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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於1980年代出現，一路蓬勃發展。近幾年雖受網路影音發展影響，收視戶減少，但仍為民眾

收視節目及廣告等視聽內容之主要來源。因此有關維持頻道正常播送，減少甚至避免發生斷訊情事，攸關訂戶即台灣
大多數民眾權益，不宜僅因提供頻道內容之頻道供應事業及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雙方未能合意，即任意斷
訊。於雙方協議不成時，行政權應予以適度介入，力謀雙方達成協議，必要時以暫訂授權條件費用之方式，供雙方當
事人做為訂定契約之依據，以維持頻道播送不致斷訊。而此涉及人民權利及義務，基於法律保留原則，應於相關法律
明定其標的、程序之開始、進行及終結、專業人士之參與、作成費用決定之過程及拒絕依決定後之費用訂約之法律效
果等。

二、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處理有線電視授權條件費用爭議之相關規範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有廣法）第5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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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訂戶收視之節目或廣告，由頻道供應事業與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訂定授權契約，傳送至播送平
臺，再由播送平臺與訂戶訂定契約，訂戶支付費用後始得收視。各播送平臺中訂戶數最多者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截至109年第4季為止，全國共有64家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為4,867,591戶，普及率達
54.49%1。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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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影響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或系統經營者間收益之分配，亦影響訂戶得收視頻道之範圍及期間。

有鑒於此，有廣法第55條明定有關上開爭議，當事人得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調處，使
當事人於提起民事訴訟前，有一解決紛爭之機制，於調處成立時，當事人自應依調處結果辦理；調處不成立時，再
依民事訴訟程序解決當事人間之爭議。

有效解決紛爭 保障訂戶權益

有線電視授權條件費用爭端解決機制之調整

文｜李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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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年增訂仲裁制度之有廣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109年修正草案）
（一）有鑒於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有關授權條件費用之爭議，具高度專業性且內容繁瑣，為維護訂戶收視權

益及有線電視上下游產業之健全發展，本會參酌加拿大廣電傳輸規則（ Broadcasting Distribution Regulations 

SOR/97-555）第12點爭端解決程序（Dispute Resolution）之仲裁規定及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有關強制仲裁之規
定，增訂訴訟外爭端處理機制。

（二）修正重點如下

1.增訂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代理商間有關頻道播送、授權條件及訂戶數認定之爭議，得申請調處；另增訂有關授
權條件費用之爭議於調處不成時，當事人另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或中央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時
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修正條文第55條）

2.增訂仲裁委員與主任仲裁委員之選定或指定，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仲裁委員之遴聘與解聘、資格條件、
選定與解除、遵行規範、仲裁與調查程序、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修正條文第55條之1）

3.主管機關應於一定期間內組成仲裁委員會，並召開仲裁會議、仲裁委員會作成仲裁判斷書之期間及逾期未作
成仲裁判斷書之效果。（修正條文第55條之2）

4.作成仲裁判斷之方式及仲裁程序因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即告終結。（修正條文第55條之3）

5.仲裁判斷之效力。（修正條文第55條之4）

調處程序流程說明2圖1

仲裁程序流程說明3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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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研析

1.109年修正草案係參考、援引「勞資爭議處理法」之強制仲裁規定，另訂仲裁相關規定，此新設之訴訟外爭
端處理機制與勞資爭議處理法之仲裁規定相較，其內容過於簡略，對當事人程序保障顯有不足，難謂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2.強制仲裁規定之缺失：

（ 1）按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之授權條件費用，為人民私法上之法律關係，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由
雙方當事人訂定契約，依其合意決定金額。於未能達成合意時，除終止授權外，亦得依當事人一方之單
獨行為或經雙方之合意，循相關行政作用法明定之爭端解決機制或民事訴訟程序解決紛爭。而109年修
正草案規定之「強制仲裁」制度，即第55條第4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認有損害訂戶權益、影響市
場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情節重大時，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並通知雙方當事人。」，於授權條件費用未能
達成合意時，行政機關如認有公益上之理由，得不問雙方當事人意思為何，依職權介入當事人間私權紛
爭，作成仲裁判斷，逕自決定授權條件費用並強制雙方當事人遵行，違反契約自由原則，並使當事人無
從自主選擇紛爭解決機制。

（ 2）「強制仲裁」之事由為不確定法律概念。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94號及第768號解釋，如法律規
定之意義，自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觀察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
所欲規範之對象，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而「強制仲裁」之事由，即有損害訂戶權益，影響市場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情節重大時，是否符合
上開司法院解釋之「明確三要件4 」，亦即「可否理解、可否預見、可否審查」三項要素5，似尚有檢討
空間，有關「強制仲裁」事由應更加具體明確。

3.就仲裁委員會所作成之仲裁判斷，依109年修正草案第55條之4規定：「仲裁委員會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
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雙方當事人均不得再為爭訟，卻未能就不得爭訟規定符合憲法
第23條之公益原則及比例原則之理由詳細說明，嚴重影響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四、 電信管理法相關爭端解決機制之內容及納入有廣法規範之研析
（一）裁決程序

1.事由

市場顯著地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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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達成
協議者。（第31條第3項）

2.主要程序

（ 1）任一方檢具申請書及相關佐證文件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市場顯著地
位者互連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

（ 2）本會得限期命各方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限期提供相關資料或通知到場陳述意見，並就事件有關事實為
必要之調查。並得邀請學者、專家及與裁決事項有關之其他行政機關、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裁決會議，
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市場顯著地位者互連管理辦法第19條）

（ 3）本會應於收到裁決申請書之日起3個月內作成裁決書。（市場顯著地位者互連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

3.法律效果

（ 1）市場顯著地位者應依裁決結果辦理。（第31條第3項）

（ 2）市場顯著地位者未依裁決結果辦理，本會對其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止其登記。（第73條第1項第3款）

4.救濟

裁決為本會所為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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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研析

1.市場顯著地位者與其他電信事業間之網路互連、接取網路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利用等，對消費者權益影
響重大，於其他電信事業提出或修改之要求時，雙方當事人應於一定期間內達成協議；不能達成協議時，本
會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有進行裁決之必要。

2.網路互連、接取網路元件或相關電信基礎設施利用等裁決事項具有高度專業性，為使裁決程序更加周延，並
兼顧消費者及電信事業之權益，自得命各方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提供相關資料、到場陳述意見，並邀請學
者、專家或相關人員列席裁決會議。

3.本會作成之裁決結果具有強制力，市場顯著地位者有依裁決結果辦理之義務，未依裁決結果辦理者，應處以
行政罰，以促使市場顯著地位者儘速與相對人之電信事業達成協議。

五、 解決方向-兼顧爭議當事人及訂戶之權益保障
（一）裁決應依當事人之申請為之。而行政機關依職權交付裁決，此種強制仲裁違反契約自由原則，並使當事人無從

自主選擇紛爭解決機制，已如三（三）2.（ 1）所述。如欲採用此立法例，應敘明具相當之公益上理由。

（二）對於裁決應賦予其一定之效力，如電信管理法第73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立法例，對於未依裁決結果辦理者，處
以行政罰，使受處分人有依裁決結果辦理之作為義務。受處分人如認裁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亦得依行
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亦不致侵害其依憲法第16條規定所保障之訴訟權。此種立法例亦頗值
參考。

六、 110年5月增訂裁決制度之有廣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草案係於110年5月
11日公聽會上所提供，以聽取各界意見，尚非本會送行政院審查版本） 6

（一）109年修正草案之內容有若干值得檢討之處已如三（三）所述，本會於110年重新擬具增訂裁決制度之有廣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110年修正草案）。

（二）修正重點如下

1.明定頻道代理商之定義。（修正條文第2條）

2.增訂授權條件費用之爭議於調處不成時得申請裁決及調處或裁決期間不得任意斷訊規定。（修正條文第55條）

3.增訂調處會組成及調處程序。（修正條文第55條之1）

4.增訂裁決諮詢會組成、委員人數及決議比例。（修正條文第55條之2）

5.增訂裁決程序相對人應提出之資料、申請人及相對人應依裁決決定辦理之義務及中央主管機關得終止裁決程序
之情形。（修正條文第55條之3）

6.增訂違反不得斷訊義務之罰則。（修正條文第66條之1）

7.增訂未依裁決決定辦理之罰則。（修正條文第66條之2）

（三）內容研析

1.110年修正草案第55條第2項規定：「……有關頻道授權條件費用爭議，調處不成時，當事人一方得於調處不
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於當事人調處不成時，其中一方得申請裁決，且無強制裁
決之規定，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及自主選擇紛爭解決機制之權利。

