϞ߭᠌࣏ೣۡȂөݲؑ
௶ଶ߭ཬܖ፫ᓻϞᔼȞҕݲΪΤనȃΙԻΞΪϤనȃႫသ౩এΡ
ၥਟ߳៖ݲΠΪΤనೣۡྱȟȂՌϚِȄҳޱݲඈތفۡڙೣۡо߳៖
এΡϞ٘ᡝȃଢ଼ȃؽሴܖএΡၥਟՌкȂڏђӵٺೝၭଡΡுؑឌ
ᄆᐠᜰЅਢϭΣȂڙХ௶ܖଶӰၭଡ࣏ᄇএΡܚҡϞӠ߭ܖᘙȂٮҥឌᄆ
ᐠᜰ௴҆ڥौ௩ࢊȞٽԃ٘ϷࢥᜌЅၥਟᇔȃᓃٱᄂ้၌ؚિ҆ܚތौϞ
፡ࢥȟȄތفٷೣۡȂឌᄆᐠᜰ൷ฒғ࿋౩ҥϞၭଡ࣏ȂငᝎߢՄϚ᠙ޱு
ϠоຘᆴȂҳޱݲᗶҐ௴ޢڥҥۢݲຘᆴϞПԒȂณڧຘᆴϷޱԃԤϚ
݈Ȃۦுོޥٷપוᆰ៖ݲϤΪϤనೣۡȂܻϤРϱငনϷϞឌᄆᐠᜰө
၎ᆓݲᙏܾ৳ᖐ݂ដо࣏ᔼȂ൷ԪՄِȂތفೣۡᜲۦᒝᇄғ࿋ࡡݲแ
וনࠌԤႂȄ൷ཱིᆸ௴ޱϞၭଡ࣏Մ፣Ȃ֏ಒӫΰक़ᆴనӇȂଶࠉ
क़ၭଡПԒϐԤ߭ᘙೝၭଡΡϞ٘ᡝԊӒȃଢ଼ՌҥϞဲϞלѴȂ൷ڏၭଡ
༉ਖ਼߭ᘙؽሴܖএΡၥਟՌкϞלȂᔖ൷֏߭ೝၭଡΡܻϴӓൟ
ϛுӫ౩Ϛ߭ڧᘙϞؽΡࣀଢ଼ሴȃၭଡ࣏֏ႉູོޥٷܚ܈ᇯ
ϚৠעϞࣨ३ȃ௴ܚϞٱӇ֏ڎΙۡϞϴઉࡡݲ้ܒ୰ᚠրᘞȂٮᔖ᠌
ᒋཱིᆸ௴ՌҥᇄএΡϚ߭ڧᘙՌҥϞڎᡝϱొȂؚۖۡȄᠦܻܚڏਖ਼րᘞ
ᇄ᠌ᒋϞፒᚕܒȂིٮପݲᇄឌᄆᐠᜰᙛඡȃடཾȃђ้ϞϚӣȂ࣏ٺ
ড়ᐠᜰีථശԤਝϞђȂٮጂཱི߳ᆸ௴ϞՌҥЅᆰ៖এΡϞؽሴЅএ
ΡၥਟՌкȂ֏ۣҥݲޢհຘᆴϞؚۡȂࣺᜰᐠᜰᔖϠᔮଆওݲȂܖѪ
ۡடݲо࣏ںӒೣۡȂځԪఄ݂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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ភԅΜѲѲဴ၌ភ
Ͻ㠳ࠢፏҡᆓ౩నٽΠΪѲనΠೣۡȈȶϽ㠳ࠢϞኅ୦ิၷࡇܖኬ
ኄ֙ਢȂᔖܻࠉٱȌȌҧϛѵޢܖᗒѿፏҡкᆓᐠᜰਯটȌȌȄȷӣనٽ
έΪనΙೣۡȈȶႂІΠΪѲనȌȌΠೣۡޱȂཱིᇃᄌϤϯо
ήᆴᗬȌȌȄȷ߽൷Ͻ㠳ࠢኄ࣏֙ܚϞࠉٱቷࢥȂ३ڙϽ㠳ࠢኅ୦Ϟِ፣Ռ
ҥȂϐႉູ҆ौแ࡙ȂϚಒᏴݲΠΪέనϞШٽনࠌȂᇄᏴݲΪΙన߳ራ
Ρҕِ፣ՌҥϞཎԟԤႂȂᔖՌҏ၌ភϴҀϞРଔѶڏਝΨȄ
౩ҥਪȈ
ᖐΡѮᢊፆᆵၑϽ㠳ࠢӋԤ३ϴѧфߒΡӡҤო݂ȂҐӑөкᆓᐠᜰ
ҧਯটȂ։ܻᗊސϛЖᆩમѐิ٩ᡂٰϞϽ㠳ࠢኄ֙Ȃငᇃѕѿࢇۺፏҡ
оڏႂІϽ㠳ࠢፏҡᆓ౩నٽȞήᆎތفనٽȟΠΪѲనΠೣۡȂفٷ
ތనٽέΪనΙೣۡȂཱིᇃᄌέϯᆴᗬȄᖐΡϚ݈Ȃඪଔວᎏ
ሻӱࡣඪଔࢇວ೪Ȃငᇃѕଽ้ࢇݲΞΪΞԑ࡙ᙏԅΤϤɒဴրؚሻ
ӱȄΰວࡣȂငശଽࢇݲΙɒɒԑ࡙ຘԅΠΙΞΤဴຘۡȂоܚڏങΰ
ວ౩ҥٮฒܚਖ਼ЅϞَࡡݲ၌ڎԤনࠌܒϞٱȂΰວϚӫ࣏ݲҥϠоሻӱȂ
ҏӇᖐᔖоΰᇃѕଽ้ࢇݲրؚ࣏ጂۡತրؚȄᖐΡᇯጂۡತ
րܚؚᎌҢϞތفనٽΠΪѲనΙȃΠȃέΪనΙᜰܻႂ
ІӣనٽΠΪѲనΠ࣏ᆴഋϷЅތفనࢊٽಠࠌΠΪనೣۡȂԤ
ࣚញᏴݲϞᅸဎȂөҏᖐ၌ភᏴݲȄԤᜰᖐΡкތفనٽΠΪѲన
ΠЅέΪనΙ൷ႂІӣనٽΠΪѲనΠ࣏ᆴႂᏴഋϷȂਯ
ᇄѧݲσۢݲቷ౩ਰӇݲϤనΙΠۡܚौӇࣺಒȂࣗϠڧ౩Ȃհ
ԙҏ၌ភȂ౩ҥԃήȈ
ِ፣Ռҥӵܻ߳ራၥଉϞՌҥࢺȂٺΡҕԤڥுшϷၥଉЅՌרᄂ౪Ϟ
ᐠོȄϽ㠳ࠢኄ߽֙ցҢ༈ኬПݲȂࡇ༈Ͻ㠳ࠢਝȂоႀܣெ୵࣏ҬޟȂ
ڎ୦ཾΰཎَߒႀϞܒ፴Ȅ୦ཾِ፣ܚඪټϞଉȂϱৠߨຎୃϚᄂܖϚम
ҡᇲᏲհҢȂоӫݲҺܾ࣏ҬޟՄԤօܻੑາσಀհюငᔼΰϞӫ౩ᐅޱȂ
ᔖڧᏴݲΪΙనِ፣ՌҥϞ߳ራȞҏភԅϤΜΜဴȃϲΠέဴ၌ភ
ྱȟȄ
ތفనٽΠΪѲనΠೣۡȈȶϽ㠳ࠢϞኅ୦ิၷࡇܖኬኄ֙ਢȂᔖ
ܻࠉٱܚԤМԅȃห७ِܖຠȂҧϛѵޢܖᗒѿፏҡкᆓᐠᜰਯটȂٮө
༈ኬᐠᄺᛴᡛਯটϞᜌ݂МӇȄȷӣనٽέΪనΙೣۡȈȶႂІΠΪ
ѲనȌȌΠೣۡޱȂཱིᇃᄌϤϯоήᆴᗬȇ१σܖӔԩႂІޱȂ
ٮுҥনีᜌྱᐠᜰኀХڏԤᜰᕊཾܖ೩ኅϞ೨џᜌྱȄȷȞήځᆎތ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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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൷Ͻ㠳ࠢኄ֙௴ࠉٱڥቷࢥڙȂϐਖ਼ЅᄇϽ㠳ࠢኅ୦ِ፣ՌҥЅΡҕڥ
ுшϷၥଉᐠོϞ३ڙȄࡸϽ㠳ࠢኄ֙ϞࠉٱቷࢥΝᄇِ፣ՌҥϞ१σϓႱȂ
নࠌΰᔖ࣏ႂᏴȄތفೣۡϞҳݲၥਟٗоЛࡻᄇϽ㠳ࠢኄ֙ϞࠉٱቷࢥȂ
߽࣏٩ջΡҕҡڼȃ٘ᡝȃஶᎏޢڧȃҳ։ЅᜲоӱඈӠϞ੫տ१ौϞ
ϴӓցઉҬޟȂڏᇄҬޟϞႀԙޢڎЅ๘ᄇ҆ौᜰᖒȂи፭ϠΡҕᕕҳ։
ѧݲᔼϞᐠོȂۖಒӫᏴݲШٽনࠌЅ߳ራِ፣ՌҥϞཎԟȄ
ࢥϽ㠳߽ࠢࡾࢊܻΡᡝѴഋȂоዜᐩᏁጳȂږᐭ༦ឈȂ௫ႺᡝܖওႺৠ
ᇼϞࠢސȇڏጒ൜ЅᆍȂҥϛѵፏҡкᆓᐠᜰϴ֙ϞȞތفనٽέన
ྱȟȂߨټο݈ॵܖҢȄѪٷϛѵкᆓᐠᜰϴ֙ϞϽ㠳ࠢጒ൜ЅᆍߒȂܚᆎ
Ͻ㠳ࠢ឴ΙૡРலҡࣀҢࠢȄތفೣۡϞҳݲҬޟᔖ߽࣏٩ջኄ֙ิၷࡇܖ
ኬบᖶȃԤ༌ॳϽܖຎୃၓσȞތفనٽΠΪѲనΙྱȟȂоᆰ៖
߹ॳيȃੑາޱஶЅڏтࣺᜰ᠌ઉȂ֯ھਖ਼ЅϴઉϞᆰ៖Ȃณኄ֙Ϟђӵ
ᇶЕੑາޱᗊີϽ㠳ࠢȂۦҐᄇΡҕҡڼȃ٘ᡝȃஶีҡޢȃҳ։Ϟࡄ
Ȃࠌ൷Ԫ้ኄ֙ȂϠоࠉٱቷࢥȂᜲᒝڏҬ߽ޟӵ٩ջΡҕҡڼȃ٘ᡝȃ
ஶᎏޢڧȃҳ։ЅᜲоӱඈϞӠȄތفೣۡࢋᜲᇯ߽࣏߳៖੫տ१ौϞϴ
ӓցઉҬޟȂՌһฒᇯ࣏၎ೣۡࠉٱ௴ܚቷࢥПԒо३ڙϽ㠳ࠢኅ୦Ϟِ፣
ՌҥЅੑາڥޱுшϷၥଉᐠོȂᇄ੫տ१ौϞϴӓցઉϞȂڎരޢЅ๘
ᄇ҆ौϞᜰᖒȄ
ٷ౪ݲೣۡȂϽ㠳ࠢџϷ࣏֤ЅΙૡϽ㠳ࠢڍσȞތفనٽΜన
ΙȃΠЅΪϲనΙȃΠྱȟȄܚᒝ֤Ͻ㠳߽ࠢࡾڎ٩
ᡂȃᏁȃᐻᏁȃХԮڙȃछҩȃ७ઈႱ٩ȃዜጳȃתȃछҩбᏏ้Ңഊ
ϞϽ㠳ࠢȞϽ㠳֤ࠢԤᚂᕛࢳܖቑࠢஅྥྱȟȄڏᄇΡҕҡڼȃ٘ᡝȃ
ஶഅԙϞኇᗶၶΙૡϽ㠳࣏ࠢଽȂծ൷Ԫ้Ͻ㠳ࠢϞኄ֙Ȃܒ፴ΰϫߨ឴ᄇ
Ρҕҡڼȃ٘ᡝȃஶᄺԙޢࡄȄ֤ݷϽ㠳ࠢȂϚ፣߽ՌѴᒯΣܖҏ
ᇧഅȂ֯ӑඪюҧਪȃҥкᆓᐠᜰࢥᡛٮငਯটȃี೨џᜌࡣȂۖு
ᒯΣܖᇧഅȞތفనٽΜనΙЅΪϲనΙྱȟȄ֤Ͻ㠳ࠢȂ
ଶڏᡆȃҽܖѓ၆ᇄΙૡϽ㠳ࠢӣȂၷϛѵፏҡкᆓᐠᜰೣۡϞٱ
ѓࢂԙϷȃҢഊȃҢ໔้ѴȂѪҰࠢӪᆎȃ֤໔ȃ೨џᜌԅဴЅٺҢਢ
ݧཎٱ้ȞތفనٽϲనೣۡྱȟȄ൷ԤΡᡝஶϞႱ٩ՄِȂތف
నٽѲണΠΪέనоήॏԤХᒯΣȃᇧഅȃ೯፲ȃຝ೨џᜌ้ᄲܪᔮ
Ѕܪኺ้ڥࢥܪጚೣۡȇϤണ൷ࣺᜰႂІלȂһॏԤᆴࠌȄάތفనٽ
ΠΪѲనΙϐѪԤϚᄂኄ้֙ХϞ݂МȂᄇџֹᛤΡᡝஶϞϚᄂϽ
㠳ࠢኄ֙ȂкᆓᐠᜰҏுތفٷనٽέΪనΙೣ࣏ۡᆴȄތفೣۡ
ᎌҢܻ֤Ͻ㠳ࠢኄ֙Ȃϫᜲᇯ߽࣏߳៖੫տ१ौϞϴӓցઉҬޟȂиᇄҬ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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ႀԙޢڎЅ๘ᄇ҆ौϞᜰᖒȄ
ᆣΰȂތفೣۡϚಒᏴݲΠΪέనϞШٽনࠌȂᇄᏴݲΪΙన߳ራΡ
ҕِ፣ՌҥϞཎԟԤႂȂᔖՌҏ၌ភϴҀϞРଔѶڏਝΨȄ
ѪᖐΡᇯތفనٽΠΪѲనΙЅތفనࢊٽಠࠌΠΪనೣۡ
ࣚញᏴݲΪΙనȃΪϤనȃΠΪέనഋϷȂਯܚڏങȂᜲۦᒝࡊᢎΰϐ
ڎᡝࡾᄢΰೣۡԤդࣚញᏴݲϞȄ࢈ԪഋϷϞᖐȂϚಒѧݲσۢݲቷ
౩ਰӇݲϤనΙΠೣۡȂٷӣనέೣۡᔖϚڧ౩ȂځԪఄ݂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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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時程及開放家數一覽表
（電信法第 12 條第 6 項）