2.110年修正草案第55條之2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裁決事件，得成立裁決諮詢會。」，同條第2項
規定：「裁決諮詢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並依下列方式組成：一、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二至三人。二、傳播、法
律、財經或消費者保護之專家學者代表三至四人。」，同條第5項規定：「裁決諮詢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作成裁決諮詢意見後，送中央主管機關作成裁決決定。」。按授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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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費用有其高度專業性，為求裁決程序之周延，明定成立裁決諮詢會，成員除本會代表外，並有半數以上為
專家學者代表，以納入專業意見，並明定出席人數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以求慎重。而裁決諮詢會作
成意見之性質係提供諮詢，故應送本會委員會議作成裁決決定。

3.110年修正草案第55條之3第2項規定：「裁決諮詢會得參考申請人及相對人提出之授權條件費用作成裁決諮
詢意見，申請人及相對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裁決決定辦理。」。按裁決諮詢會作成裁決諮詢意見，自應參
考申請人及相對人雙方有關授權條件費用之主張，如此可瞭解雙方當事人爭議之所在，進而作成儘量能讓雙
方當事人接受之授權條件費用，並明定申請人及相對人應依裁決決定辦理，以落實裁決之效力。

4.110年修正草案第66條之2規定：「系統經營者、頻道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違反第五十五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未依裁決決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本條規定即強制系統經營者、頻道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負有依裁決結果辦理
之義務，違反者應處以行政罰，以促使裁決之申請人及相對人儘速依裁決決定所定之授權條件費用締結授權
契約。又本會所為之裁決決定為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處分，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如認為損害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自得提起行政訴訟，110年修正草案不再採「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立
法例，以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七、 結語
（一）按有關頻道授權條件費用，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惟其決定結果，將影響第三人即訂戶之

收視權益。為維護社會公益，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之私法自治原則應有所限制，行政權應適度介入，
盡力尋求雙方當事人之合意，避免頻道停止播送，造成訂戶權益受有損害。

（二）而行政機關為尋求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合意之調處方式，其功效有限，於一方或雙方堅拒調處時，仍
會發生頻道停止播送之風險，故應賦予行政機關更有效之處理方式，例如仲裁或裁決等，於調處不成時，由行
政機關於一定條件下，暫定授權條件費用，雙方當事人依該費用訂定頻道授權契約，不僅可有效解決雙方當事
人爭議，亦可確保訂戶權益。而就有關如何確定授權條件費用，行政機關自宜引進外部專家學者之意見予以作
成，以求公正客觀，並提升決定之品質。另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應認行政機關對於授權條件費用所為之仲裁
或裁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提起訴訟，由司法機關為終局判決。

（三）有關頻道授權條件費用爭議，涉及訂戶權益，行政機關自應有積極作為，惟應在確保眾多訂戶權益之公益及尊
重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契約自由之私益間，力求二者之平衡，不宜過度偏重其中之一。且應在決定費用
之前，先藉由調處尋求雙方之合意；於決定費用之後，並應容許不服之當事人得提起訴訟救濟，如此始能保護
訂戶不致遭受頻道斷訊之風險，且可使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支付及收取合理授權費用，而共創三贏的局
面。

 （作者為法律事務處專員）

1 本會網站>業務統計>傳播類>營運概況>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依集團），110年2月8日，網頁：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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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處理機制」，網頁：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9121/8_42343_191211_1.pdf，最後檢視日：110年6月15日。

3 同註2，最後檢視日：110年6月15日。

4 參見許宗力，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從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談起，臺大法學論叢第41卷第4期，2012年12月，1688頁。

5 釋字第767號解釋，詹森林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網頁：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67，最後檢視日：110年6月16
日。

6 本會網站>新聞公告>公開說明會>公聽會，110年4月30日，「『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網頁：https://www.ncc.gov.tw/
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4195&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5992，最後檢視日：11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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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信管理法下射頻器材之分級及其管理
一、為何要管制射頻器材之原因

隨著通信技術及產品的蓬勃發展，人們已經能夠輕易地將聲音、影像或數據等資訊，有效率且快速地傳送至世
界各地，其中所倚賴者即為無線電頻率及射頻器材。

關於無線電頻率，基於「電波無疆界」之特性，為了避免不同國家所使用之無線電頻率相互發生干擾，國際電信
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各會員國間實施無線電頻率之分配及無線電頻率指配之登
記，並且制訂無線電規則（ Radio Regulation），供各國制訂其國內規則參考。我國目前雖非ITU的會員國，但是為了
讓我國無線電頻率使用與國際接軌，仍參照各會員國做法，制訂我國使用的無線電頻率分配表並隨時配合修訂。

在完備我國頻率分配之規劃後，緊接著即是射頻器材管理，參考國際先進國家訂定各類射頻器材技術規範，利
用技術規範對各項射頻器材之使用頻率及最大輸出功率加以管理，避免其使用無線電頻率產生相互干擾，並期使無
線通信之應用發揮最大效益，因此「維持電波秩序」成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管制射頻器材的主要
原因。

二、電信管理法下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在射頻器材的管理上，以往「電信法」對於射頻器材的管制，係將所有具有射頻功能之射頻器材皆納為本會所

管制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並以公告方式排除不受本會管制的射頻器材項目；而「電信管理法」對於射頻器材的管
制，則非所有射頻器材皆受本會管制，僅有在電信管理法第65條第2項公告範圍內的射頻器材，本會才加以管制；
在評估各種類、項目之射頻器材對於國內電波秩序之影響程度後，將可能產生干擾電波秩序者，公告為本會管制的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必須透過取得審驗合格或專案核准等方式（即所謂「前市場管理」機制），才得以在國內製造、
輸入或在市場上販賣，防止後續該等器材之使用發生電波干擾情形；因此，依公告可將射頻器材區分為「電信管制

後市場把關 自由流通更享創新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監理制度的調整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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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器材」及「非管制射頻器材」；並依公告將規管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分為「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
「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並明定各級器材所包含
之項目，進行分級管理；其中「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公告項目如下：

                   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一、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略）

二、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一）無線電信終端設備。（二）有線電話無
線主副機。（三）天線直徑三公尺以下之固定
衛星地球電臺。（四 ）行動衛星地球電臺。
（五）個人定位無線電示標（ Personal Locator 
Beacon, PLB）。（六）隨插即用之無線射頻零
組件／模組。（七）低功率射頻器材，但不包
括下列器材：1.無線射頻辨識器材之被動式電
子標籤。2.不具無線通信功能之無線充電器。
3.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之無線遙控
器，且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毫瓦特 （mW）以下
之器材。

不同於電信法下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
可之項目」，依電信管理法所公告之「應經核准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已解除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毫瓦（mW）
以下無線遙控器之管制，在於考量無線遙控器已發展數
十年，相關技術亦成熟穩定，且其具有短距離、短時間
發射之特性，經量測及評估結果造成電波干擾之情況微
乎其微，於109年9月16日訂定「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時，即將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mW以下之無線
遙控器解除列管，以符合電信管理法第65條射頻器材自
由流通使用之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解除管制的射頻器材仍應符合
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之相關規定，如果後續使用上
發生電波干擾情形時，本會仍得透過「後市場管理」機
制，將不符合規定之器材責成製造商或進口商應負責下
架及回收，並限制或禁止該等器材之使用（電信管理法
第67條規定）以確保社會大眾無線通信使用之權益。

貳、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處
置及預防

一、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現況

在資通訊產業快速發展下，射頻器材的種類日趨繁
雜，組合應用亦推陳出新，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各式各
樣具有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使用，其中具有
藍芽連接功能的音響及耳機等低功率射頻器材，已逐漸
成為民眾生活中依賴性極高的日常用品。

隨著消費者開始習慣使用及依賴各種電子產品（指
具有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上對於該類
器材的供給也因應消費者的需求而增加，因而出現了市
場商機；除實體銷售通路外，伴隨網路購物的逐日興
盛，這些較貼近民眾日常生活會使用的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也開始於各大網路購物平台上銷售買賣，例如智慧
型手錶、無線耳機及具有藍芽傳輸功能的體重體脂機等
皆可見於網路上販售。

賣家（尤其是個人賣場）於網路上販賣低功率射頻
器材時，時常疏忽該類器材之相關管制法規，以致網路
上經常出現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情形。在本
會每年處理的檢舉案件中，即以「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檢舉案占大宗，且大多發生於網路販賣上，檢
舉事由以「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及
「販賣標示不實審驗合格標籤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為
主。以下將探討網際網路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
相關議題。

二、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法律罰則
規定與本會處置方式
在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案件中，較常出現的

類型為「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以
下先說明電信法及電信管理法之罰則規定並比較二者之
不同，再說明本會對於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處
理：

（一）電信法下的罰則規定

如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發生於
「電信法」時期，涉及違反電信法第49條第3項規定，依
同法第65條第1項第10款及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器材之一部或全部。

（二）電信管理法下的罰則規定

如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係發生於
「電信管理法」時期，涉及違反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81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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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
正而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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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上述電信法與電信管理法所適用之罰則規定可以看出，電信管理法除了「罰鍰」的行政罰手段外，並增
加「警告」的行政罰手段，給予本會針對個案情節有更多的裁量空間；另外有別於以往電信法將違法「製造」、「輸
入」及「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等行為以一個條文來規範（電信法第49條第3項），並適用相同的罰則規定（電信法
第65條第1項、第2項），在電信管理法中則將違法「製造」、「輸入」及「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行為分別規定
於該法第65條第2項及第66條第1項，並僅有違法「製造」、「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有沒入之處罰規定（電信管理
法第80條第2項），至於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則已無沒入之處罰規定。

另外附帶一提，在電信法中尚有處罰「公開陳列」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行為（電信法第49條第3

項），至於電信管理法則不再對「公開陳列」行為限制；甚至連以往在電信法中「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皆須
事先經本會許可（電信法第49條第1項），而在電信管理法中亦不再對「持有」行為加以管制。

再者，電信管理法對於違法「製造」、「輸入」行為採取較嚴格的管制，例如罰鍰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較違法「販賣」行為之罰鍰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重，且相較於電信法時期（電信法第
65條第1項）之罰鍰額度（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也比較高；另電信管理法對於違法「販賣」行為則採取
較寬鬆的管制，甚至較電信法時期之管制強度更低，例如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罰鍰金額電信管理
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相較於電信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得輕，並另設計有「警
告」之行政罰手段可資運用。

綜上比較可知，電信管理法已明確區別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對於前端的「製造」、「輸入」行為採取嚴格管制，
並對於後端的「販賣」行為採取適度放寬管制。

（三）本會受理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檢舉案件處理流程

本會受理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檢舉案件處理流程圖圖1

由圖1可知，如經本會調查結果屬類別b「商品網頁標示不實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除涉及違
反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1項規定，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外，因尚有「盜用」、「標示不實」之行
為，涉及違反刑法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罪或第255條妨害農工商罪，本會於檢舉人提供完整事證後，移送警局以刑
事案件處理之。

至於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如未有「盜用」、「標示不實」之行為，僅是未標示審驗合格標
籤資訊，由圖1可見其將實體店面販賣與網路販賣分別處理，如屬類別c「實體店面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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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器材」，經本會查證結果屬實，則直接依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1項、第81條第1項）規定裁處之。如屬類別a「商
品網頁未標示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則以涉及違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依同條第2項規定，由本會通知網站賣家限期改正（於網站上標示器材審驗合格標籤及其型號資訊）並暫時停止
其販賣該商品至改正完成為止。

然而，符合上述流程圖類別a之情形，其中可能為「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未標示審驗合格標籤等資訊
而販賣」，或為「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未標示（無法標示）審驗合格標籤等資訊而販賣」，皆以涉及違
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第2項規定處理，未就可能符合類別a之所有情況加以
細分處理，是否合於現行法規規定，實有待商榷；且在法律已有明文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須經審驗合格始得販賣
下，又將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行為以發生於實體店面或網路賣場而做不同的處置，如無正當事由，則本會
做成之行政處分似有違反平等原則的疑慮。

三、本會的預防政策
為了減少甚至根本解決本會近來受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檢舉案的問題，除了以法律明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須事

先經審驗合格，始得販賣外；將已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資訊置於本會建置的型式認證查詢資料庫
中提供民眾於網站內查詢及辨識，避免民眾誤買未經審驗合格產品所產生之消費爭議；及函請網路購物平台業者向
網站賣家宣導遵守本會相關法規，並確實執行平台下架管理政策；並調整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法規之適用，以降
低器材申請審驗之成本，並增加申請人申請器材審驗之意願等等，為本會採取之預防措施。

參、從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處罰案反思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管制
與解除管制

一、儘管電信管理法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監理採取有別於電信法之規管方式，區分行為人的行為態樣，將違法
「製造、輸入」與違法「販賣」分別規定，適用不同的管制強度；且電信管理法第65條第2項公告之「應經核准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亦解除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mW以下之無線遙控器管制。然而，本會受理違法販賣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之檢舉案並未因此而有減少的跡象，除了對各類檢舉案的違法情態及被檢舉原因做檢討分析，找出
管制環節上所產生的問題外，實應積極思考現行法規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制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及管制
是否合於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實況。

二、罰則之必要性

（一）對於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檢舉案，如前所述，本會透過責成網站賣家下架未符合規定之器材並暫
停販賣，亦透過行政罰（如警告或罰鍰）及刑罰手段加以制裁；然而即使法律已明文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須經審驗合格始得販賣，並有相應的罰則規定，仍有部分賣家不惜遊走法律邊緣，於網路上販賣未經審
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多是以販賣低功率射頻器材（例如無線耳機或音響等具有藍牙連接功能之
產品）為主。

（二）事實上，這些低功率射頻器材（多屬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影響電波秩序之情形相較於第一級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如基地臺、無線電臺等）來得小甚至是微乎其微，是否有必要採取相同強度的管制手段限制
該類器材於市場上流通？值得思考。尤其是電波秩序既不可能因（少數或眾多）消費者使用例如藍芽耳機
或音響等低功率射頻器材而遭受破壞下，消費者貨比三家的消費習慣也不可能有所改變，眾多販賣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之實體店家或網站賣家，也必須面對隨時有人出於不同動機檢舉的營業風險，管制該等器
材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是否確實助於本會維持電波秩序之目的？以及本會為了查處大量檢舉案件須付出
的行政成本是否值得？又發揮何等功效？都將成為本會持續檢討是否調整管制的重要因素。

（三）罰則並非國家機關為保障公共利益唯一且最有效率的手段，然而在國家機關決定採取罰則手段以維護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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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時，必須確保所採取的手段能夠合於民
眾的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實況，才得以落實
憲法課予國家機關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應遵守
之比例原則。

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制VS解除管制的取捨

（一）本會雖於109年9月16日依電信管理法第65條
第2項授權公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項目，鬆綁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mW以
下之無線遙控器管制。惟於該公告尚在草案
階段時，本會曾經考量亦適度鬆綁最大射頻
輸出功率10mW以下之藍牙（ Bluetooth）、
Zigbee、近場通訊（NFC）等低功率射頻器
材。（公告草案如下）

              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草案              

一、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略）

二、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一）無線電信終端設備。（二）有線電話無
線主副機。（三）天線直徑三公尺以下之固定
衛星地球電臺。（四 ）行動衛星地球電臺。
（五）個人定位無線電示標（ Personal Locator 
Beacon, PLB）。（六）隨插即用之無線射頻零
組件／模組。（七）低功率射頻器材，但不包
括下列器材：1.無線射頻辨識器材之被動式電
子標籤。2.不具無線通信功能之無線充電器。
3.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工作頻段為2.4 

吉赫茲（GHz）之藍牙（ Bluetooth）、Zigbee

技術，或工作頻段為13.56百萬赫茲（MHz）之
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技術，且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0毫瓦特（mW）
以下之器材。4.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
之無線遙控器，且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毫瓦特
（mW）以下之器材。

有鑒於外界對開放10mW以下之低功率射頻器
材仍有疑慮，例如考量目前其他先進國家尚未解除
該等器材之管制，解除管制該等器材是否將產生資
安風險等等；因此暫行不予解除管制，而僅鬆綁最
大射頻輸出功率1mW以下之無線遙控器管制。

（二）然而隨著5G世代來臨而興起之物聯網產業及
各種智慧應用，能夠期待未來將出現種類繁多
的複合性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較之下，因藍
牙、NFC等無線傳輸技術已發展許久，亦具
有短距離傳輸及發射功率低的特性，且操作於
免執照頻段，將該類器材解除管制勢必成為未
來的趨勢；除可減輕業者進口該等器材之成本
外，亦可促進國內產業發展，有利於器材之創
新應用，更趨符合電信管理法第65條射頻器材
自由流通使用之原則，甚至使得本會受理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之檢舉案得因該類器材解除管制
而減少。