1. 中華民國 86 年 10 月 22 日行政院令修正發布
2.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10 日行政院令修正發布
3. 中華民國 87 年 10 月 1 日行政院(87)臺交字第 48620 號令修正發布
4.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1 日行政院(89)臺交字第 0606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原名
稱：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業務項目及範圍、開發時程、開發家數一覽表）
5. 中華民國 89 年 9 月 6 日行政院令修正發布
6.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90)臺交字第 027108 號令修正發布
7. 中華民國 90 年 9 月 5 日行政院(90)臺交字第 051508 號令修正發布
8.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30035628 號令修正發布
9.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40011777 號公告修正發布
10. 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60005076 號公告修正發布
11.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30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70010905 號公告修正發布
12.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9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70029569 號公告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
效
13.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10055981 號公告修正發布，並自即日
生效
14.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3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40123257 號公告修正發布，並自即日
生效
15.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60010302 號公告修正發布，並自即日
生效
16.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80020542 號公告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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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項目

業務範圍

開放時程

開放家數

註記
經營綜合網路業務（含電路

（一）

市內、國

綜合網路業務 內、國際

88 年 12 月

不限家數

出租業務）。服務內容含語
音、數據、文字、影像及多
媒體等服務。
1. 經營市內網路業務（含電
路出租業務）。服務內容

（二）
市內網路業務

含語音、數據、文字、
市內

94 年 9 月

不限家數

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
2. 開放家數與時程視開放綜
合網路後市場情況及
WTO 入會進度另定之。

一

1. 經營長途網路業務（含電

、

路出租業務）。服務內容

固
定
通

（三）
長途網路業務

含語音、數據、文字、
國內

94 年 9 月

不限家數

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
2. 開放家數與時程視開放綜
合網路後市場情況及

信

WTO 入會進度另定之。

網
路

1. 經營國際網路業務（含電

業

路出租業務）。服務內容

務

（四）
國際網路業務

含語音、數據、文字、
國際

94 年 9 月

不限家數

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
2. 開放家數與時程視開放綜
合網路後市場情況及
WTO 入會進度另定之。
自 103 年 11 月起，限具下
列資格之一者申請：

（五）
電路出租業務

1. 依法已設置有線傳輸網路

市內、
國內長途

88 年 6 月

不限家數

之股份有限公司。
2. 取得前揭股份有限公司授

陸纜電路

權使用其有線傳輸網路
之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海纜
電路

89 年 7 月

不限家數

限新建國際海纜並登陸台灣
之投資業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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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臺北區、大
臺中區、大高

900MHz
頻段

雄區以外之地

1. 83 年 11 月已開放大臺北

區，視已開放

區、大臺中區、大高雄

業者經營情形

區三區每區三家。
2.「全區」指臺、澎、金、

及未來社會需
要，再研訂開

馬。
3. 本項業務已無業者經營，

放。
2. 依 業 務 性 質

爰終止本項業務。

暫不開放全
區。
1. 不指定系統，但排除較高
功率之蜂巢式技術（如

二
、

CDMA 等）之適用。

行

2. 不分區之經營範圍為大臺

動
通
信
網

北區、大臺中區、大高
（一）

雄區，其他地區視發展

數位式低功率

需要，由業者向交通部

無線電話業務

申請核定後開放。
3. 保留予合併後 CT2 業者

路

之經營執照，其取得條

業
務

1900MHz
頻段

88 年 6 月

不分區經營執照

件為現有八家 CT2 業者

三張，其中一張

須於 89 年 7 月 5 日前合

保留予 900 MHz

併成一家，並依行動通

頻段業者。

信業務管理規則之規定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核可後始可核發，逾期
未達上述條件，則該執
照不予核發。若經營者
未依原核定業務項目及
技術規範經營時，該頻
段及特許執照應予收
回。
4. 本項業務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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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00MHz 頻段
全區開放一
家，北、中、
（二）
中繼式無線電
話業務

500MHz

南三區各開放

頻段及

四家。

800MHz

85 年 10 月

2. 800MHz 頻段
全區開放一

頻段

1. 合計開放二十家。
2. 本項業務已無業者經營，
爰終止本項業務。

家，北、中、
南三區各開放
二家。
1. 500MHz 頻段
全 區 開 放 一 1. 合計開放十七家。
家，北、中、 2. 86 年 3 月 500MHz 頻段
（三）
行動數據通信
業務

500MHz

南三區各開放

北、中、南區三區已各

頻段及

四家。

開放一家，剩餘開放家

800MHz

85 年 10 月

2. 800MHz 頻段
全區開放一

頻段

數，未來視實際需要，
另行公告開放。

家，北、中、 3. 本項業務已無業者經營，
南三區各開放
爰終止本項業務。
一家。
1. 開放北區、南
（四）
無線電
叫人業務

285MHz
頻段

區每區二家、
89 年 1 月

中區三家。
2. 開 放 全 區 二

本項業務於 106 年 6 月 30
日終止服務。

家。
1. 900MHz 頻段
開放北區、中
區、南區三區
每區一家。

900MHz
（五）

頻段及

行動電話業務 1800MHz
頻段

2. 1800MHz 頻段
85 年 12 月

開放北區、中
區、南區三區
每區一家。
3. 1800MHz 頻段
開放全區二
家。

本項業務於 106 年 6 月 30
日終止服務。

附錄一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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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MHz 頻段
（六）
第三代行動通
信業務

2000MHz
頻段及
800MHz

開放全區四
90 年 12 月

頻段

家。

本項業務於 107 年 12 月 31

2. 800MHz 頻段 日終止服務。
開放全區一
家。
1. 第一階段之分區執照效期
6 年，屆期換照以一次為
限，第二階段之全區執
照效期 10 年，第一階段
之分區執照得整合並申
請換發為全區執照；第
一階段核發並經換照後
之執照及第二階段核發
之執照屆期失效後，須
1. 第一階段開放
北區、南區二

（七）
無線寬頻接取
業務

2500MHz
頻段及
2600MHz
頻段

1. 第 一 階 段 ：
96 年 6 月。

再重行辦理招標及執照
核發作業。

區 ， 每 區 三 2. 單一業者於第一階段發照
家。

2. 第 二 階 段 ： 2. 第二階段開放

作業時，得參與各區執
照競標，但應敘明優先

98 年 6 月

全區，至少一

順序，且最多僅能取得

後。

家（視頻率資

一張執照。

源與當時狀況 3. 獲核發第一階段執照之電
而定）
。

信業者如參與第二階段
競標且得標時，應放棄
第一階段所獲執照。
4. 本項業務執照釋出競標採
「先審議後拍賣」方式辦
理，以得標業者每年繳
交特許費百分比數為競
價標的。
5. 本項業務之第二階段開放
取消。

1270
1270 柒、附錄
柒、附錄
開放頻寬 (上、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700MHz
頻段

102 年 12 月

下行各 45MHz，

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

共 90MHz) 內不

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

限家數。

術為限。

開放頻寬 (上、 2. 各頻段頻寬以上、下行各
900MHz
頻段

102 年 12 月

下行各 30MHz，

5MHz 為單位，各業者持

共 60MHz) 內 不

有之實際頻寬依管理規

限家數。

則之上、下限規定及實
際競標結果決定。
3. 900MHz 頻 段 中 ， 885890MHz 現為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使用，標得
885-900MHz 頻譜區塊之
業者，須待該業務終止
或無業者使用該頻段，
始得使用 885-890MHz 提
供服務。

（八）

4. 700MHz 頻 段 中 ， 794-

行動寬頻業務

803MHz 已有現存低功率
1800MHz
頻段

102 年 12 月

開放頻寬（上、

射頻電機設備(低功率無

下行各 60MHz，

線麥克風)。

共 120MHz ）內 5. 各區塊間干擾問題由業者
不限家數。

自行協調解決。
6. 900、1800MHz 頻段為保
障消費者權益及提升頻
率使用效率，政府鼓勵
業者儘早平順轉移行動
電話業務用戶及引進新
電信技術，故業者符合
下列任一情形者，可依
管理規則規定提早使用
相關頻段：
(1) 原行動電話業者標得
之本業務頻段與原持

附錄一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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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頻段重疊者，可就
重疊頻段更新為行動
寬頻業務使用。
(2) 標得之 900、1800MHz
頻段係為無既有業
者使用之頻段，可
更新為行動寬頻業
務使用。
7.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
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
術為限。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結果決定。
3. 本頻段各釋出區塊間(包
1770-1775MHz 及
1800MHz
頻段

106 年起

含

102

年 釋 出 之

1865-1870MHz

1800MHz 頻段)之相互干

( 上、下行各

擾問題，由業者自行協

5MHz，共10MHz)，

調解決。

開放頻寬內不限家 4.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數。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5. 得標業者應於事業計畫書
內載明逐年增加偏遠地
區高速基地臺建置數量
及人口涵蓋率之時程計
畫，且得標者為既有業
者時，其建置數量及人
口涵蓋率均應優於得標
前核准之事業計畫書之
規劃。

1272
1272 柒、附錄
柒、附錄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
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
術為限。
1775-1785MHz 及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1800MHz
頻段

108 年 7 月

1870-1880MHz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上、下行各10MHz，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共 20MHz) ， 開

結果決定。

放頻寬內不限家 3. 本頻段各釋出區塊間(包
數。

含

106

年 釋 出 之

1800MHz 頻段)之相互干
擾問題，由業者自行協
調解決。
4.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
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
術為限。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1920–1980MHz 及
2110–2170MHz
2100 MHz
頻段

106 年起

(上、下行各60 MHz,
共 120 MHz)，開
放頻寬內不限家
數。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結果決定。
3. 本頻段各釋出區塊間之相
互干擾問題，由業者自
行協調解決。
4. 1920-1975MHz 及 21102165MHz 頻段現為第三
代行動通信業務使用，
標得頻譜區塊之業者須
待頻率繳(收)回，始得使
用及提供服務。
5.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附錄一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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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標業者應於事業計畫書
內載明逐年增加偏遠地
區高速基地臺建置數量
及人口涵蓋率之時程計
畫，且得標者為既有業
者時，其建置數量及人
口涵蓋率均應優於得標
前核准之事業計畫書之
規劃。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
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技
術為限。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1. 配對區塊頻段：
2500-2570 MHz
及2620-2690MHz
2500MHz
及
2600MHz
頻段

兩頻段配對釋
104 年起

出，開放頻寬
內不限家數。
2. 單一區塊頻段：
2570-2620 MHz，
開放頻寬內不
限家數。

結果決定。
3. 單 一 區 塊 頻 段 (25702620MHz)內含與配對區
塊頻段間之護衛頻帶，
兩端各以 5MHz 為限，
超出部分由業者自行協
調解決。
4. 除上述情形外，本頻段各
釋出區塊間之相互干擾
問題，由業者自行協調
解決。
5. 本頻段中部分頻率已有無
線寬頻接取業務使用，
標得該業務使用頻率之
業者須待頻率繳(收)回後
方能使用。
6. 本頻段有日本衛星訊號干
擾，該衛星之上行頻率

1274
1274 柒、附錄
柒、附錄
2655-2690MHz、下行頻
率 2500-2535MHz。
7. 釋出頻率區段、釋出時
間、須否分階段辦理釋
照及業務營運時程由辦
理釋照作業機關依本頻
段可用情形辦理。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或第三代合作
夥伴計畫組織於本頻段
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
動技術為限。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結果決定。
3. 本頻段各釋出區塊間之相
互干擾問題，由業者自
行協調解決。
3500MHz
頻段

300-3570MHz ( 共 4. 3528-3610MHz 頻段現有
108 年 7 月

270MHz)，開放頻

既設電臺使用，標得

寬內不限家數。

3528-3570MHz 頻譜區塊
之業者須待通訊傳播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使
用及提供服務。
5. 3570-4200MHz 頻段現供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太空
對地球)等使用，得標業
者應依通訊傳播主管機
關訂定之基地臺建置規
範及與既設電臺和諧共
用方式等配套措施辦
理。

附錄一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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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1. 不指定系統，但以國際電
信聯合會或第三代合作
夥伴計畫組織於本頻段
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
動技術為限。
2. 競標頻譜區塊單位、各業
者持有之實際頻寬依管
理規則規定及實際競標
結果決定。
27000-29500MHz
28000MHz
頻段

108 年 7 月

3. 本頻段各釋出區塊間之相

(共 2500MHz)，開

互干擾問題，由業者自

放頻寬內不限家

行協調解決。

數。

4. 27650-27850MHz、2787527900MHz 、 28100-28300MHz
及 28325-28350MHz 頻段
現有既設電臺使用，標
得該等頻譜區塊之業者
須待通訊傳播主管機關
核准後，始得使用及提
供服務。
5. 釋照方式及業務營運時程
依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三