（三）許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多為低功率射頻器
材）已成為民生物品，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
關，可以預見未來物聯網的時代將有更多形形
色色的低功率射頻器材上市，並被廣泛使用於
日常生活當中，是否有必要繼續維持現有的管
制，為本會應及早思考的問題。舉例來說，日
本鑑於極低功率無線設備（ ELP）應用日漸廣
泛且功率極低不易造成干擾，因此有條件開放
ELP設備如符合規範允許值者，得免驗免照販
售使用。

後續再透過後市場管理機制，由官方機
構於市場上抽驗這些無須事前經過審驗的射頻
器材，如經抽驗結果有未符合規範允許值者，
販賣商將負有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國內雖
無類似日本開放「極低功率無線設備」使用機
制，本會或可借鏡日本或是其他先進國家對於
射頻器材的管制方式與經驗，持續檢討國內對
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監理，以期加速產品上
市帶動本國產業之發展。

肆、結語
觀察本會受理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檢舉案，

被檢舉之器材多以低功率射頻器材為主，且多為本會
前曾於109年6月17日預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草案時，原擬解除列管之最大射頻輸出功率10 mW

以下之藍牙（ Bluetooth）、Zigbee、近場通訊（NFC）
等低功率射頻器材。

在目前的「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公告

專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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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筆者認為民眾的消費習慣已有所改變，網路購物逐漸成為民眾經常使用的消費模式，透過與網路購物平台業者
合作方式，將本會已建置的「NCC型式認證查詢資料庫」與平台業者的系統連結，使網站賣家於產品上架前須先經
過查核程序認證，確認上架產品如屬本會所管制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已取得型式認證才得以上架販售，以減少
網際網路違法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情形，或許是現階段比較可行的作法。然而，在電信管理法等相關法規尚未
有明確規範業者之協力義務前，業者是否即負有配合本會政策執行之義務，當是本會決定採行此作法時會面臨到的
另一項問題。

本文認為鑑於資通訊產業的快速發展，具有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已被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本會更
應積極檢討「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制項目是否仍合於現今產業發展實況，如果一再地以「維持電波秩
序」為由，繼續將技術發展已成熟穩定、且影響電波秩序情形幾乎不存在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納為本會「前市場管
理」之管制對象，是否確實有助於達成「維持電波秩序」之目的，以及國內產業技術之發展，確實值得省思。

或許借鏡日本開放「極低功率無線設備」使用機制，我國亦可考量不再透過「前市場管理」機制事前管制技術發
展穩定度高、且影響電波秩序情形極低的低功率射頻器材，使該等器材得及早於市場上自由流通，而透過「後市場
管理」機制來監理（電信管理法第67條）才是解決現況的最佳對策，除了使射頻器材能更加自由流通使用、利於產品
研發創新並縮短上市期程外，也能讓消費者享受使用新科技產品及其各種創新應用服務所帶來之便利性。

（作者為法律事務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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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通訊傳播科技匯流技術及產業趨勢隨著網際網路發展，讓視聽服務不再限於以傳統廣播電視播送方式提

供，而是藉由網際網路將視聽服務提供給各種終端連網裝置使用者。以往收看電視節目必須在有電視的特定場所才
能收看，而透過OTT（ over-the-top）1視訊服務打破了這樣的限制，只要透過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連接行動網路即可上網觀看節目，其隨時、隨處觀看的便利性，讓收視者的收視習慣逐漸從傳統電視媒體開始分
散、轉向至OTT視訊服務。

這樣的趨勢也讓世界各國不論是無線電視、有線電視、頻道業者或電信業者了解OTT視訊服務市場將來可產生
的驚人效益，因此前揭業者中的部分經營者開始拓展服務版圖，經營OTT視訊服務，因為不提早進入OTT視訊服務
市場，將來只會有更多其他競爭者進入OTT視訊市場2。而進入OTT視訊市場較晚的業者，越難在OTT視訊服務市場
取得一席之地；也因此業者紛紛積極投入經營OTT-TV的市場，亦是影響臺灣OTT產業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OTT視訊服務（以下簡稱OTT-TV）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創新與改變的新商機，但也帶來許多挑戰。由於網際網路
視聽服務具跨國界、跨產業等特性，其經營者可能來自境內或境外，商業經營模式更是相當多元，有以廣告為營收
來源或以收取訂閱費用為營收來源，甚至兩者兼具；而就內容提供方式，又分以類電視之線性頻道提供服務或以隨
選方式提供服務（ VOD）等種種不同的經營模式，除了提供視聽者更多元的收視選擇外，同時也衝擊臺灣相關產業
的發展及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難度等，綜觀以上現象將析述於後。

貳、OTT-TV之管理-我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草案之分析
一、總則

第一章總則章條文共有4條，分別明定立法目的及宗旨、專法與其他法律適用關係、用詞定義及主管機關。草案第

專法與否 在摸索與嘗試中逐漸完善

OTT-TV之發展與管理-以臺灣為例
文｜邱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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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表明：「為促進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發展，保障公眾
視聽權益，維護我國文化，特制定本法。」說明立法目
的。

第2條則是明定專法草案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
其體例與「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第1條第2項體例相
仿，而該草案之立法總說明明確指出「本法以基本法的
性質針對網際網路提供一低度規範與治理模式」3。學
理上對於基本法有不同的討論，其一為從「規範內容」
探討，認為基本法是「規範特定行政領域之綱領性、原
則性及政策性之專法，鮮少直接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或
行政組織架構權限。」4另一探討方向，則是從「規範
效力」進行探討，該說認為基本法是特定事項的基準規
定（即最低標準），應優先適用，除其他法律有更優於
基本法之規定，或明文排除基本法之特定條文適用，才
例外適用其他規定 5。」惟參109年7月22日提出之草案
內容，不論是採「規範內容 」或是「規範效力 」之論
點，皆有難以符合之處。

首先，就部分條文內容，已逾越綱領性、原則性
及政策性規定之範圍，直接課以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
〔如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草案（下稱OTT專法草案）第
2章〕。其次，若從規範效力判斷，草案第2條之立法理
由直接敘明，「本法適用關係，對於服務事業營運及內
容提供，除適用本法之規定外，尚應適用各該行為應適
用之法律。除民、刑法外，例如平臺營運應遵守消費者
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似僅為普
通法之規定，其就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之內容規定及完
整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與
OTT專法草案相較之下，兒少法應為OTT專法草案第13

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規定，惟查若有違反兒少保護之規
定時，依本會109年7月公告之草案罰鍰之法定最高額，
明顯高於兒少法之規定。

在兒少法屬特別法，OTT專法屬普通法，其罰鍰
額度卻較兒少法高的情況下，依據特別法優先適用原
則，會優先適用兒少法，只有在兒少法所未規定的違法
行為類型，才會適用OTT專法較為概括的普通法規定。
但OTT專法罰鍰金額卻較兒少法為高，反而顯得兒少法
所特別規範的違法行為違法程度較低，但以兒少法立法
目的而言，應是為保護兒少所特別制定之專法，其為貫
徹立法目的應會將違法程度較高之行為納入規範。如以
OTT專法罰鍰額度高於兒少法，反令人有兒少法所納入
規範之違法行為，其違法程度較低所以處較低罰鍰的認
知。因此本會目前於110年4月提出最新版本的草案內
容，已將第13條第1項對應罰則刪除，應可避免前述法
律適用爭議問題。

草案第3條用詞定義，規定適用對象之範圍，無疑
為草案的核心條文之一。依據草案第3條第1款規定：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指以自己名義，經由網際網路，
將經編輯、篩選之視訊內容提供我國使用者收視、聽並
收取對價或從事廣告營利之服務。」本條之規定，於公
聽會討論中，多有意見表示應將社群平臺Youtube納管
之意見，是否應等同視之，透過以下幾點來進行討論。

首先，草案的定義之下，不論是提供線性（如：
LiTV）或是非線性（如：Netflix、LineTV、friDay影音）
等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的平臺提供者，皆被納入規管的範
圍。而使用者自行分享內容或是以自身經驗分享或交流
資訊為核心的社群媒體平臺（如： T w i t t e r、
Facebook、Youtube）則不受到規範，因為前述的社群
媒體平臺，在上傳分享視訊內容時，平臺並無事先篩選
或是編輯相關視訊內容，因此在草案的立法說明中明確
表示不包括上開以分享使用者分享內容（U s e r 

Generated Content, UGC）及以交流資訊（觀點或經
驗）為主之社群媒體平臺服務。但是部分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提供者對於社群媒體平臺雖然在事前並無編輯或篩
選視訊內容，但仍具有一定的事後編輯審查權限。如
Youtube的黃標機制6（即所分享內容包含暴力、仇恨性
言論、色情等不當主題），即產生條文所稱之將經編
輯、篩選之視訊內容提供使用者收視，而應將其一併納
管的意見，但本文以為，若僅透過事後審查機制標準的
篩選，似難構成「以自己名義提供經其編輯、篩選之視
訊內容服務」，而不受該草案條文規範。

第二，所謂以自己的名義為要件，如以Youtuber

或是網路直播主播以其頻道訂閱人數與點閱數多寡作為
獲得利益來源，參與平臺業者的分潤機制，參考歐盟歐
盟視聽媒體服務修正指令前言第3點、與第1條1項b款及
d款，因節目係使用者上傳提供，該類平臺並未有效控
制節目挑選，不屬以平臺的名義上傳，故不屬視聽媒體
服務，非屬OTT專法草案所規範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
本會在4月份所提出的最新版本草案中對於第3條之立
法說明亦參考了歐盟視聽媒體指令的解釋，強化了排除
UGC適用草案的說明。

二、登記及管理
第二章條文總計10條，是整部草案最重要的一章，

本章包含了境外業者的登記代理人制度與自願及強制登
記、資訊揭露義務、大陸地區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的訊號
攔阻、內容監理與自律義務等，以下將擇要分述之。

（一）境外業者的登記的代理人制度與自願及強制登記

草案第5條依據本會最新提出的草案條文，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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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中指出為利境外事業之行政聯繫並兼顧消費者權益
保護，於第二項明定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辦理
第一項之登記時，應指定代理人處理與本法相關之事
務，並應併同檢附代理人相關資料。按本會所做調查顯
示臺灣目前付費收視最高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分
別以Netflix（網飛）及愛奇藝分居第1和第2，訂閱率分
別占61.9%和42.4% （可複數訂閱）7。由前述調查顯
示，我國訂閱率達40%以上的OTT-TV服務，僅愛奇藝
在109年9月3日前透過臺灣歐銻銻娛樂有限公司代理提
供服務，網飛則尚未在我國落地，兩者現仍屬以境外業
者身分提供相關消費服務，如發生消費爭議，目前我國
法令尚難直接有效對境外服務提供者直接適用，雖然按
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相關規定，如跨國交易發生消
費訴訟當事人之一方為我國人民，且消費地於我國境
內，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本文規定，可適用侵
權行為地之法律。

消費訴訟如適用我國法律，則我國法院可取得管轄
權，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及民事訴訟法相
關規定確定管轄法院。惟網路消費之消費地應如何認定，
在實務上多有認定上的困難，且跨境消費時跨國公司多
於契約中約定由該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即透過約定
方式由外國法院取得管轄權，因此在跨境交易中，使用者
若未於契約中約定我國法院具有管轄權時，通常僅能透
過向國際組織「跨境消費爭議處理網」eConsumer.gov，
進行申訴、向企業經營者所在國家機關或單位尋求救濟
或尋求國內消費者保護團體協助與外國間之團體簽訂合
作備忘錄等方式尋求協助8，對於臺灣消費者保護仍顯不
足，因此草案第5條規定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依第5條第1項規定登記後，應指定我國境內居住之本國
自然人或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所或事務所之本國法人
為代理人，代為處理與本法相關之事務，透過規定強制
代理制度，使消費者第一層可透過先向代理人或代理商
反應問題，尋求解決，較之現行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方
式，應可提升對臺灣消費者的權益保障。

OTT-TV專法草案對於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管
理採自願與強制登記併行制度，按草案的總說明，其治
理目的採取「抓大放小」的輕度管理政策，對未符合強
制登記要件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課以較少之法律
責任，減輕其發展經營的壓力及成本，使其較強制登記
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能有更多的發展彈性，但仍
受草案最低程度的限制。至於強制登記要件，規定於草
案第6條第1項，由本會分別考量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
供者規模、對市場的影響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等三大要
件依法公告，並應在公告期限內完成登記，惟前述三大
要件中的「對市場的影響」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屬

不確定法律概念，對於目前已於我國經營或尚在考量進
入我國市場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在草案通過後
是否即屬應強制登記之範圍，尚不明確，因此草案未來
通過後，本會將儘速依據同條第3項規定，訂定授權子
法，避免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強制登記之認定依據
之公平性受到質疑。

（二）資訊揭露義務

依據109年7月公告的草案，第8條第1項原本的規
定，向本會完成登記後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就有定
期申報及揭露義務經營中所取得的使用者數量、營業
額、點擊數、流量等相關商業資訊，且國外OTT業者皆
表明反對提供這些資料，因此該條規定會造成對我國依
法登記的OTT業者，將受限於該規定，被迫提供前述資
料，在競爭上造成不平等的劣勢，因此該條文草案，臺
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表示希望可將其刪除 9。惟對於新
興產業的發展，主管機關基於產業發展調查，有必要於
平常蒐集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經營實況資料，因此
在110年4月修正後最新的草案版本，本條已不限於登記
完成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才有申報的義務，而是主
管機關認有需要時，即得向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要
求提供前述相關資料。而前稱因登記後必須定期申報的
相關營業資料，而造成在競爭上不平等的劣勢問題也可
得到改善。

草案第10條規定向使用者揭露部分表明，業者應在
網頁上載明服務使用條款應包含的事項，惟論者有認為
消費訴訟案件之「管轄」規定，民事訴訟法及消費者保護
法已定有明文，本條草案第1項第7款是否牴觸民事訴訟
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訴訟管轄規定。筆者認為草案第10條
第1項第7款尚無牴觸民事訴訟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訴訟管
轄規定，民事訴訟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之管轄規定具有決
定管轄法院之法定效力，原告向法院起訴時，法院即會判
斷起訴是否合法，如起訴不合法，法院會以裁定移送有管
轄權法院或以管轄錯誤裁定駁回。但本法草案是藉由法
律要求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應公開揭露並履行其服務
使用條款的方式，並以裁罰為最後手段，要求業者與使用
者約定以使用者之住所、居所、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法
院為合意管轄法院，如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未遵守上
開規定，則會受本會以違反第10條裁罰，因此並無牴觸民
事訴訟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訴訟管轄相關規定。

另服務使用條款性質，是否隱含遵守公告及通知規
定就可「片面變更」服務使用條款內容，而造成使用者權
益受到侵害？本法草案應區分二個層次探討，第一層是
就法律強制要求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於「網頁揭露服
務條款及應包含事項」之行政責任，其目的係以對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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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揭露及遵守服務使用條款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
處以草案第18條第3款之行政罰，屬國家與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事業間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第二層則屬網際網路
視聽服務事業與使用者間之契約關係，則非本法草案所
納管範圍，應回歸民法契約自由，由雙方議定，惟涉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個人資料之保護及隱私權問題或消
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保障規定，仍有各該法律之適用。

（三）大陸地區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的訊號攔阻

有關109年7月草案公告時，經濟部尚未做成禁止
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代理、經銷網
際網路視聽服務（OTT-TV），及提供其中間投入服務或
相關商業服務之公告，因此草案第12條中，明文禁止電
信事業、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及其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
者，對未經許可的大陸地區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或其代
理人提供服務，或應配合主管機關通知予以攔阻或為必
要處置。而本條草案僅限制大陸地區網路視聽服務提供
者利用臺灣電信事業或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設備或服務，
透過因傳輸距離的增加，降低大陸地區業者提供服務品
質，以降低其在臺灣地區人民的可近性，降低在臺灣地
區的影響力；但是並未禁止或限制使用者「自行」透過
網路上網收視聽相關內容或服務，即我國未採取封網的
的限制，僅透過技術上的影響，降低大陸地區網路視聽
服務提供者在我國的市場競爭力。而經濟部在109年9月
3日公告禁止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代理、經銷網際網路視聽服務（OTT-TV），及提供其中
間投入服務或相關商業服務。該公告已經全面禁止臺灣
地區人民為大陸地區OTT-TV提供中間投入服務或相關
商業服務，因此原本公告之該條文草案應予修正:刪除
「未經許可」四字，亦即電信事業等相關業者對於所有
大陸地區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或其代理人均不得提供相
關服務。簡而言之，草案第12條第1項是貫徹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35條第2

項之立法及政策目的，而禁止草案第12條第1項相關事
業提供設備及服務，第2項是為了進一步確保大陸地區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不得對我國使用者提供服務。

（四）內容監理

草案當中對於內容的規範，多屬一般性規範如「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
康」作為節目內容的基準底線；而對於節目分級與防護
措施等採取方式，也是現行法規對於傳播內容管理上的
方式。但是第13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經相關主管機關
認定妨害國家安全，這樣的條文內容具有高度不確定
性，國家安全的認定也非本會的權責範圍之內，按本會 