（一）

、 衛星廣播電視 國內、
衛 節目中繼出租
星

國際

86 年 12 月

二十五家。

業務
1. 執照發放之研析、規劃事

通
信
網
路
業
務

（二）
衛星行動通信
業務

項，由交通部辦理。
國內、
國際

87 年 6 月

在電波不干擾原 2. 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及
則下不限家數。

執照核發作業，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

1276
1276 柒、附錄
柒、附錄
1. 執照發放之研析、規劃事
（三）
衛星固定通信
業務

國內、
國際

87 年 6 月

在電波不干擾原
則下不限家數。

項，由交通部辦理。
2. 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及
執照核發作業，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

附錄二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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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電臺免設置許可之項目（電信法第 46 條第 1 項）

1.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10043029170 號公告修正全
文9點
2.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3860 號公告修正
全文 5 點
3.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4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643004520 號公告修正
第 3 點條文
4.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 10663005050 號公告修正
第 1 點條文
5.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743016930 號公告修正
第 6 點條文
6.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0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 10863013160 號公告修正
第 1 點條文

一、行動通信之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
（一）行動臺。
（二）依法經營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之事業設置之基地臺其發射機最大射
頻輸出功率在一點二六瓦特（1.26W）以下者。
（三）依法經營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之事業於隧道內設置改善通訊品質之
光纖增波器（fiber repeater）。
二、固定通信之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
（一）有線電話無線主副機。
（二）57 至 66 GHz 微波電臺。
三、衛星通信之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
（一）衛星通信業務之行動地球電臺。
（二）衛星通信業務之小型地球電臺。
（三）衛星通信業務之個人指位無線電示標（Personal Locator Beacon，
簡稱 PLB）。
四、無線廣播電視之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依法經營廣播電臺之事業或政府機
關於地下街或隧道內設置改善收聽不良之無線電廣播輔助收發訊系統。
五、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之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但不含設置固定天線之民
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

1278
1260 柒、附錄
六、供民生公用事業設置智慧讀表系統使用，經主管機關型式認證或核准之表
端射頻器材或模組；其天線不可與機體分離或外接，且使用專用頻率及最
大射頻輸出功率在一瓦特(1W)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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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
發文字號：通傳基礎字第 10563025530 號

主 旨：公告應審驗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及施行日期。
依 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五項。
公告事項：
一、應審驗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為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機上盒。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供販賣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新
申裝訂戶使用及既有訂戶更換之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機上盒，應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技術規範，並經審
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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ฒጣኄኬȃฒጣႫຜЅፏኄኬႫຜϞନኄ֙ኬଚਢ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
發文字號：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05650 號

主 旨：訂定「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之酒類廣告播送時段」，
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
一、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之 1 第 2 項。
二、廣播電視法第 32 條。
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9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指定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之酒類廣告播送時段為每
日二十一時至翌日六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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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結論
1.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3 日第 991 次委員會議通過
2.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5 日公壹字第 0990008105 號函分行
3.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7 日公服字第 1081260341 號函分行

一、廣電相關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一） 對於廣電相關事業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如符合
同法第 11 條規定，應先依同法相關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下稱公平會）申報事業結合；公平會受理該等案件應先徵詢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評估意見後辦理。嗣後該結合申
報事業如另涉及負責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等變更事項，未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由通傳會逕依廣播電視法
、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或其他規定（下稱廣電各法
相關規定）辦理。
（二） 對於未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稱之事業結合，或雖符合但未達
同法第 11 條申報門檻之案件，其廣電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及經理人等變更事項，由通傳會逕依廣電各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為確保公平競爭，處理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水平結合申報案
件時，倘非基於地域偏遠等現實因素，仍應儘可能維持同一經營
區域內兩家以上業者經營，避免造成區域內獨家經營。
二、頻道上、下架爭議案件：
（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經營衛
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就頻道上、下架協調過程中，倘因頻道節目授權價格或其他交易
條件未能達成合意衍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由通傳
會依據通訊傳播政策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定辦理。
（二） 倘涉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未
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或未依通傳會命令
修正該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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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3 項相關規定辦理。
（三） 倘涉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境外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服務事業之分公司對於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經營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頻道供應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無正當理由
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5 條第 1 項相
關規定辦理。
（四） 倘涉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對於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
送平臺事業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由通傳會依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 25 條第 2 項相關規定辦理。
（五） 倘涉及系統經營者（含其關係企業、其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
營者）以不正當方法促使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對其他系統經
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第 4 項相關規定辦理。
（六） 倘涉及通傳會主管法規所未及之杯葛、差別待遇、搭售、聯合行為
（例如統購、聯賣）、結合、或為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等情事，由公
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
（一）有關廣播、電視廣告內容：
1、通傳會依據廣電各法相關規定，就廣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
之內容進行規範。
2、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對於非屬他機關職掌且無特別
法規範之廣告，就廣告主是否違法進行查處。
（二）公平會可將廣播、電視媒體刊播不實廣告之處分書，副知通傳會，
由通傳會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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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ҁҺܾۏষོᄇܻႫ߬ཾٱϞೣጒᇳ݂
1. ϛҕ 89 ԑ 5 Т 3 Р 443 ԩۏষོដႆ
2. ϛҕ 90 ԑ 11 Т 29 Р 525 ԩۏষོដওғ
3. ϛҕ 91 ԑ 4 Т 18 Р 545 ԩۏষོដওғ
4. ϛҕ 93 ԑ 4 Т 8 Р 648 ԩۏষོដওғ
5. ϛҕ 93 ԑ 4 Т 9 Рϴ൦ԅ 0930002754 ဴхีҀ
6. ϛҕ 94 ԑ 1 Т 13 Р 688 ԩۏষོដওғӪᆎ
7. ϛҕ 94 ԑ 2 Т 24 Рϴݲԅ 0940001278 ဴхีҀ
8. ϛҕ 94 ԑ 8 Т 26 Рϴݲԅ 0940006961 ဴхีҀওғ 8 ᘈ
9. ϛҕ 97 ԑ 12 Т 31 Р 895 ԩۏষོដওғ
10.ϛҕ 98 ԑ 1 Т 12 Рϴ൦ԅ 0980000221 ဴхีҀ
11.ϛҕ 100 ԑ 4 Т 26 Рϴ൦ԅ 10012604171 ဴхีҀ
12.ϛҕ 101 ԑ 2 Т 8 Р 1051 ԩۏষོដওғӪᆎЅ 1 ᘈȃ 8 ᘈ
13.ϛҕ 101 ԑ 3 Т 9 Рϴ݈ԅ 1011260206 ဴхีҀ
14.ϛҕ 104 ԑ 3 Т 25 Р 1220 ԩۏষོដওғ
15.ϛҕ 104 ԑ 4 Т 13 Рϴ݈ԅ 10412603121 ဴхีҀ
16.ϛҕ 106 ԑ 1 Т 18 Рϴ݈ԅ 10612600361 ဴхีҀ

ΙȃȞधශᇳ݂ȟ
Ⴋ߬ཾٱ༈ಛΰೝᇯ࣏ڎԤՌณᐿћϞܒ፴ȂณҥܻฒጣЅኵ՝߬ऋ
ีȂႫ࣏߬ཾٱՌณᐿћϞ፣፡ംᅚࢅڗڧᏽȂѪആႆӻড়Ⴋ߬ཾٱ
ޟᆩၯϣȂџഺഅғ७ޟҡЅੑາѴഋܒȇԪѴȂӰᔖኵ՝༘ࢺᗍ༖
ีޟȂੑາޱᄇႫ݈߬ޟሯؑȂһҥ༈ಛޟᇭॱ݈Ȃᙽᡐ࣏ኵᐃȃ
ຜଉȃӻ൬ᡝ้ᐌӫܒ݈߬ȄᗶณႫ߬֯ݲٷཾٱᔖڧҬཾٱޟкᆓ
ᐠᜰϞᅿᆓ౩ȂณଶႫࣺ߬ᜰݲೣԤೣጒႫ߬ཾٱϞ࣏ѴȂཾޱԃਖ਼
ЅӨᆍ३ڙᝯܖތϚϴҁᝯތϞ࣏ȂϫԤႂІϴҁҺܾݲϞဲȄϴҁҺ
ܾۏষོȞоήᙏᆎҏོȟܻࣗ౪ݲхೣጒ࢜ᄺήȂཊᐌϷݙႫ߬ཾٱ
џਖ਼ЅϴҁҺܾݲϞ࣏ᄘኺȂंॏҏೣጒᇳ݂Ȃখցཾޱᒳඉᒲ౩Ȃ
ӣਢհ࣏ҏོ౩ࣺᜰਰӇϞՃȄ
ΠȃȞӪຠۡဎȟ
ҏೣጒᇳ݂ϞҢຠۡဎԃήȈ
ȞΙȟᜰᗤ೩ࢊȈࡾಒӫоήనӇϞ೩ࢊȈ
1.၎೩ࢊ߽ҥᐿћܚཾٱԤܖڙ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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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ᝯޱތฒݲоငᔼӫ౩иџϞПԒፒᇧڥܖф၎೩ࢊȄ
3.ᝯޱތฒٺݲҢ၎೩ࢊȂ։ฒݲᇄ၎೩ࢊϞԤܖޱܻޱڙ
ࣺᜰѿൟᝯތȄ
4.Ԥܖڙ၎೩ࢊཾٱޟԤΨ၎೩ࢊඪټڏᝯޱތȄ
ȞΠȟІሯؑኆܒॏቋȈࡾӵኅ୦ᖂԝઉ้ܻᖂԙҏȞ։ฒ຺ցዜȟ
ޟనӇήȂᄇሯؑኆܒၶճޟੑາޱॏۡၶଽޟቋਿȂᄇܻሯؑ
ኆܒၶଽޟੑາޱԝڥၶճޟቋਿȂӵϚኇኅ୦ғலᕊၼήȂ
ᕕڥശσོޥޟ഻ᎷȞsocial surplusȟȄ
έȃȞѿൟࣨۡȟ
ҏོࣨۡႫ߬ཾٱϞࣺᜰѿൟਢȂଶٷȶϴҁҺܾۏষོᄇܻࣺᜰѿൟࣨ
ۡϞ౩নࠌȷᒲ౩ѴȂѪΙځቷପႫ߬ཾٱϞ୦ཾԒȃҺܾ੫ܒȃ
ငᕊܒ፴Ѕऋี้Ӱશ൷ڎᡝএਰ໌ᄂ፴ᇯۡȄ
ٽΙȃADSL ᇄ Cable Modem ݈֏឴ܻӣΙএࠢѿൟȉ
Ҭࠉড়৳ҢИкौޟᆩሬᆩၯڥПԒȂ࣏ആႆႫ߬ཾܖޱԤጣႫຜཾ
ޱඪޟټԤጣቶᓜȞѓࢂ ADSLȃCable Modem Ѕடጣΰᆩ้ȟЅฒጣ
ቶᓜ݈Ȅ ADSL Ѕ Cable Modem ܚඪޟټђࣼپȂڏ੫Փ࣏֯
ଽഀڥȃڎԤ Always-on ޟ੫ܒȂڏቋਿనӇЅॎቋПԒһࣺխȂ
ӰԪ ADSL ᇄ Cable Modem ݈џоೝᇯ࣏ӵӣΙএࠢѿൟȄ
ٽΠȃႫ߬ཾޱӵඪڧټၗ݈ਢȂ֏឴ܻӣΙএѿൟȉ
ӵีၗПпາڙήȂ࿋ҢИีၗڏтȶᆩѴȷҢИਢȂีၗПႫ߬ཾ
࣏ޱΟႫၗȂ҆өڧၗПҢИܚ឴ޟႫ߬ཾޱᗊີȶڧၗ݈ȷ
Ȟtermination serviceȟȂࠌӨএႫ߬ཾޱӵඪټȶڧၗ݈ȷਢȂ֏
឴ܻӣΙএѿൟȉ़ Oftel Ѕᝯۏތষོӵᔮଆ၎Ⴋ߬ཾڧޱၗາ
ҢޟਰӇϛᇯ࣏Ȉ(1)ڧၗᆩၯڎԤ౭ᓛ੫ܒȂ࿋ีၗПҢИኦ҈ڧ
ၗПҢИਢȂ҆ܚޱࡣڧᒵᐅޟᆩၯȂฒݲᒵᐅڏтфၯҥȇ
(2)ڧၗѴഋܒȞcall termination externalityȟȂڧၗᆩၯ߽ҥڧၗПҢИ
ܚᒵᐅȂծڧၗາҢࠓҥีၗПҢИ॒ᐊȇ(3)ีၗПҢИϚڧၗᆩ
ၯޢޟҺܾᄇຫȂڧၗᆩၯ։ٺॏۡଽڧޟၗາҢȂζϚᐊЖӰԪ
ࢺѶࡊИȇ(4)ڧၗПҢИலШၶϚӵнܚ឴ᆩၯཾޱॏۡڧޟၗາ
ҢȄӵԪלήȂषીмӫᎌޟາᆓڙȃϣᚖПҐ࡚ҳଔϣඏڞ
ដȃีၗПᆩၯάฒלݲԙٗஊתᒋΨ໔ȂᏲमඪټȶڧၗ݈ȷཾޟ
ޱڧၗາҢୈȶཌൽծᡗߨޟਢܒቋਿ፡ᅛȷਢȂᏑᆓӨএႫ߬
ཾޱӵႭ୵݈឴ܻࣺӣޟѿൟȂծӵඪټȶڧၗ݈ȷਢȂࠌԤџ
ܻڎᡝএਰϛএտཾޱᇯۡԙΙএᐿޟѿൟȄ