109年7月公告的草案版本，係由相關主管機關認定是否

妨害國家安全，但妨礙國家安全之認定程序及構成妨礙
國家安全之實質內容，在條文及立法說明中未具體規定
或說明，而使人民有受到主管機關任意裁罰可能，故有
學者提出容有侵害言論自由的危險10。

但是本會在110年4月所提出的新修正草案中，將對
應草案第13條第1項之罰則規定刪除，並新增草案第2項
規定，由第1項各款之主管機關依法處罰。基此，透過
草案的修正，國家安全的認定及裁處，可回歸事權機關
本權責依法認定，不致產生學者擔心的言論自由受到侵
害的危險。

（五）自律義務

草案第14條規定，也是本會期望透過輕度管理的方
式，來減少他律的治理模式，因為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
供者一經登記成為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即受草案限
制。而草案僅規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應共同成立或
加入自律組織，遵守團體自律規範；並要求團體自律規
範為我國自律組織訂定者，應送主管機關備查。然共同
成立或加入自律組織的時間點卻未明確規定。 但是相
應本條的草案第16條規定，違反第14條第1項或第2項規
定，皆有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行政罰，卻
未明定完成義務之期間，意即須共同成立或加入自律組
織及將自律規範送本會備查之法定期間不明確，因此本
會於110年4月再次修正的草案版本，較一開始公告的草
案有了相當修正，為了要落實自律規範，在草案第14條
第1項明定，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應於登記之日起的
半年內共同成立或加入我國團體自律組織，並遵守該團
體的自律規範。第2項也明定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應
將第1項共同成立或加入我國團體自律組織的證明，於
共同成立或加入後的3個月內送本會備查。草案修正後
的規定更符合法律規範明確性。

三、輔導獎勵措施及租稅優惠
草案的第3章是輔導獎勵措施及租稅優惠總計2條條

文，有關草案第15條用語以「政府各單位」，在現行法
律文字之中，「政府各單位」的大都是計劃類的法令，
且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定義，單位係基於組織之
業務分工，於機關內部設立之組織，建議改為「政府各
級機關」。

而第15條規定「政府各單位」可提出的相關鼓勵方
案，但鼓勵條件、鼓勵措施隱晦不明，具體的鼓勵方案
的內容目前也未明確，登記成為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
後所負擔的義務與所獲得之獎勵措施不平衡下，能否促
使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主動登記，值得深思。

而草案的第16條，應該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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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規範了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投資於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研究與發展支出金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減免稅捐，但是相關細節規定仍屬不確定的內容，是
否在投入研究發展後即可符合減免稅捐之資格，仍屬未
定。是以，草案以減免稅捐的方式吸引網際網路視聽服
務事業投入資金研究與發展確實有助我國OTT-TV產業
發展，但是草案空洞的輔導獎勵措施規定，吸引力仍顯
不足。

四、罰則
第四章條文，皆有處「連續罰」的相關文字，罰鍰

除有制裁過去義務為反之功能外，亦不排除有預防將來
再違反行政法義務的效果 11。按大法官釋字第604號解
釋，立法者得以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得以連續處罰之方式
達成治理目的，藉由裁處違規事實次數，作為認定違規
行為之次數，但仍須符合比例原則及法律授權明確性原
則。每次處罰既然個別構成一次違規行為，則連續處罰
之間隔期間與處罰次數是否妥適，仍須回歸前揭原則判
斷，以保障人民權利。而「按次連續處罰」雖有按次的標
準，但是通常係指按裁處次數計算，尚非妥適之標準，
而連續處罰的連續，在概念上亦與行政執行的怠金混
淆，故建議以「按次處罰」取代「按次連續處罰」為妥。

而草案在立法總說明中，雖說明採取「輕度管
理」，但是違反草案第10條的服務條款揭露部分，法定
罰鍰額度為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和同屬揭露義務
性質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0條第7項相比，法定罰鍰額
度為新臺幣3萬至60萬相比，草案的罰鍰金額，似乎仍
有再盤點調整的空間12。

參、結語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草案之制定，對於現在直接受

限甚少的網際網路視聽環境下，實屬一個特殊性的標竿

立法，在歐盟及美國皆尚未對網際網路視聽服務定有專
法時，臺灣即嘗試對於這樣的一個新興產業環境來制定
一部讓使用者及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能夠有所依循
的法律標準確有其意義，然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所涉及的
事務過於廣泛，相關事務管理權限也涉及不同機關主管
之法律，以至於在網路上所衍生的問題，除網際網路視
聽服務事業之營運及其提供之內容服務，仍應適用各該
行為之法律，如侵害智慧財產權、著作權等盜版問題，
仍須回歸著作權法處理，造成外界以為能直接透過該法
草案處理盜版問題的期待落空。甚至也有不應制定專
法，現行法令已足夠處理OTT-TV問題的說法，對於臺
灣新興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產業若是完全沒有規範的任
其發展是否即是正確的方向，尚無確切的答案；因此期
望透過輕度納管的模式，並持續關注草案對產業所生的
影響，並與各界持續溝通以持續完善該法草案，在未來
朝更適切的規範方向修正。

（作者為法律事務處科員）

參考文獻

．劉幼琍（編）《OTT TV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頁
229-268。五南。

．台灣法學雜誌第408期「OTT-TV的迫降！？」-NCC「網際網路視
聽服務法」草案規範目的與手段的初評估，頁33-48。

．「 5G.OTT.匯流」論文集，2020 年 10 月，第 295-313 頁。試評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劉定基。

．107年委託研究報告-數位經濟下我國影音 OTT 收視聽衡 量機制
於商業運作模式

．行政執行／行政罰／行政程序／政府資料開放／風險社會與行政
訴訟，2017年1月，第119-151頁，吳志光，行政罰連續處罰立法
政策之檢討。

．洪家殷，行政罰法論，頁14，二版（ 2006年）。五南。

．彭芸、葉志良（主編）匯流、治理、通傳會論文集。風雲論壇。
試評「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劉定基，頁283-310。

1 OTT一詞，在現今一般是指透過開放式的網路（travel over the public Internet）傳輸視聽資訊以及其他相關應用的服務。

2 Walop&Webb,2015:Pennington,February28,2017

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41/3861_37260_170418_1.pdf（最後瀏覽日2021/5/17）。惟此說明在行政院送立法院審查的草案版本遭刪
除。

4 匯流、治理、通傳會論文集頁287，註5。

5 同上註6。

6 Youtube官方會在影片標旁標註黃色的美元符號$為「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的影片。110年5月19日瀏覽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
answer/9269751

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9年匯流發展調查，頁4。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1021/3734_45723_210217_2.pdf

8 行政院消保處涉及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機制及管道https://cpc.ey.gov.tw/Page/20290F5D17E9002C

9 109年9月3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公聽會意見。

10 試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劉定基

11 參見洪家殷，行政罰法論，頁14，二版（2006年）。

12 台灣法學雜誌第408期「OTT-TV的迫降！？」-NCC「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草案規範目的與手段的初評估

通傳展望

172021 NCCNEWS．9月號｜



壹、黨政軍條款之背景
民主法治國家下之媒體，有國家第四權之美譽，具有社會公器之性質。多數學者認為，健全的媒體能彌補國家

三權分立體制下，相互監督制衡之不足；然而，歷史上，許多國家的媒體自由，是經由奮鬥而獲得，特別是需從既
得權力者手中奪取，並且面對新掌權者仍須防衛。現代憲法均保障言論自由並禁止言論審查（ Zensur），許多國家之
憲法也特別明文保障新聞自由（ Pressefreiheit）（通常解為包含廣電自由），或者既保障新聞自由也保障廣電自由
（ Rundfunkfreiheit）1；而言論與新聞自由，前提上建立於不同的市場聲音及意見（marketplace of ideas），只有透
過這些不同的聲音和意見，真理才會愈辯愈明，事實的真相才能獲得2。

為匡正我國黨政軍壟斷或控制廣電事業之不合理現象，民國92年12月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廣電法）、衛星廣
播電視法（以下簡稱衛廣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有廣法）即所謂的廣電三法修法時，增訂如「政府、政
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或電視事業、系統經營者」、「除依據法律之
特別規定，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或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黨政人員投資、任職，其特別
親屬持股等應受限制」等規定（廣電法第5條之1、衛廣法第5條及有廣法第10條參照），即所稱「黨政軍條款」。

然相較自民國92年12月起，對於廣電事業有更為嚴格之管制，立法院於民國88年廢除當時被認為是高度規範平面
媒體之出版法，讓新聞出版品等傳統之媒體不受不具正當性之束縛，亦無媒體應盡之法定義務，完全以市場自由競爭機
制下之一般法治為依歸。學者認為為何同樣屬於傳播產業卻有不同之規範密度，其最主要之理由，乃釋字第364號解釋
所揭示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故廣電事業必須受各該特別專法之規範，進而有「黨政軍條款」之要求，
核心概念即「公共資源有限性」3。然因為「公共資源有限性」而導致言論表達方式受到限制之問題，另有學者認因網
路科技之普遍使用，言論表達方式受到限制之問題應有得到一定程度之緩和4，故未來對於廣電事業之管制密度及手段
是否維持現行之模式，不無討論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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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務上之困境
回顧「黨政軍條款」實施以來，確實改變了過去黨

政軍把持老三台之現象 5，然該條款除作為裁罰之依
據，亦為廣電事業合併申請時的消極條件，自民國97年
起，出現幾個與該條款相關案件：第一，民國97年中華
電信與網路影音公司愛爾達擬合作在MOD進行奧運數
位轉播，因交通部持有中華電信股權牴觸規定，中華電
信不得不從愛爾達撤資，後來由台達電買下愛爾達股
份，始得以順利於中華電信 MOD 播放奧運數位轉播，
自此中華電信MOD只能經營純平台業務，無法與有線
電視業者公平競爭。第二，為民國98年台灣大哥大併購
凱擘有線電視系統，因台灣大哥大母公司富邦金控之部
份股份由臺北市政府持有，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駁回，後改由台灣大哥大正副董事長以私
人名義成立大富媒體，始無違反條款，而有獲核准併購
之機會。第三，民國104年遠傳與摩根士丹利亞洲以迂
迴方式入主中嘉集團，因為遠傳電信部份股權被政府四
大基金持有，遂採買債不買股方式，認購摩根士丹利亞
洲子公司公司債，以避免違反黨政軍條款。

然在審議過程中，本案雖已獲本會105年1月27日
以附附款之方式同意此案，惟同年9月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第1138次會議討論中，該會考量遠傳公司係目前
投資架構中的主要出資者（不計入承接現有銀行貸
款），且將以債作股，實質控制中嘉集團，此行為似有
藉由脫法行為，規避現行有廣法第10條限制之疑義。惟
是否違反有廣法第10條之規定，仍應由主管機關重行審
查並認定，故將本案函請本會再行審議 6。經中嘉集團
之股東安博凱基金及摩根士丹利亞洲考量市場競爭與各
種因素後決議撤件，故以結論而言，本案遠傳仍未完成
併購中嘉之目標。此外，民國105年台灣數位光訊科技
擬與荷蘭商合作，間接取得東森電視65%股權，遂向本
會申請許可，審理期間發生某縣議員及某黨特意各購買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票1張，並向本會檢舉，利用黨政
軍條款，企圖阻擾併購交易之進行，並使台灣數位光訊
科技遭本會裁罰，雖然裁罰後來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
銷，但該併購案最後仍未能成7。

除上述合併申請之情形外，該條款也有通案性的
問題，如限制投資阻礙產業發展、違反比例原則、法律
明確性原則及客觀上不可預期性及裁罰對象合理性等困
境，本文整理重點如下：

一、凡有間接投資之關係即屬違反規定
以案例分析之，如最上層的甲其性質為政府、政

黨，投資其事業乙，乙又持有非屬其下層事業丙之股
份，此時丙認為某一廣電事業丁，因有較佳之經營績
效，而純以獲利考量為投資時，甲因為丙之投資，就構
成對於丁之間接投資，且不論丙投資丁之行為是否先於
乙投資丙之行為，舉凡任一時點能建立起甲間接投資丁
之連結，均屬廣電三法所不許。

藉由上述案例可知，「黨政軍條款」的立法，屬高
度嚴格之管制，僅以最上層之政府政黨與任一廣電事業
是否有間接投資關係為必要，至於，有無因投資對於言
論自由產生危害、二者間存有幾層投資關係、各層所投
資比例為何、最上層之事業單位與廣電事業之關係為
何、投資之目的為何或有無實質控制力等，均在所不
論。

綜上，「黨政軍條款」之立法模式，是以「有無該結
果」作為認定是否控制廣電事業之標準。亦即，一但甲
經過數層或數十層之關係而持有媒體事業之股份，無論
股數之多寡，縱使只有一股，也將被認定為黨政軍具有
控制廣電事業行為之可能。

然而，若從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的歷史脈絡來觀
察，整體社會所關心或所在乎的是，並不是具黨政軍身
分的事業不能藉由投資廣電事業以獲利，而是希望該事
業單位不要介入廣電事業的運作，尤其在於言論自由的
部分，以期許廣電事業的運作能夠真正落實第四權監督
政府之功能。故若具黨政軍身分的事業與媒體事業中間
的間接投資相隔甚遠，或僅持極為少數的股份，對廣電
事業能產生多少的影響力，是有疑問的。此與直接或大
比例持有廣電事業之情形，若無區別的標準，逕認定其
對媒體事業具有控制之可能，容有商榷之空間8。

二、廣電事業受間接投資有無責任之認定
前述討論聚焦有無投資關係之認定，而此部分則是

關注認定投資關係成立後，所欲處罰之對象。實務見解
認為，釋字第687號、釋字第775號解釋雖就刑罰法律確
立「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惟審諸刑罰係以國家
刑罰權之行使，處罰人民違反刑法上之禁止或誡命規
範，與行政罰係處罰人民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相類似，且目前通說認為刑罰與行政罰僅具有量之區
別，並無質之差異，故上開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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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行政罰亦應有所適用。學說亦認為有責性原則，
於適用行政罰時，亦屬不容忽視之重要原則，故本此原
則，當一個人必須能對其行為負責時，才得加以非難，
處以行政罰9。而有責性原則又可以區分為責任條件及責
任能力二部分，就責任條件部分，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定有明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然關於行政罰之故意、過失主觀責任條
件，行政罰法並無相關定義性規範，亦無類似民法抽象
輕過失及具體輕過失之規定（民法第220條、第223條參
照），依前述刑罰與行政罰並無本質上差異之觀點，則
就行政罰之故意、過失定義，解釋上自可準用刑法第13

條、第14條之規定10。易言之，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
生」或「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
並不違背其本意」，過失則指「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或「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
要件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11。

再以前述案例為說明，如丙公司先投資丁時，乙尚
未買進丙公司股票，此時甲並未間接持有丁公司之股
票，丁縱為一般謹慎有理智之業者，亦無從有可能預
見，甲因間接持有丙公司股票而輾轉投資丁，自難認丁
主觀上有何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且依據證
券交易法第150條規定，「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
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但左列
各款不在此限：一、政府所發行債券之買賣。二、基於
法律規定所生之效力，不能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之買賣而取得或喪失證券所有權者。三、私人間之直接
讓受，其數量不超過該證券一個成交單位；前後兩次之
讓受行為，相隔不少於三個月者。四、其他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事項者。」可知有價證券之買賣，除證券交易法
第150條各款但書情形外，應於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價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且買賣者之資格，除在會員制
證券交易所限於會員，在公司制證券交易所限於訂有使
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
商外，並無任何其他限制（證券交易法第1 5 1條參
照），如買賣一方不履行交付義務時，證券交易所尚應
指定其他會員或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代為交付（證
券交易法第153條前段參照）。足見即使是遭甲直接在
公開交易市場購入股票之丁，亦無任何防止或拒絕甲直
接投資之可能，遑論係受甲輾轉間接投資之丁12。

縱認丁於乙購入丙公司股票後，即負有阻止丙公司
繼續投資丁之義務，然丁無從知悉或審查間接持有丙公
司股份之投資人身分，且丁亦不得拒絕丙公司購買丁股
票，業如前述，實務見解認為，丁就乙購入丙公司股票
而使甲間接投資丁一事，並無任何可歸責性，依首揭
「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應不得對丁裁罰13。

退萬步言，縱丁事後已能知悉投資人身分，且於收
受主管機關之處分後，發函通知乙及甲，以詢問甲於特
定日前就持有之乙公司股份有無釋股計畫並是否有完成
釋股之可能，然甲如仍以「持有乙公司股票，係以投資
獲利為導向，並無經營廣電媒體之主觀意願，且於特定
日前並未編列處分乙公司股票相關預算，無釋出該公司
股份之計畫」回復，則丁在甲不願釋出對乙公司持股之
情況下，亦無法憑一己之力有效排除此一受間接投資之
結果。