1266! ࢮȃߣᓃ

附錄七

1287

ѲȃȞѿൟћԤȟ
Ⴋ߬ޟཾٱѿൟћԤٷήӖПԒॎᆗȈ
ȞΙȟ੫ۡႫ߬ཾٱϞҢИኵћࣺᜰѿൟϛӨႫ߬ཾٱҢИኵᖂڷШٽ
Ȅ։ٷᐃҏོ፡ࢥܚுϞႫ߬ཾٱҢИኵၥਟȂܖҬཾٱޟкᆓ
ᐠᜰඪټϞࣺᜰಛॎኵᐃȂॎᆗএտႫ߬ཾٱϞѿൟћԤȄ
ȞΠȟ੫ۡႫ߬ཾٱϞᕊཾ໔ܖᕊཾߜћࣺᜰѿൟϛӨႫ߬ཾٱᕊཾ
໔ܖᕊཾߜᖂڷШٽȄӰഋϷႫ߬ཾฒޟۡھҢИኵၥਟ
ȞԃߝഊȃሬЅϴӓႫၗཾȟȂࠌо੫ۡႫ߬ཾٱϞᕊཾ໔
ȞٽԃߝഊᇄሬႫၗϞၗϷមኵȃኵᐃ߬Ϟଉ໔ࡌܖѓ
ኵȃϴҢႫၗϞၗᐠኵȟڏܖᕊཾߜȂћࣺᜰѿൟϛӨႫ߬ٱ
ཾᕊཾ໔ܖᕊཾߜᖂڷШٽПԒॎᆗȄ
Ȟέȟ੫ۡႫ߬ཾٱϞȄฒႫ߬ཾٱϞҢИኵȃᕊཾ໔ܖᕊཾߜ
้ኵᐃၥਟȂ੫ۡႫ߬ཾٱඪټ݈ࠢܖޟ໔ȞԃԤޟ
ႫၯኵȃᕕਯޟᓜቶȃႫ߬ဴጆ ܖIP ՝้֭ȟһு࣏ॎᆗѿ
ൟћԤਢϞቷପӰશȄ
ϤȃȞᐿћȟ
ڎᐿћӴ՝ϞႫ߬ཾٱԤήӖ࣏ϞΙޱȂਖ਼ЅႂІϴҁҺܾݲ
ΞనೣۡȈ
ȞΙȟჴܒॏቋȈែࣘցዜȂॏۡሉճܻԙҏϞቋਿȂफ़ڏٺ
ᝯޱތଝюѿൟȂߢܖᛤዖӵᝯޱތ໌ѿൟȂиԆԤᡗޟ
ѿൟ໌ΣራᛤȂӵ௶ଶᝯޱތϞࡣஊӱԝনӑีܚҡޟᖫཬ
ȂٮቋਿඪଽՍᐿћЫྥȂᙤоᕕ຺ߝڥցዜϞ࣏Ȅ
ծॏۡճቋ࣏߽அܻғல୦ཾ࣏ϞߴȂܖӰҐႱ
ϞԙҏΰЀȂܖԤڏтғ࿋౩ҥȂഅԙॏቋճܻԙҏϞޱל
ȂϚӵԪ३Ȅ
ȞΠȟ࠭ޢቋਿᔠᔆȈӣਢငᕊΰȃή෬ѿൟϞ࠭ޢᐌӫႫ߬ཾٱȂ
ΰ෬ѿൟܻᐿћޑᄘȂиܻΰ෬ѿൟܚඪټϞࠢȞ݈ȟ
Ȃ࣏ڏтή෬ѿൟϱᝯޱތϞᜰᗤΣौશȞessential inputȟ
Ȅ࣏ߢᛤ௶ܖଶή෬ѿൟϞᝯޱތȂആႆඪଽΰ෬ѿൟࠢȞ
݈ȟቋਿȃ६ճή෬ѿൟࠢȞ݈ȟቋਿڏܖтխ६ቋ
ϞПԒȂफ़ڎٺԤࣺӣਝϞή෬ᝯޱތଝюѿൟϞ࣏Ȅ
ȞέȟϚ࿋Һξ၄ຮȈငᕊӻ݈ϞႫ߬ཾٱȂоڏᐿћཾܒϞ
ࣴᎷ၄ຮᝯཾܒތȂܖоڧᆓཾڙࣴᎷ၄ຮߨڧᆓཾڙ
ȄծҺξ၄ຮ߽ӰලЅ݈ဎȂ߽ܖӫၥາᆓܚڙम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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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ϚӵԪ३Ȅ
ȞѲȟϚ࿋৯տॏቋȈඪࣺټӣԙҏޟ݈ࠢܖਢȂฒғ࿋౩ҥବ
ᄇϚӣޟҺܾᄇຫޱܖҢИတȂϷտॏۡϚӣޟቋਿȇޱܖ
ԙҏᡗ৯ޟ݈ࠢܖȂоࣺӣޟቋਿȂඪټϚӣޟҺ
ܾᄇຫܖҢИတϞ࣏Ȅ
ȞϤȟᜰᗤ೩ࢊޟᕀҢȈฒғ࿋౩ҥܢ๘ܖϛХඪټᝯٺޱތҢڏ
ԤܖڙϞᜰᗤ೩ࢊȃॏۡᡗϚӫ౩ޟቋਿܖҺܾనӇȂܖо
৯տޟቋਿܖҺܾనӇඪټᜰᗤ೩ࢊϠڏтᝯޱތϞ࣏Ȅ
ȞϲȟϚ࿋ԁܖ৯տႄȈڎԤϛΣܒ፴ϞႫ݈߬Ȟٽԃ
ϣ݈ܖюનႫၯȟȂඪټڏҏ٘ȃᜰ߽ӌཾЅᇄڎڏԤ
ᝯތᜰ߽ϞڏтႫ߬ཾٱਢȂฒғ࿋౩ҥᄇܻڏҏ٘ȃᜰ߽ӌ
ཾϠၶᓺඏޟቋਿܖၶԤցޟҺܾనӇȂܖᄇܻڏтϞᝯތ
ޱϠ৯տႄϞ࣏Ȅ
ȞΜȟϚ࿋ߝ࠶घܖ३ᙽڙҺܾᄇຫȈ࣏ߢᛤڏтႫ߬ཾٱᇄ
ᝯތȂՄᇄڏҢИጚ๖Ϛ࿋ߝ݈࠶घȃ३ڏڙҢИᙽҺ
ܾᄇຫȂܖᄇඪࠉϛХ࠶घϞҢИࢊоϚӫ౩ᛃᆴϞ࣏Ȅ
Ⴋܻ߬ཾٱᔮᖞᐿћႫ߬ཾٱਖ਼ЅࠉΠ࣏ਢȂᔖඪټᔮᖞ
ٷཾٱᐃี׳ࠢȞ݈ȟඪټႭ୵ࠢȞ݈ȟܚሯϞӫ౩ҁ֯
ԙҏၥଉЅٱᜌȄ
Ⴋ߬ཾٱԤΙѲ࣏Ȃ߽அܻήӖনӰȂџᇯ࣏Ԥғ࿋
౩ҥȈ
ȞΙȟஅܻලЅ݈ဎϞौؑՄ௴ޟҁ֯ॏቋȄ
ȞΠȟ࣏ඪЀᆩၯցҢਝ௴ܚޟᚔԌ৫ॏቋȄ
ȞέȟඪټҢИᒵᐅಢӫԒາȃৈ၆າܖኵ໔ԚາȄ
ȞѲȟ࣏ӱԝۡھԙҏܖӓӣԙҏՄ௴ڥІሯؑኆܒॏቋȄ
ȞϤȟІࢎϣԙҏ৯ՄବᄇᆩϱЅᆩѴ௴ܚޟ৯տॏቋȄ
ٽέȃԃդրᘞІᝯޢ࠭ޟތቋਿᔠᔆ—೩ᆗᔮᡛȞimputation testȟ
೩Ҧϴѧ࠭ޢᐌӫޟႫ߬ཾٱȂӣਢඪ݈ี׳ټȞٽԃಠϷϽҢ
Иଟၯюનܖᆩሬᆩၯϣᓜቶ้ȟЅႭ୵݈Ȟٽԃᇭॱ݈ܖቶᓜ
ΰᆩ้݈ȟȂҦϴѧӵี׳ѿൟ୲ΙޟඪޱټȂՄή෬Ⴍ୵ѿൟࠌ
Ԥӻড়ཾޱᝯތȂҦϴѧ݈ี׳оؐ՝ w ϯޟቋᓀඪټҏ٘
Ѕڏтή෬ᝯޱތȂҦϴѧޟႭ୵ቋਿЅႭ୵ࢲޟԙҏϷտ࣏ p Ѕ
cȂࠌี׳ڏቋਿϞॏۡ֏ٗо௶ଶڏтڎԤࣺӣਝޟή෬ᝯތ
ޱȉषҦϴѧܚॏۡี׳ޟቋਿଽܻڏႭ୵ቋਿԚ௬Ⴍ୵ࢲޟ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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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Ȃһ։ w>p-cȂኺี׳ޟቋਿٺுᇄҦϴѧڎԤࣺӣਝڏޟт
ή෬ᝯޱތȂӰฒցџყՄଝюѿൟȂ࢈џོᄺԙ࠭ޢቋਿᔠᔆ
࣏ȄІϞȂҦϴѧॏۡี׳ޟቋਿҐ຺ႆڏႭ୵ቋਿԚ௬Ⴍ୵ࢲޟ
ԙҏȂһ։ wʀp-cȂࠌϚᄺԙ࠭ޢቋਿᔠᔆޟ࣏ȄԪᆍо࠭ޢᐌӫ
ѿൟкᏲޟޱਝȂհ࣏ᇯۡྥޟᔮᡛПԒȂᆎ࣏ȶ้֯ਝငᕊޱ
ᔮᡛȷȞ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testȟȄषѿൟкᏲڎޱ
Ԥή෬ᝯᜲܚޱތоएકϞѿൟᝯތᓺ༖ܖᜰᗤܒ೩ࢊȂஅܻߴ໌ή෬
ѿൟޟԤਝᝯތȂܻএਰϛுՃኌ௴ڥȶӫ౩ਝငᕊޱᔮᡛȷ
Ȟ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 testȟȂоή෬ᝯޱތϞӫ౩ԙ
ҏ࣏ᇯۡஅྥȄ
ٽѲȃ՞ԉҢИߨڷ՞ԉҢИТનາޟ৯տॏቋ
ѿϱᆩၯཾޱବᄇ՞ԉҢИЅߨ՞ԉҢИॏۡ৯տޟТનາȂல՞ԉ
ҢИܚሯ॒ᐊޟѿϱᆩၯТનາၶߨ՞ԉҢИճȂ֏ᄺԙϚ࿋ޟ৯տ
ॏቋ࣏ȉஅܻලЅ݈ЅѿϱႫၗڎԤҡڼጣȞlife lineȟ੫ܒϞՃ
໔ȂႫ߬ᆓޱڙџོौؑႫ߬ཾٱବᄇߨ୦ཾҢഊȃሯؑኆܒၶσϞ
՞ԉҢИȂॏۡၶճϞາȂᄇܻ୦ཾҢഊȃሯؑኆܒၶωϞߨ՞ԉҢ
ИࠌԝڥၶଽϞາȄԪ৯տॏቋ߽அܻႫ߬ࢇ๊ϞՃ໔Ȃи࣏ಒӫІ
ሯؑኆܒॏቋনࠌޟԝາПԒȂᔖџᇯ࣏឴ܻڎԤӫ౩ٱҥޟ৯տॏ
ቋȄ
ٽϤȃᜰᗤ೩ࢊ֏༉३ܻᄂᡝႫ߬೩ࢊȉ
ᜰᗤ೩ࢊনࠌϞ྅߽܈ଔྛܻछІԜܜޟݲրݲٽȂีՍϬᜰᗤ
೩ࢊনࠌᅋᡐ࣏ڎԤӻ१྅ܪޟ܈ຫۡဎȂޟࡾܚȶ೩ࢊȷζϚӔࠁ३
ܻԤޟל១ၯᐝȃႫΨ༈ᒯጣܖႫ߬ᆩၯ้༈ಛ೩ࢊޟ྅܈ȂՄംᅚѓ
֤ฒ݈ޟלȄоႫ߬ѿൟپᇳȂᜰᗤ೩ࢊџΙএᄂᡝޟ೩ࢊȞٽ
ԃȈႫ߬ᆩၯȃᆓጣȃෲၾȃΡЌȃႫజܖ១༱ȟȃުȞٽԃȈᐠܘ
ӓညȃσዂႫ߬ࡉȟȂζџΙ݈ȞٽԃȈழ౩݈ȟȃђ
ȞٽԃȈᆧࡨႫၗ݈ȟȃΨȞٽԃȈ੫ۡሬၯҥޟᢟᓜቶ
ڥȟܖၥଉȞٽԃȈSS7 ߬ဴفಛܖၥਟ৲ϞڥȟȄலȂᜰᗤ೩ࢊ
ᇯۡ௴ޟࡣٱڥПԒȂҏོϚོႱӑᇯۡٲႫ߬೩ࢊȃ݈ȃђ
ȃΨܖၥଉᜰᗤ೩ࢊȂՄӵڎᡝএਰีҡࡣȂҥ࿋ٱΡࠉྱٷ
क़ޟনࠌȂᖞᜌᜌ݂ތفႫ߬೩ࢊȃ݈ȃђȃΨܖၥଉᄺԙܖϚ
ᄺԙᜰᗤ೩ࢊȄ
ٽϲȃଢ଼߬ཾ⮵ޱ㕤Йᐠ၄ຮҢИϞဇघ࣏
ଢ଼߬ཾ࣏ޱΟቨёੑາޟޱ࡙ڧȃᘗшҏ٘ϞҢИೣȂоЅ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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ջҢИᙽଢ଼߬ཾޱȂலོ௴ܚڥᒝȶЙᐠསߞဴȷߴПԒȂ
ҥଢ଼߬ཾޱ၄ຮҢИоၶᓺඏϞቋਿᗊညЙᐠȂծҢИ҆ӣਢས
ٺҢ၎ଢ଼߬ཾܚޱඪټϞߞဴȂٮиӣཎӵΙۡϱࡻ៉ٺҢ
၎ଢ଼߬ཾܚޱඪ݈ޟټȞ։߹ᆎȶဇघȷȟȂՄଢ଼߬ཾࠌޱ
ᙤҥੑາࡸޱТЛпϞၗາЅТનາԝΣȂӱԝЙᐠ၄ຮޟԙҏȂԪ
ᆍဇघПԒ֏ᄺԙϚ࿋ߝ࠶घܖ३ᙽڙҺܾᄇຫȉॶӑȂҬࠉ
ଢ଼߬ѿൟᝯތᐭ੨ȂܚоЙᐠསߞဴߴޟПԒȂᔖ၎ᇯ࣏឴ܻ
ғலޟᝯތЙࢲȄڏԩȂᏑᆓဇघޟ๖לོݎԙ࢚ٲҢИӵᙽҺܾᄇ
ຫਢޟራᛤȂծԃݎੑາޱᄇܻࣺᜰޟҺܾనӇȞٽԃӣਢསߞ
ဴȃӫघЅࣺᜰၥາಢӫ้నӇȟ఼֯ཿޣொȂࠌੑາޱᔖџ౩
ޟܒրᘞ֏ڧསߞဴЅߝનҢϞ࠶घనӇȄӰԪȂҏོ౪
ࢲٮϚᇯ࣏ଢ଼߬ཾޱᄇܻЙᐠ၄ຮҢИϞဇघ࣏ȂᄺԙϚ࿋ߝ
࠶घܖ३ᙽڙҺܾᄇຫȄ
ϲȃȞ๖ӫȟ
Ⴋ߬ཾٱඪюϞ๖ӫҧൢਰӇȂٷȶϴҁҺܾۏষོᄇܻ๖ӫҧൢ
ਰӇϞ౩নࠌȷቷࢥȄ
ᜰܻ๖ӫҧൢܚਖ਼ЅȶᐌᡝငᔼցઉȷϞຟեȂଶࠉٷ౩নࠌ
ቷࢥѴȂҏོுՃ໔ήӖӰશȈ
ȞΙȟ๖ӫᄇඪЀҡਝȃညਝЅଢ଼ᄘਝޟኇȄ
ȞΠȟ֏Ԥօܻߴ໌ܚ឴ѿൟϞᝯތȄ
Ȟέȟ֏Ԥօܻඪొټᇐጒ൜ኄȃӻኺϽЅଽࠢ፴Ϟ݈Ȅ
ȞѲȟ֏Ԥօܻඪ݇ሬᝯތΨȄ
ΜȃȞᖒӫ࣏ȟ
ϴҁҺܾݲᄇܻᖒӫ࣏Ϟೣጒ߽௴ȶনࠌХȂٽѴ೨џȷȄႫ
ࣺ߬ཾٱϣ࣏ϴҁҺܾݲΪѲనϞᖒӫ࣏ȂиಒӫϴҁҺܾ
ݲΪϤనΙծਪӨ࣏ϞΙޱȂᔖөҏོҧ೨џȄ
ڎᝯތᜰ߽ϞႫ߬ཾٱԤήӖ࣏ϞΙȂиٗоኇѿൟټሯђ
ޱȂႂІϴҁҺܾݲΪϤనೣۡȈ
ȞΙȟӓӣؚۡ୦ࠢቋਿ݈ܖൢႍȂܖо࠶घȃڞដڏܖтПԒϞ
ӫཎȂ३܄ڙԪޟቋਿ፡ᐌܖᓺඏԚ࡙Ȅ
ȞΠȟघۡ३܄ڙԪϞ໔ȃܖ೩രȂܖӓӣგϷငᕊୢЅҺ
ܾᄇຫȄ
Ȟέȟ࣏௶ଶߢܖᛤέޱᇄᝯތȂ௴ڥӓӣ६ቋȃӓӣۡڙϚӫ
౩ҺܾనӇȃӓӣܢ๘Һܾȃᆩၯϣܖᅞၽ݈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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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Ѳȟࣺϣත៩ȃҺԤᜰॏቋȃԚȃԙҏȃंีȃࡊИၥਟ้ᝯ
ތఃཐϞ१ौၥଉȄ
ٽΜȃџೝຜ࣏ӓӣॏቋڞޟដᄘ
Ⴋ߬ཾٱଶΟӓӣؚۡ୦݈ࠢܖޟቋਿȂོೝຜ࣏ӓӣॏቋڞដϞ
ѴȂоήڞޟដζོೝຜ࣏ᄺԙӓӣॏቋ࣏Ȉ
(1)ڞដӓӣ፡ᅛܖ፡६ቋਿȄ
(2)ڞដྱٷྥޟϴԒॎᆗቋਿȄ
(3)ڞដᓺඏԚПԒȃ࡙ܖԩኵȄ
(4)ڞដྱٷϴ֙ޟቋਿԝາȄ
(5)ڞដଡᓍ੫ۡޟཾٱቋਿॏቋȄ
(6)ڞដࣺϣ܄ޣԪቋਿ፡ᐌϞਢЅ፡ᐌጒ൜ϞଉȄ
(7)ആႆӣཾϴོོڞܖಢᙑϞؚដ३ڙএտཾޱቋਿܖؚۡ፡ᐌޟ
࣏Ȅ
ٽΤȃᆩၯϣܖᅞၽڞដ֏ོೝຜ࣏ᖒӫ࣏ȉ
࣏ጂ߳ӈդႫ߬ҢИޟϣܒȞany-to-any connectivityȟЅႫ߬ѿൟ
ޟԤਝᝯތȂႫ߬ݲೣۡΙႫ߬ཾٱԤᆩၯϣϞဎȂႫ߬ٱ
ཾׇ࣏ԙᆩၯϣȂ҆ᇄڏтႫ߬ཾٱ൷ϣԙҏϞϷ᠋ȃ៉າҢ
ϞॏۡȃҢИ߬າϞԝڥЅࣺᜰழϞ౩้ٱ໌ڞដȂԪѴȂ
ଢ଼߬ཾ࣏ޱպ݈ᆩၯొᇐጒ൜Ϟ३ڙȂலആႆᇄڏтଢ଼߬ཾޱ
᛫ॏᅞၽڞដȞroamingȟȂӫհඪټଢ଼݈߬Ȃࠉक़Ϟᆩၯϣ
ڞដܖᅞၽڞដ֏ོೝຜ࣏ᖒӫ࣏ȉႫ߬ཾٱޟᆩၯϣڞដܖ
ᅞၽڞដȂலڎԤߴ໌ᝯތਝݎȂиඪټҢИ߯ցޟႫ݈߬ȂΙ
ૡپᇳȂᆩၯϣڞដܖᅞၽڞដϚོೝᇯ࣏ᄺԙϴҁҺܾޟݲᖒӫ
࣏ȂᇄڞដޟᚖП࢈ཎആႆॏۡଽޟϣາȃ៉າܖᅞ
ၽܶழາȂᙤо३܄ڙԪӵҢИ߬າΰޟቋਿᝯތȂޱܖആႆᅞ
ၽڞដȂგϷ܄ԪޟӴጒ൜ࡊܖИȂࠌџೝຜ࣏ႂޟݲᖒӫ࣏Ȅ
ΤȃȞݔဪ࣏ȟ
Ⴋ߬ཾٱ࣏ཬ੫ۡཾٱȂߴٺΰȃή෬ࣺܖᜰѿൟϞڏтཾٱᘞ๘ᄇ
ټڏȃᗊີ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ЅႂІϴҁҺܾݲΠΪనΙ
ೣۡȄ
ΞȃȞ৯տႄ࣏ȟ
Ⴋ߬ཾٱฒғ࿋౩ҥȂᄇܻӣΙᝯތࢲϞҺܾࣺᄇΡȂоϚӣϞቋ
ਿȃࠢ፴ȃԚڏܖтҺܾనӇඪ݈ټ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Ѕႂ
ІϴҁҺܾݲΠΪనΠೣۡ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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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ȃȞճቋցᇶ࣏ȟ
Ⴋ߬ཾٱоճܻԙҏȃᡗϚࣺ࿋ϞቋਿڏܖтϚғ࿋ПݲȂߢᛤᝯޱތ
ᇄܖٱᝯތ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ЅႂІϴҁҺܾݲΠΪనέ
ೣۡȄ
ΪΙȃȞ࠭ޢҺܾ३ڙȟ
Ⴋ߬ཾٱඪܒ୵ᙽڎټ፴ϞႫ݈߬ή෬ᙽ୵ཾޱਢȞٽԃȈᙽี׳
୵ȃᓜቶᙽ୵ȃϴҢႫၗᙽ୵݈ȃႱпњܖႫၗњᙽ୵݈ȟȂԤ
ήӖ࣏ϞΙȂϷտਖ਼ЅႂІϴҁҺܾݲΪΞనܖΠΪనϤೣ
ۡȈ
ȞΙȟฒғ࿋౩ҥ३ڙή෬ᙽ୵ཾޱϞॏቋȄ
ȞΠȟฒғ࿋౩ҥ३ڙҺܾᄇຫܖӴୢȂՄԤ३ڙᝯތϞဲޱȄ
ΪΠȃȞϚϴҁᝯތ࣏ȟ
Ⴋ߬ཾٱӵ୦ࠢܖኄ֙ΰȂܖоڏтٺϴಀுޣϞПݲȂᄇܻᇄ
୦݈ࠢܖࣺᜰՄٗоኇҺؚܾۡϞٱȂ࣏ຎୃϚᄂܖЕΡᒿᇲ
ϞߒҰߒܖȂႂІϴҁҺܾݲΠΪΙనೣۡȄ
Ⴋ߬ڥތ࣏ཾٱҺܾϞᐠོȂᒲ౩ඪᜒܖࠢᜒټዩࣀଢ଼ȂႂІҏོ
ཾٱۡܚඪᜒࠢᜒټዩ࡙ᒲݲȂႂІϴҁҺܾݲΠΪέనೣۡȄ
ΪέȃȞڏтٗоኇҺܾપו࣏ȟ
Ⴋ߬ཾٱᇄҢИٱҺܾႆแϛȂԃᑎȃᗴୡܖҐшϷත៩Һܾၥ
ଉȂՄԤٗоኇҺܾપוϞޮܖᡗѶϴҁϞޱٱȂਖ਼ЅႂІϴҁ
ҺܾݲΠΪϤనೣۡȄ
ΪѲȃҏೣጒᇳ݂༉߽ବᄇႫ߬ཾٱϞ੫ܒȂ൷џਖ਼ЅϴҁҺܾݲϞ࣏ᄘ
ኺٽҰᇳ݂ȇՍܻএਰϞ౩Ȃϫ൷ڎᡝٱᄂёоᇯۡ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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ߣᓃΤ

ϴҁҺܾۏষོᄇܻኵ՝༘ࢺࣺᜰཾٱၮཾငᕊϞೣጒᇳ݂
1. ϛҕ 91 ԑ 1 Т 31 Р 534 ԩۏষོដႆ
2. ϛҕ 91 ԑ 2 Т 21 Рϴ൦ԅ 0910001576 ဴхีҀ
3. ϛҕ 94 ԑ 1 Т 13 Р 688 ԩۏষོដওғӪᆎ
4. ϛҕ 94 ԑ 2 Т 24 Рϴݲԅ 0940001278 ဴхีҀ
5. ϛҕ 94 ԑ 8 Т 26 Рϴݲԅ 0940006964 ဴхีҀওғ 8 ᘈ
6. ϛҕ 101 ԑ 2 Т 8 Р 1051 ԩۏষོដওғӪᆎЅ 1 ᘈȃ 8 ᘈ
7. ϛҕ 101 ԑ 3 Т 9 Рϴ݈ԅ 1011260208 ဴхีҀ
8. ϛҕ 102 ԑ 7 Т 16 Рϴ݈ԅ 10212605651 ဴхีҀ
9. ϛҕ 104 ԑ 3 Т 25 Р 1220 ԩۏষོដওғ
10.ϛҕ 104 ԑ 4 Т 13 Рϴ݈ԅ 10412603261 ဴхีҀ
11.ϛҕ 106 ԑ 1 Т 11 Р 1314 ԩۏষོដওғӪᆎЅӒМ
12.ϛҕ 106 ԑ 1 Т 23 Рϴ݈ԅ 10612600521 ဴхีҀ

ΙȃȞधශᇳ݂ȟ
ᓍ߬ᆩၯЅኵ՝ଽ࡙ีȂଉȃ༈ኬЅၥଉऋีࢺ༘ϐጷ
࣏ᗍ༖ȂՄӫՌҥϽȃݲೣᚬဇЅ၌ଶᆓڙ౩܈ംᅚဣᄂȂཾளଢ଼ኵ՝
༘ࢺࣺᜰཾٱϞၮཾငᕊȂڏкौᄘџ྅Ϸ࣏ȶၮཾԤȷЅȶᐌӫ݈
ȷȂࠉཾٱࡾ߽ޱആႆӫځȃࡻཱིܖ೩ϷЛཾٱϞПԒȂ໌ΣѪΙᜰ
ϞѿൟጒᛟȂٽԃႫ߬ཾޱആႆᇄԤጣႫຜཾޱ๖ӫՄ໌ΣԤጣႫຜѿ
ൟȇࡣཾٱ࣏ࠌޱആႆࢋԤஅᙃᆩၯȃ݈ȃܖငᕊޣᜋȂඪټন឴
ѪΙѿൟጒᛟϞ݈ȂٽԃႫ߬ཾޱցҢڏႫ߬ᆩၯඪټᓍᒵຜଉ݈Ȃ
ܖԤጣႫຜཾޱցҢڏԤጣႫຜᆩၯඪټᢟጣᇭॱႫၗ݈ܖᢟጣኵᐃᐠ
ቶᓜ݈ڥȄࠉ้ีᗍ༖নࠌΰԤօܻߴ໌ӨএᜰѿൟϞᝯތȂඪ
ټੑາޱӻᒵᐅȂኵ՝༘ࢺࣺᜰཾٱၮཾငᕊһџٺငᔼΨ໔ႆ࡙
ϛܖѿൟΨϚ࿋ᘗȂՄਖ਼Ѕ३ڙᝯܖތϚϴҁᝯތϞ࣏ȂࠌϫԤႂ
ІϴҁҺܾݲϞဲȄϴҁҺܾۏষོȞήᆎҏོȟࣗཊᐌϷݙኵ՝༘ࢺࣺ
ᜰཾٱџਖ਼ЅϴҁҺܾݲϞ࣏ᄘኺȂंॏҏೣጒᇳ݂Ȃখցཾٱᒳඉ
ᒲ౩Ȃӣਢհ࣏ҏོ౩ࣺᜰਰӇϞՃȄġ
ΠȃȞӪຠۡဎȟ
ҏೣጒᇳ݂ӪຠۡဎԃήȈġ
ȞΙȟኵ՝༘ࢺࣺᜰཾٱȈ߽ࡾႫ߬ȃኄኬႫຜȃᆩሬᆩၯЅႫυ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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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ٱȂѓ֤ցҢႫ߬ȃኄኬЅၥଉ߬ᆩၯܚᄺ࡚ڎԤӻϯၷ
ܒڎ፴ϞႫυ߬ᆩၯȂоЅցҢࠉक़Ⴋυ߬ᆩၯ໌Өᆍ
߬ȃኄኬຜଉȃႫυҺܾȃጣΰၽᔛЅڏтኵ՝ϱৠЅᔖҢ้݈
ඪټϞ୦ཾࣀଢ଼Ȅ
ȞΠȟᜰᗤ೩ࢊȈ߽ࡾಒӫоήనӇϞ೩ࢊȈ
1.၎೩ࢊ߽ҥᐿћܚཾٱԤܖڙȄ
2.ᝯޱތฒݲоငᔼӫ౩иџϞПԒፒᇧڥܖф၎೩ࢊȄ
3.ᝯޱތฒٺݲҢ၎೩ࢊȂ։ฒݲᇄ၎೩ࢊϞԤܖޱޱڙ
ܻࣺᜰѿൟᝯތȄ
4.Ԥܖڙ၎೩ࢊϞཾٱԤΨ၎೩ࢊඪټϠڏᝯޱތȄ
έȃȞѿൟࣨۡȟ
ҏོࣨۡኵ՝༘ࢺࣺᜰཾٱϞࣺᜰѿൟਢȂଶٷȶϴҁҺܾۏষོᄇܻ
ࣺᜰѿൟࣨۡϞ౩নࠌȷᒲ౩ѴȂѪΙځቷପኵ՝༘ࢺࣺᜰཾٱϞ
୦ཾԒȃҺܾ੫ܒȃငᕊܒ፴ЅऋᡐϽ้Ӱશ൷ڎᡝএਰ໌ᄂ፴
ᇯۡȄġ
ࠢѿൟনࠌΰࣨۡԃήȈġ
ȞΙȟஅᙃ೩ࢊၷڎϞᆩၯቹѿൟȄ
ȞΠȟ༈ᒯҁᇃ݈ϞҁᇃቹѿൟȈ
1.ᇭॱ݈ҁᇃѿൟȄ
2.ຜ᠙൬ᡝ݈ҁᇃѿൟȄ
3.ቶᓜᆩሬᆩၯ݈ҁᇃѿൟȄ
4.ڏтӰᔖऋีҡϞཱིᑹ༈ᒯҁᇃѿൟȄ
ȞέȟϱৠЅᔖҢ݈ϞϱৠቹѿൟȄ
Ӵ౩ѿൟনࠌΰࣨۡԃήȈġ
ȞΙȟᆩၯቹЅҁᇃቹѿൟȈӰҢܻ༈ᒯଉဴϱৠϞᄂᡝᆩၯкौ߽ܻ
רცϱ೩Ȃάඪټҁᇃቹ݈ޱȂܻҬࠉࡡݲᆓ࢜ڙᄺήȂ
ӻڥு੫೨ஈྱࡣۖџᕊၼȂڏᕊၼϞୢጒ൜һ३ܻרც
ϱȂ࢈Ӵ౩ѿൟনࠌΰ࣏רცϱȄ
ȞΠȟϱৠቹѿൟȈҥܻᆩၯฒࣨϞ੫ܒȂኵ՝ϽࡣϞϱৠቹ݈ၶ
ϚڧӴ౩ୢ३ܚڙኇȂுܻӈդԤᆩၯџټڥඪ݈ټ
Ȃ࢈Ϛ௶ଶڏӴ౩ѿൟᘗшՍרሴѴȄ
ѲȃȞѿൟћԤϞॎᆗȟ
ኵ՝༘ࢺࣺᜰཾٱϞࣺᜰѿൟћԤনࠌΰоήӖПԒॎᆗȈġ
ȞΙȟࡊۡھڎИኵϞཾٱȈࡸ၎੫ۡཾٱҢИኵܖԝຜИኵȂћࣺ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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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ൟܚԤѿൟᇄࠉޱතኵᐃᖂڷϞШٽॎᆗȄ
ȞΠȟฒݲඡණࡊИኵϞཾٱȈுପ၎੫ۡཾٱϞᕊཾȃᕊཾ໔ȃ
݈ٺҢ໔ȃଉࢺ໔ܖ(ԃጣၯߝ࡙ȃႫၯኵ)้Ȃћࣺᜰ
ѿൟܚԤѿൟᇄࠉޱතኵᐃᖂڷϞШٽॎᆗȄ
ϤȃȞᕀҢᐿћӴ՝࣏ȟ
ኵ՝༘ࢺࣺᜰڎཾٱᐿћӴ՝ȂՄԤήӖ࣏ϞΙޱȂਖ਼ЅႂІϴҁҺܾ
ݲΞనೣۡȈġ
ȞΙȟᕀҢᜰᗤ೩ࢊȈฒғ࿋౩ҥȂܢ๘ܖϛХඪټᝯٺޱތҢܚڏ
ԤܖڙϞᜰᗤ೩ࢊȃॏۡᡗϚӫ౩ϞҺܾనӇȂܖо৯տϞҺ
ܾనӇඪټ၎ᜰᗤ೩ࢊϠڏтᝯޱތȄ
ȞΠȟϚ࿋ѿൟΨ۽ժȈցҢȶས୵ȷܖȶᐌ׳Һܾȷ้ПԒȂᘗཱི
݈ҬϞѿൟћԤȂٺ၎ࢋཾٱԤѿൟΨ۽ժՍཱི݈Ҭ
ѿൟȄծȶས୵ȷܖȶᐌ׳Һܾȷ߽அܻᖒӫҡငᔼܒȃੑາ
ٺޱҢಬᄛՃ໔ȃસ࣏ඪټੑາޱȶΙԩᗊٗȷϞ߯ցޱܒȂ
ϚӵԪ३Ȅ
ȞέȟჴܒॏቋȈែࣘցዜȂॏۡճܻԙҏϞቋਿȂफ़ڏٺᝯތ
ޱଝюѿൟȂߢܖᛤዖӵᝯ໌ޱތΣѿൟȂиԆԤᡗޟѿൟ໌
ΣራᛤȂӵ௶ଶᝯޱތϞࡣஊӱԝีܚҡޟᖫཬȂٮቋਿඪ
ଽՍᐿћЫྥȂᙤоᕕ຺ߝڥցዜϞ࣏Ȅծॏۡճቋ࣏
߽அܻғல୦ཾ࣏ϞߴȂܖӰҐႱϞԙҏΰЀȂܖԤ
ڏтғ࿋౩ҥȂഅԙॏቋճܻԙҏϞޱלȂϚӵԪ३Ȅ
ȞѲȟϚ࿋Һξ၄ຮȈငᕊӻ݈ϞཾٱȂоڏᐿћཾܒϞࣴᎷ၄
ຮᝯཾܒތȂܖоڧᆓཾڙࣴᎷ၄ຮߨڧᆓཾڙȄծҺξ
၄ຮ߽ӰලЅ݈ဎȂ߽ܖӫၥາᆓܚڙमޱȂϚӵԪ३
Ȅ
ȞϤȟቨёᝯޱތငᕊԙҏȈඡණҡौશϞཾٱȂᄇ၎ҡौશϞॏ
ቋଽܻȶ೩ཾٱ༉ඪټ၎ҡौશܚҡϞᐿԙҏȷȂቨё
ή෬ᝯޱތငᕊԙҏȂफ़ڏٺଝюѿൟϞ࣏Ȅ
ϲȃȞ๖ӫȟ
ኵ՝༘ࢺࣺᜰཾٱඪюϞ๖ӫҧൢਰӇȂٷȶϴҁҺܾۏষོᄇܻ๖ӫ
ҧൢਰӇϞ౩নࠌȷቷࢥȄġ
ᜰܻ๖ӫҧൢܚਖ਼ЅȶᐌᡝငᔼցઉȷϞຟեȂଶࠉٷ౩নࠌቷࢥ
ѴȂҏོுՃ໔ήӖӰશȈġ
ȞΙȟ֏Ԥօܻߴ໌ࣺᜰѿൟϞᝯތ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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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Πȟ֏Ԥօܻඪొټᇐጒ൜ኄȃӻኺϽЅଽࠢ፴Ϟ݈Ȅ
Ȟέȟ֏Ԥօܻඪ݇ሬᝯތΨȂีं໌ߴٮЅഺཱིȄ
ȞѲȟ֏ڎੑາ७ϞᆩၯѴഋܒȄ
ȞϤȟᇄ๖ӫཾٱϱഋցઉϠоѴഋϽϞॎหȄ
Ȟϲȟ֏Ԥօܻϱৠኵ՝ϽȃᔖҢӻϯϽȂЅඪټഺཱིϞኵ՝༘ࢺ
ᐌӫ݈ܒȄ
ΜȃȞᖒӫ࣏ȟ
ϴҁҺܾݲᄇܻᖒӫ࣏Ϟೣጒ߽௴ȶনࠌХȂٽѴ೨џȷȄኵ՝༘
ࢺࣺᜰࣺཾٱϣ࣏ϴҁҺܾݲΪѲనϞᖒӫ࣏ȂиಒӫϴҁҺܾ
ݲΪϤనΙծਪӨೣ࣏ۡϞΙޱȂᔖөҏོҧ೨џȄġ
ڎᝯތᜰ߽Ϟኵ՝༘ࢺࣺᜰཾٱԤήӖ࣏ϞΙȂиٗоኇѿൟټ
ሯђޱȂ࣏ϴҁҺܾݲΪѲనϞᖒӫ࣏Ȉġ
ȞΙȟӓӣؚۡҡौશᗊີቋਿȃ୦ࠢቋਿ݈ܖൢႍȂܖо࠶घ
ȃڞដڏܖтПԒϞӫཎȂࣺϣ३ڙቋਿ፡ᐌܖᓺඏԚȄ
ȞΠȟघۡ३܄ڙԪϞ໔ȃܖ೩രȂܖӓӣგϷငᕊୢЅҺ
ܾᄇຫȄ
Ȟέȟࣺϣත៩ȃҺԤᜰॏቋȃԚȃԙҏȃंีȃࡊИၥਟ้ᝯ
ތఃཐϞ१ौၥଉȄ
ȞѲȟ࣏௶ଶߢܖᛤέޱᇄᝯތȂ௴ڥӓӣ६ቋȃӓӣۡڙϚӫ
౩ҺܾనӇȃӓӣܢ๘ҺܾܖᆩၯϣȄ
ΤȃȞ३୵ᙽڙቋਿ࣏ȟ
ኵ՝༘ࢺࣺᜰཾٱඪܒ୵ᙽڎټ፴Ϟ݈Ϡή෬ᙽ୵ཾٱਢȂฒғ࿋౩
ҥ३ڙή෬ᙽ୵ཾٱϞॏቋȂਖ਼ЅႂІϴҁҺܾݲΪΞనೣۡȄġ
ΞȃȞڏт३ڙᝯތ࣏ȟ
ኵ՝༘ࢺࣺᜰཾٱϞࢋԤڏܖཾٱΰȃή෬ཾٱȂᗶҐڎᐿћӴ՝Ȃծϫ
ڎԤࣺ࿋ѿൟӴ՝ޱȂᄇၮཾငᕊϞཱི໌ཾٱԤݔဪȃϚ࿋Ϟ৯տ
ႄȃϚ࿋ճቋᝯڏܖތтߢᛤᝯތ࣏ȃफ़ٺᇄ३ڙᝯތ࣏ȃϚ࿋Ϟ
࠭ߨޢቋਿҺܾ३้ڙ࣏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ЅႂІϴҁҺܾݲ
ΠΪనೣۡȄġ
ΪȃȞϚϴҁᝯތ࣏ȟ
ኵ՝༘ࢺࣺᜰཾٱଶڧҏೣጒᇳ݂ೣጒѴȂବᄇϚᄂኄ֙ȃШၶኄ֙ȃ
ޮܖᡗѶϴҁ้ڏтϚϴҁᝯތ࣏ȂٮᔖݧཎȶϴҁҺܾۏষོᄇܻϴ
ҁҺܾݲΠΪΙనਰӇϞ౩নࠌȷȃȶϴҁҺܾۏষོᄇܻШၶኄ֙
ਰӇϞ౩নࠌȷȃȶϴҁҺܾۏষོᄇܻ߭ีཾٱհ᠌ȃ୦᠌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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டց᠌ឌ֙ڒਰӇϞ౩নࠌȷȃȶϴҁҺܾۏষོᄇܻϴҁҺܾݲΠ
ΪϤనਰӇϞ౩নࠌȷ้ೣۡȄġ
ΪΙȃҏೣጒᇳ݂༉߽ବᄇኵ՝༘ࢺࣺᜰཾٱၮཾငᕊ࣏Ȃ൷џਖ਼Ѕϴҁ
ҺܾݲϞ࣏ᄘኺٽҰᇳ݂ȇএਰϞ౩Ȃϫ൷ڎᡝٱᄂёоᇯ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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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ҁҺܾۏষོᄇܻԤጣႫຜࣺᜰཾٱϞೣጒᇳ݂
1. ϛҕ 85 ԑ 12 Т 24 Р 269 ԩۏষོដႆ
2. ϛҕ 88 ԑ 6 Т 16 Р 397 ԩۏষོដওғ
3. ϛҕ 91 ԑ 4 Т 18 Р 545 ԩۏষོដওғ
4. ϛҕ 93 ԑ 12 Т 23 Р 685 ԩۏষོដওғ
5. ϛҕ 94 ԑ 1 Т 4 Рϴફݲԅ 0940000065 ဴхีҀ
6. ϛҕ 94 ԑ 1 Т 13 Р 688 ԩۏষོដওғӪᆎ
7. ϛҕ 94 ԑ 2 Т 24 Рϴݲԅ 0940001278 ဴхีҀ
8. ϛҕ 94 ԑ 8 Т 26 Рϴݲԅ 0940006958 ဴхีҀওғဓᘈ
9. ϛҕ 96 ԑ 8 Т 23 Р 824 ԩۏষོដওғ
10. ϛҕ 96 ԑ 9 Т 11 Рϴ൦ԅ 0960007615 ဴхีҀ
11. ϛҕ 100 ԑ 9 Т 20 Рϴ൦ԅ 10012610601 ဴхีҀ
12. ϛҕ 101 ԑ 2 Т 8 Р 1057 ԩۏষོដওғӪᆎ
13. ϛҕ 101 ԑ 3 Т 8 Рϴ݈ԅ 1011260197 ဴхีҀ
14. ϛҕ 104 ԑ 3 Т 13 Рϴ݈ԅ 10412602291 ဴхีҀ
15. ϛҕ 105 ԑ 5 Т 27 Рϴ݈ԅ 10512604991 ဴхีҀ

ġ
ΙȃȞधශᇳ݂ȟ
ԤጣႫຜࣺᜰཾٱϞкौཾޱȂ߽ΰ෬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ȂЅή෬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Ȃ֯ݲٷᔖڧҬཾٱޟкᆓᐠᜰϞᅿᆓ౩Ȅณଶ
ȶԤጣኄኬႫຜݲȷЅȶፏኄኬႫຜݲȷ้ࣺᜰݲೣೣጒϞ࣏ѴȂཾ
ޱԃਖ਼ЅӨᆍ३ڙᝯܖތϚϴҁᝯތϞ࣏ȂϫԤႂІϴҁҺܾݲϞဲȄ
ϴҁҺܾۏষོȞоήᙏᆎҏོȟࣗӵ౪ԤጣႫຜݲхೣጒϞ࢜ᄺήȂ
ཊᐌϷݙਖ਼ЅϴҁҺܾݲϞ࣏ᄘኺȂंॏҏೣጒᇳ݂Ȃখցཾޱᒳඉᒲ
౩Ȃӣਢհ࣏ҏོ౩ࣺᜰਰӇϞՃȄ
ΠȃȞӪຠۡဎȟ
ҏೣጒᇳ݂ϞҢຠۡဎԃήȈ
ȞΙ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ȈࡾፏኄኬႫຜҬټᔖޱȃცѴፏኄ
ኬႫຜཾٱȃтᓜၾҬټᔖཾٱЅᓜၾф౩୦Ȅ
ȞΠ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Ȉࡾ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ȃԤጣႫຜ
ҬኬଚفಛЅӻفಛငᕊޱȄ
ȞέȟӻفಛငᕊޱȞ։ MSOȟȈࡾΙݍЅڏڙ឴ϴѧᇄΠо
ΰ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ȃԤጣႫຜҬኬଚفಛڎԤ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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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ᜰ߽ޱȄ
ȞѲȟᓜၾф౩୦ȈࡾڧፏኄኬႫຜҬټᔖޱȃცѴፏኄኬႫຜ
ܖཾٱтᓜၾҬټᔖཾٱϞۏଊܖ௲᠌ȂۨϛӆϭᓜၾҬ
ϴኬଚϞཾٱȄ
έȃȞѿൟࣨۡȟ
ҏོࣨۡԤጣႫຜࣺᜰཾٱϞࣺᜰѿൟਢȂଶٷҏོᄇܻࣺᜰѿൟ
ࣨۡϞ౩নࠌᒲ౩ѴȂѪΙځቷପԤጣႫຜࣺᜰཾٱϞ୦ཾ
ԒȃҺܾ੫ܒȃငᕊܒ፴้Ӱશ൷ڎᡝএਰ໌ᄂ፴ᇯۡȄ
ࠢѿൟনࠌΰࣨۡԃήȈ
ȞΙȟԤጣႫຜفಛѿൟ
1. 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ѿൟȈѓࢂ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
ЅԤጣႫຜҬኬଚفಛȄ
2. ӻفಛငᕊѿൟȄ
ȞΠȟԤጣႫຜᓜၾټᔖѿൟ
1. ፏኄኬႫຜҬټᔖѿൟȄ
2. ᓜၾф౩ѿൟȄ
Ӵ౩ѿൟনࠌΰࣨۡԃήȈġ
ȞΙȟ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ѿൟȈԤጣኄኬႫຜفಛڎཾٱ੫೨ܒ
፴Ȃ౪ԤጣႫຜࣺᜰݲхೣጒϞ࢜ᄺȂ࣏ۡࣨھѿൟጒ൜Ϟ
ቷପӰશȂӴ౩ѿൟϞࣨۡϫՃ໔ᄂሬᝯތלȂՄϚڧ
३ܻҬཾٱޟкᆓᐠᜰϴ֙ϞငᕊӴୢȄ
ȞΠȟӻفಛငᕊѿൟȈӻفಛငᕊϞᄂȂ߽ӻفಛငᕊޱфߒڏ
ܚ឴Ϟ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ᓜၾដቋȃᆩၯⲵ࡚Ѕ
ೣგ้୦ཾࣀଢ଼ȂٱᝯތϞୢՌϚ३ܻ੫ۡΙϞငᕊ
ୢȂ࢈Ӵ౩ѿൟ࣏ӒȄ
ȞέȟፏኄኬႫຜҬټᔖѿൟȈፏኄኬႫຜҬټᔖޱϞҺܾ
ࣺᄇΡႇЅӒȂ࢈Ӵ౩ѿൟ࣏ӒȄ
ȞѲȟᓜၾф౩ѿൟȈᓜၾф౩୦ϞҺܾࣺᄇΡ࣏ӒԤጣႫຜفಛ
ငᕊޱȂ࢈Ӵ౩ѿൟ࣏ӒȄ
ѲȃȞѿൟћԤϞॎᆗȟ
ѿൟћԤϞॎᆗԃήȈ
ȞΙȟԤጣႫຜفಛѿൟ
1. 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ѿൟȈо၎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ܖޱ
ԤጣႫຜҬኬଚفಛϞॏИኵȂћࣺᜰѿൟᖂॏИኵϞШ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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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ᆗڏѿൟћԤȄ
2. ӻفಛငᕊѿൟȈځॎ၎ӻفಛငᕊܚޱ឴ϞԤጣኄኬႫຜف
ಛငᕊޱЅԤጣႫຜҬኬଚفಛॏИኵȂћӒᖂॏИኵϞ
ШٽॎᆗڏѿൟћԤȄ
ȞΠȟԤጣႫຜᓜၾټᔖѿൟ
1. ፏኄኬႫຜҬټᔖѿൟȈо၎ፏኄኬႫຜҬټᔖޱϞ
ᕊཾܖኄ֙ԝΣȂћࣺᜰѿൟϛӨཾٱᕊཾܖኄ֙ԝΣᖂ
ڷϞШٽॎᆗڏѿൟћԤȄ
2. ᓜၾф౩ѿൟȈо၎ᓜၾф౩୦ϞᕊཾܖөԤጣႫຜفಛင
ᕊޱԝڥϞ௲᠌ߜȂћࣺᜰѿൟϛӨཾٱᕊཾܖᄇԤጣႫ
ຜفಛငᕊޱԝڥϞ௲᠌ߜᖂڷϞШٽॎᆗڏѿൟћԤȄ
ϤȃȞ๖ӫȟ
ԤጣႫຜࣺᜰཾٱ๖ӫҧൢਰӇଶҏೣጒᇳ݂ѪԤೣۡѴȂٷҏོᄇܻ
๖ӫҧൢਰӇϞ౩নࠌቷࢥȄġ
ԤጣႫຜࣺᜰཾٱϞ࠭ޢ๖ӫȂԃᇄ๖ӫϞΙڎཾٱԤܖڙ឴ᜰ
߽ϞԤጣኄኬႫຜفಛငᕊޱЅԤጣႫຜҬኬଚفಛȂڏॏИኵܻ๖
ӫࠉӫॎϐ຺ႆӒᖂॏИኵѲϷϞΙՄҐᅖέϷϞΙਢȂҏོᇯڎԤ
ᡗ३ڙᝯތᅸኌȂܻቷପᐌᡝငᔼϞցઉਢȂ१Ճ໔ήӖӰશȈġ
ȞΙȟ๖ӫ֏ߴ໌ԤጣႫຜኵ՝ϽีȄ
ȞΠȟ๖ӫ֏ԤօܻҬϱৠӻϯϽȄ
Ȟέȟ๖ӫ֏ԤօܻၮҁᇃཾϞᝯތȄ
ȞѲȟ๖ӫ֏ߴ໌ኵ՝༘ࢺีᇄᝯތȄ
ȞϤȟ๖ӫ֏ඪټੑາޱӻϯᒵᐅȄ
ԤጣႫຜࣺᜰཾٱϞ࠭ޢ๖ӫԤήӖޱלȂ၎๖ӫϞ३ڙᝯތϚցઉ
݂ᡗσܻᐌᡝငᔼցઉȈġ
ȞΙȟᇄ๖ӫ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Ѕڏܖڙ឴ᜰ߽ϞཾٱȂ
ڏᓜၾҬኵӫॎ຺ႆџցҢᓜၾϞѲϷϞΙȄ
ȞΠȟᇄ๖ӫϞཾٱЅڎڏԤܖڙ឴ᜰ߽ϞԤጣኄኬႫຜفಛ
ငᕊޱЅԤጣႫຜҬኬଚفಛȂڏॏИኵӫॎ຺ႆӒᖂॏ
ИኵέϷϞΙȄ
ϲȃ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ᖒ፲࣏ȟ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ᇄڏтཾޱӓӣڙҺܾࣺᄇΡΙځᗊີӨ၎ᓜၾ
ټᔖټܚޱϞᓜၾҬȇܖᗶҐڙौؑҺܾࣺᄇΡΙځᗊີȂณӓ
ӣ࣏ϞᄂࢊȂᄂ፴ΰϫԤᏲमҺܾࣺᄇΡӣਢᗊີӨ၎ᓜၾҬϞ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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ਢȞٽԃӣਢᗊີӨ၎ᓜၾټᔖޱϞҬȂࠌٴԤᡗϚӫ౩Ϟৈ၆ቋ
ਿᓺඏȟȇܖԤڏт࣏ႀԙЫҁᖒӫҬޟȂՄӓӣᄇفಛငᕊ࠭ڥ௴ޱ
ޢҺܾ३ڙϞלȂਖ਼ԤႂІϴҁҺܾݲΪϤనೣۡϞဲȄġ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Ϟӓӣ୵࣏ȂӵѴᢎΰԤήӖלϞΙޱȂ։
Ԥȶᖒӫ࣏ȷଽ࡙ॳᓎȈġ
ȞΙȟӓӣᄇҺܾࣺᄇΡൢቋȄ
ȞΠȟӓӣᇄҺܾࣺᄇΡ໌ࣁ୦Ȅ
ȞέȟڞដӓӣԝڥҺܾቋߜࡣӔܶழܖϷȄ
ȞѲȟڞօ௰ኄڏтᓜၾټᔖޱϞᓜၾҬȄծڞօ௰ኄޱоफ़ȃ
ցᇶڏܖтϚғ࿋Пݲॏۡ३ڙᝯތघȂٺтཾٱϚ࣏ቋਿ
ϞᝯތЅ࣏ᖒ፲ᓜၾҬϞ࣏ȂԤႂІϴҁҺܾݲΠΪన
ѲೣۡϞဲȄ
Μȃ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ಛᗊ࣏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ӫཎӓӣᗊີᓜၾҬϞ࣏Ȃٗоኇѿൟټሯ
ђޱȂਖ਼ԤႂІϴҁҺܾݲΪϤనೣۡȄġ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оफ़ȃցᇶڏܖтϚғ࿋ПݲȂौؑԤጣႫຜف
ಛငᕊޱӓӣᗊີڏᓜၾҬ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ҁҺ
ܾݲΠΪనѲೣۡȄġ
Τȃ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ᖒӫۡቋܖӓӣܰڙ࣏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ԃԤήӖ࣏ϞΙȂиٗоኇѿൟټሯϞђޱȂ
ਖ਼ԤႂІϴҁҺܾݲΪϤనᖒӫ࣏ೣۡȈ
ȞΙ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о࠶घȃڞដڏܖтПԒϞӫཎӓӣघۡԤ
ጣႫຜԝາቋਿȂӓӣܢ๘ኬଚ࢚ٲᓜၾҬȂܖӓӣौؑᓜၾ
ټᔖޱϚுᇄڏтཾޱȞٽԃڏт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ȃޢኬፏ
ኄኬႫຜ݈ငᕊޱȃӻ൬ᡝϱৠ༈ᒯҁᇃȃᆩၯႫຜཾޱȂ
ڏܖтоԤጣܖฒጣᆩၯ༈ᒯଉဴϞᓜၾ݈ඪ้ޱټȟҺܾϞ
࣏Ȅ
ȞΠȟӻفಛငᕊޱӫཎौؑᓜၾټᔖڥ௴ޱ௲᠌າϷПԒȂڞដ
ӓӣԝڥҺܾቋߜࡣӔܶழܖϷϞ࣏Ȅ
Ξȃ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ᕀҢѿൟΨ໔࣏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षܻࣺᜰѿൟܻฒᝯތϞޑᄘȂڎܖԤᔆইܒϞ
ѿൟӴ՝ȂՄᄇቋਿԤϚ࿋ؚ้ۡᕀҢڏѿൟӴ՝Ϟ࣏Ȃਖ਼ԤႂІϴ
ҁҺܾݲΞనೣۡȄġ
ᐿћ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ԃցҢԤጣႫຜᓜၾҬ௲᠌ដघਢแ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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ߝȂΙП७өԝຜИႱԝΙএТоΰԝຜາȂѪΙП७ࠓӵᓜၾټᔖޱ
Ճ໔ԝຜσಀ᠌ઉȂᗗջᘞଉՄߝ۽௲᠌Ȃᄇ୦ࠢቋਿ݈ܖൢႍ
࣏Ϛ࿋ϞؚۡȃᆰࡻܖᡐȂܖഅԙᓜၾټᔖޱငᕊ֨ᜲ้ٱȂਖ਼Ԥ
ႂІϴҁҺܾݲΞనೣۡȄġ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ᗶߨϴҁҺܾܚݲᆎϞᐿћཾٱȂԃԤᕀҢڏᓺ༖
ѿൟӴ՝Ȃफ़ҺܾࣺᄇΡȞٽԃᓜၾټᔖܖޱԝຜИȟڧϚϴҁҺ
ܾనӇϞٱȂՄԤ३ڙᝯތϞဲȂٗܖоኇҺܾપוȂਖ਼ԤႂІϴ
ҁҺܾݲΠΪనϤܖΠΪϤనೣۡȄġ
ΪȃȞᐿড়ୢф౩࣏ȟ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ԃฒғ࿋౩ҥ௲᠌੫ۡ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ᐿড়ф
౩୵ڏᓜၾҬȂࣺٺᜰѿൟڏтԤጣႫຜفಛငᕊޱϞҬྛپȂ
Ӊܻᕕுᐿড়ф౩᠌ϞᝯތᄇЙ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
ҁҺܾݲΠΪనΠೣۡȄġ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Ȃԃоཬ੫࣏ۡཾٱҬޟȂߴٺΰ෬Ϟᓜၾټᔖ
ޱϚு௲᠌၎੫ۡཾٱኬюȂܖϚ࿋ौؑΰ෬ϞᓜၾټᔖޱȂ൷੫ۡୢ
ѫுᐿ௲᠌၎ԤጣႫຜفಛኬюܖҥ၎ԤጣႫຜفಛᐿড়ф౩ȂϚ
ுᇄڏтԤጣႫຜفಛငᕊޱҺܾ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
ҁҺܾݲΠΪనΙܖϤೣۡȄġ
ΪΙȃȞԤጣႫຜفಛငᕊܢٺߴޱ๘Һܾ࣏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ԃо፡ᐌᓜၾ՝ညȃᓜၾή࢜ȃ፡६ᓜၾ௲᠌າҢ
ڏܖтϚғ࿋ПݲȂौؑΰ෬ϞᓜၾټᔖޱϚுᇄڏтཾޱȞٽԃڏт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ȃӻ൬ᡝϱৠ༈ᒯҁᇃȃޢኬፏኄኬႫຜ݈င
ᕊޱȃᆩၯႫຜཾޱȂڏܖтоԤጣܖฒጣᆩၯ༈ᒯଉဴϞᓜၾ݈ඪ
้ޱټȟҺܾϞ࣏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ҁҺܾݲΠ
ΪనΙܖϤೣۡȄ
ΪΠȃȞԤጣႫຜفಛငᕊߴޱ࣏ȟ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оճቋցᇶڏܖтϚғ࿋Пߢݲᛤᝯޱތᇄܖ
ٱᝯތϞ࣏ȂՄԤ३ڙᝯތϞဲޱȂܖႂІཾٱඪᜒࠢᜒټዩ
࡙ᒲݲᒲ౩ߣଚᜒࠢᜒܖዩࣀଢ଼Ȃਖ਼ԤႂІϴҁҺܾݲΠΪనέ
ܖΠΪέనೣۡȄġ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ᄇܻᜒࠢᜒዩϞߴኄ֙ȂԃԤຎୃϚᄂܖЕΡ
ᒿᇲϞߒҰߒܖȂਖ਼ԤႂІϴҁҺܾݲΠΪΙనೣۡȄġ
Ϊέȃ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ᓜၾҬ৯տټᔖ࣏ȟ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ฒғ࿋౩ҥܢ๘ᇄ੫ۡཾޱȞٽԃԤጣႫຜفಛ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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ᕊܖޱӻ൬ᡝ༈ᒯҁᇃ݈ඪ้ޱټȟҺܾȇܖ൷ӣΙᓜၾҬȂᄇԤ
ᝯތᜰ߽ϞཾޱȂฒғ࿋౩ҥоϚӣϞቋਿܖቋਿоѴϞనӇ໌Һ
ܾȂՄ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ҁҺܾݲΠΪనΠೣۡȄ
ΪѲȃ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ᓜၾҬས୵ȃԚᓺඏ࣏ȟ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ڙԤጣႫຜفಛငᕊޱ൷ӻኵᓜၾҬΙځដ
ቋȃᐌ׳Һ้ܾПԒȶས୵ȷᓜၾҬȇܖᗶϐඪټএտᓜၾҬϞ
ൢቋȂծڏॏۡϞȶএտቋȷᇄȶৈ၆ቋਿȷȂӵࡊᢎΰٗоႅڙ
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ᒵᐅᗊີΙᓜၾҬϞཎȂफ़ٺԤጣႫຜف
ಛငᕊޱᗊີৈ၆ᓜၾҬȂϫџᄺԙڙས୵ᓜၾҬ࣏Ȅࠉ
࣏ԃԤ३ڙᝯތϞဲޱȂਖ਼ԤႂІϴҁҺܾݲΠΪనϤೣ
ۡȄġ
րᘞࠉȶএտቋȷᇄȶৈ၆ቋਿȷȂ֏ڎԤڙས୵ᓜၾҬ
Ϟᄂ፴ਝݎȂࠌџоήक़ڍࢲПԒᔮᡛȈġ
ȞΙȟ ӑоפഀቷຜȞQuick LookȟПԒȂণଶׇӒฒџלԙ
ڙས୵ᓜၾҬϞȶৈ၆ቋਿȷלȈΙૡՄِȂषԤጣႫ
ຜᓜၾټᔖޱᄇܻӣਢᗊີ N এᓜၾҬϞԤጣႫຜفಛင
ᕊޱϠৈ၆ᓺඏȂՄڏᓺඏቋਿϚճܻ၎ৈ၆ϛӈդȞN1ȟএᓜၾҬಢӫএտቋϞᖂӫȂҥܻᒵᐅᗊີڏϛȞ
N-1ȟএᓜၾҬԙҏȂϚ຺ႆӣਢᗊີ N এᓜၾҬϞԙ
ҏȂ၎ৈ၆ᓺඏۦϚमٺনҏ༉భᒵᐅᗊີڏϛȞN-1ȟএ
ᓜၾҬϞԤጣႫຜفಛငᕊޱȂӣਢᗊີ N এᓜၾҬȂ
ӰԪ၎ৈ၆ᓺඏԚխฒџלԙڙས୵ᓜၾҬϞဲȄ
ȞΠȟᄇܻฒݲႆΙࢲᔮᡛϞȶৈ၆ቋਿȷלȂࠌӔᆣӫ
ቷପήӖٱȈ
1. ތفৈ၆ᓜၾҬȶএտቋȷЅȶৈ၆ቋਿȷϞԊ௶ᇄ
ᄇᔖᜰ߽Ȅ
2.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୵ৈ၆ᓜၾҬϞӫ౩ԙҏࣸٱҥȄ
3. ތفৈ၆ᓜၾҬϞኵ໔ЅϱৠȄ
4. ᄇڎԤᝯތᜰ߽ϞڏтᓜၾҬኇȄ
5. ᄇҺܾࣺᄇΡᒵᐅުϞኇȄ
6. ڏтӫ౩ٱҥ้ӰશȄ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ӵᇄ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ᓜၾҬҺܾਢȂ
ϫு൷ᄂሬҺܾኵȃЛпПԒȃ߬Ңॳᓎȃԙҏ৯ȃߣ឴Һܾన
ӇȞԃׇᐌۡܖᓜኬюᓜၾҬϞघۡȟЅڏтӫ౩ٱҥ้Ӱશ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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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ԤጣႫຜفಛငᕊޱᎌ࡙ԚᓺඏȂڏԚᓺඏϚுԤႂІϴҁ
ҺܾݲϞ৯տႄܖϚғ࿋३ڙҺܾࣺᄇΡࣀཾٱଢ଼ϞלȄġ
ΪϤȃȞԤጣႫຜᓜၾټᔖޱҐත៩१ौҺܾၥଉ࣏ȟ
ԤጣႫຜᓜၾټᔖޱԤήӖלϞΙޱȂџᄺԙϴҁҺܾݲΠΪ
ϤనٗоኇҺܾપוϞᡗѶϴҁ࣏Ȉġ
ȞΙȟҐᄇҺܾࣺᄇΡшϷත៩ڏএտᓜၾҬϞ௲᠌ቋਿڏܖᓺ
ඏॎᆗПԒޱȄ
ȞΠȟᄇӣਢ୵ΠএоΰҬϞಢӫѪԤᓺඏȂҐᄇҺܾࣺᄇΡ
шϷත៩ڏᓺඏॎᆗПԒޱȄ
Ȟέȟฒғ࿋౩ҥܢ๘оᄇѴත៩Ϟ௲᠌ቋਿܖᓺඏॎᆗПԒٱ
ҺܾޱȄ
ࠉϞ௲᠌ቋਿܖᓺඏॎᆗПԒԃԤ፡ᐌȂϫܻ፡ᐌਢᄇҺܾࣺᄇ
ΡшϷත៩Ȅġ
ΪϲȃȞᇄཾҬཾٱޟкᆓᐠᜰϞϷώȟ
ҏོᇄҬཾٱޟкᆓᐠᜰ൷ԤጣႫຜࣺᜰཾٱϞϷώٱȂٷᐃҏོ
ΞΪΞԑΪΙТϤРҏོᇄড়ଉ༈ኬۏষོϞڞ፡๖፣ᒲ౩Ȅ
ΪΜȃҏೣጒᇳ݂߽ବᄇԤጣႫຜࣺᜰཾٱငᕊ࣏Ȃ൷џਖ਼ЅϴҁҺܾݲ
ϞᄘኺٽҰᇳ݂ȇএਰϞ౩ϫ൷ڎᡝٱᄂёоᇯۡ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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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核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0
條，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廣播電視事業、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因配合防疫需要而受指定播放防疫資訊、節目者，
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得視其受影響情形，放寬一定期間廣告時間，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規
定之限制相關規定
1.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6 日通傳內容字第 10948007830 號令發布

一、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十條規定，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因配合防疫需要而受指定播放防疫資訊、節目者，通訊傳播主管機
關得視其受影響情形，放寬一定期間廣告時間，不受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
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二、有關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所屬頻道之廣
告播送時間如下：
（一）適用對象：
1.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屬頻道（不含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所屬之客家電視台、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華視
教育文化頻道、國會頻道 1 台及國會頻道 2 台）。
2.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所屬頻道（不含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所屬之原住民族電視台、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無畫面之音
樂頻道及成人頻道）。
（二）適用期間：自指揮中心指定播送終止日次日起，至一百一十年六
月三十日止。
（三）廣告播送時間：除依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三十六條外，各事業所屬頻道可增加廣告播送規定如下：
1.播送時段：適用期間放寬之廣告播送時段需與指揮中心指定播
送時段相同。
2.每時段播送廣告總時間：放寬適用期間每時段播送廣告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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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得超出指揮中心同時段指定播送廣告總時間。
3.每時段播送廣告時間：放寬適用期間每日每時段播送廣告時間，
不得超出指揮中心每日同時段指定播送廣告時間。
4.節目起訖時間橫跨整點者，放寬該節目得播送之廣告時間，仍依
指揮中心同時段指定播送時間區隔，按比例依前開規定辦理。
（四）單則廣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者，應於播送畫
面上標示廣告二字。
三、有關廣播事業之廣告播送時間如下：
（一）適用對象：受指定播送防疫資訊、節目之民營且具商業性質廣播
事業（不含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漢聲廣播電臺、國立教育廣
播電臺、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復興廣播電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客家委員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臺北廣播電臺及高雄廣播電臺）。
（二）適用期間：自指揮中心指定播送終止日次日起，至一百一十年六
月三十日止。
（三）廣告播送時間：除依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外，各事業可增
加廣告播送規定如下：
1.播送時段：適用期間放寬之廣告播送時段需與指揮中心指定播
送時段相同。
（1）整點聯播時段：於整點聯播時段之一小時內播送，並不得
移至其他時段播送。
（2）非整點聯播時段：於指定播送時段內播送，並不得移至其
他時段播送。
2.每時段播送廣告總時間：放寬適用期間每時段播送廣告總時間，
不得超出指揮中心同時段指定播送廣告總時間。
3.每時段播送廣告時間：放寬適用期間每日每時段播送廣告時間，
不得超出指揮中心每日同時段指定播送廣告時間。
4.節目起訖時間橫跨整點者，放寬該節目得播送之廣告時間，仍依
指揮中心同時段指定播送時間區隔，按比例依前開規定辦理。
四、未依指揮中心指定播送防疫資訊、節目者，不得適用前開廣告播送時間規
定，違者依違反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辦理。
五、配合本解釋令之相關監理事項將另函知廣播電視事業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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