三、課責對象為廣電事業而非投資者
「黨政軍條款」對於政府與政黨等直接間接投資廣

電事業時，非以投資行為人而以廣電事業作為處罰對
象，以及以違反「黨政軍條款」作為廣電事業申請經營不
予許可之理由，而這也是「黨政軍條款」最具爭議處之
一。有學者認為，立法時由黨團協商以政治方式決定條
文之內容，沒有載明立法理由，對於事後之解釋，會有
難以理解立法真意之狀況，更增法解釋上之困難14。以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981號判決之永佳樂遭裁罰
案為例，臺北市政府因台北銀行與富邦銀行合併而持有
富邦金控公司股份，當富邦金控持有台灣大哥大公司股
票，而台灣大哥大再輾轉多層次轉投資於永佳樂有線電
視，以致形成違反黨政軍條款。受處罰之業者即主張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要求政府、政黨、其捐助
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有線電
視系統之經營，旨在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以維新聞自
由，核諸司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規定，應以違反禁止規定之黨政軍為處罰對象，方為適
法。然前揭條文所規範之行為人為黨政軍，卻以有線廣
播電視業者為處罰對象，顯屬謬誤，蓋原告為被投資之
對象，無從禁止黨政軍經由股權自由交易而直接或間接
持有其股份，尤其當其股東為上市、上櫃之股份有限公
司時，任何人皆可於交易市場自由進行股票買賣，因而
直接或間接持有原告之股份，原告無從管控。況原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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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違法投資之行為人，依法並無不得被黨政軍投資之不
作為義務存在，被告以原告作為處罰對象，實無法達成
行政罰係為維持行政上之秩序，促進國家行政目的之規
範意旨。15」提出處罰對象存有不合理之現象。

就此，二審認為「原審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說明有線廣播電視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即上
訴人及其上級機關行政院均認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
第4項規定，除有違規投資者為政黨、政府機關（構），
被處罰者卻為系統經營者，造成歸責對象之不合理外，
且在政黨、政府機關（構）經由多層次間接投資系統經
營者之情形，發生投資者投資時不知違反規定，系統經
營者亦不知被間接投資而違反規定之不合理現象。據此
而認系統經營者欠缺可歸責性及可非難性。但此並不影
響系統經營業者與負有行政法上義務之人有故意共同實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依行政罰法第15條至第
17條應予併同處罰之情形，亦受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8條
第1項第2款規定規範，系統經營業者仍得為該條款之處
罰對象及為該條款暨同法第24條規範之主體。」亦肯認
如投資者投資時不知違反規定，系統經營者亦不知被間
接投資而生違反規定之情形時，即可能有欠缺可歸責性
及可非難性，及歸責對象不合理之狀況發生。

參、修正方向
廣電三法增修之「黨政軍條款」，其「維護新聞自

由與民主健全發展，並排除政府、政黨以任何形式介入
廣電事業的經營」之立法目的與正當性仍在，但容有調
整空間，為解決上述之困境，本會已於民國99年2月提
出修正草案，然因未能於立法院第7屆第8會期完成審
議，依屆期不連續規定，全案退回行政院。後於民國
101年3月重行函請立法院審議，然因各黨團意見分歧，
協商未果，故民國105年1月通過之現行廣電三法，部分
爭議性之條文未有處理，分別為「無線台必載」、「放
寬黨政軍條款限制」及「分組付費」議題。

參照本會第895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傳播政策
白皮書》，未來仍將以五大方向、全面性調整「黨政軍
條款」之規範模式為規劃，以利視聽傳播產業之正常化
經營，簡述如下16。

一、限制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
受託人經營媒體

為維護媒體中立，除去現行規定之不合理情形，禁

止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經營廣電事

業。

二、政府投資部分回歸預算法之規定
預算法第25條已規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

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因此將刪

除現行法關於禁止政府投資廣電事業之規定。

三、廣電三法規範違反時之改正義務
因政黨法第23條已規定，「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

營利事業，並不得從事第19條第4款規定以外之營利行

為」即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廣電事業已於政黨法有所規

範，進而相關調查及裁處之內容，廣電三法毋須重複規

定，僅需規定違反時有何其他監管之手段，如主管機關

得命媒體解除其負責人職務，及得限制投資股份表決權

之行使等規定。

四、明確定義政黨黨務人員、政務人員及選
任公職人員
法律保留原則除要求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必須有法律

根據外，也要求該法律具備明確性原則，俾使人民對於

其行為所產生之負擔、所應負責之制裁責任或其他不利

益後果，均有預測可能性，以維持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避免人民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17。陳大法官新民亦於釋

字第702號解釋中提出一部不同意見書，其中關於法律

明確性原則，有更詳細的說明：「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乃是基於法安定性之原則，使得法律受規範者能夠事先

預知到其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可預見性），從而預測

到其行為後果（可預測性）。將法律明確性提升到法治

國原則的層次，不論是法律條文本身的『規範明確

性』，或是授權給行政機關的『授權明確性』，都必須

滿足此一明確性之要求。透過這兩種條文的明確性要

求，讓受規範人民依據法律的語意，即可理解自己將來

為任何行為，將會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也符合法治國信

賴保護之原則。」

「黨政軍條款」對於政黨黨務人員、政務人員及選

任公職人員，課有一不行為之義務，屬對於人民財產權

（投資）、工作權（擔任職務）之干涉，也是以特定身

分之有無，作為差別待遇之區分標準，亦涉及平等原則

政令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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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為使受規範對象，可從法律條文中明確地理解自己將來為任何行為，將會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將原得以細
則規定之事項，修正為法律位階明確規定之事項，以落實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意旨，概念上，修法方
向更符合法治國信賴保護之原則。

 五、修正歸責對象，以使責任與處罰相符
過去因廣電三法之規定，有違規投資者與被處罰者不一致之現象，實務及學說多認為此不一致之現象不合理，

此情形更使主管機關所為之相關裁罰，均遭行政院法規會或行政法院以有欠缺可歸責性及可非難性而撤銷。參照前
揭方向修正後，歸責對象不一致而產生不合理之情形，應可獲得解決。

肆、結論
本會以五大方向、朝全面性調整「黨政軍條款」規範模式之規劃策略，雖然在《傳播政策綠皮書》諮詢階段所

收悉的意見中，也有少部分之建議採「完全撤廢」者，惟公眾大多肯認其存在意義與價值，僅需隨實務現況，正視
所造成之弊病調修規範模式或適度鬆綁18，故對於本會五大方向的規劃策略，整體上應採正面的態度。

為維護法治國原則與傳播自由，修正「黨政軍條款」規範僅是維護新聞自由、廣電自由的第一步；至於如何因
應後資本主義數位匯流的時代，使各類媒體均具有健全的功能，以完整地彌補國家三權分立體制下，相互監督制衡
之不足，發揮為民喉舌，監督政府和滿足民眾需求等功能，仍有待更多的討論以匯集共識。

（作者為法律事務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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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10.06.01-110.08.31

110年6月2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48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9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50件。

審議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廣播電視事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響補貼辦法」修正
草案，俟行政院審議完成後依其通過內容，不經預告即辦理發布及刊登公報事宜。

一、同意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結果為「合格」，並附加負擔如下：
（一）該公司新聞製播公約應納入「本公約為本台新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

件，本台不得因新聞部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6個月
內修正暨完成公約簽署後函送本會備查。

（二）該公司應於下次評鑑期間屆滿前（ 111年6月30日）函送具體財務改善計畫至本會備查，並請該公司於電
視執照效期屆滿前（ 114年6月30日）將負債比降低至六成以下，以改善財務虧損。

二、本案相關補正資料及到會面談陳述內容均納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並應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相關執行情形
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110年6月9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78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9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

審議通過「認定負擔特別義務之電信事業」案，並依行政程序辦理相關處分之發函事宜。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結果「合格」，該公司應依下列行政指導事項確實辦理，其執行情
形將列為未來評鑑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流動資產低於流動負債，請注意改善財務流動性，以確保穩定營運；另請以廣播/非廣播科目區分及詳細紀錄
各種收入支出細項，並送本會備查。

二、工程收訊申訴案件偏多，宜注意電波涵蓋是否完整，以提升收聽品質。
三、電臺員工人數於寶島網及音樂網兩網停播後大幅減少，請注意保障員工合法合理之勞動權益。
四、請持續落實聽眾需求調查，製播符合當地聽眾需求或具在地特色之節目或新聞，並應注重企業社會責任，以
發揮廣播媒體之功能。

五、近3年有節目經本會及其他政府機關核處之紀錄，請強化自律與內控機制、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並落實節目控
管，納入外製單位、主持人及電臺管理階層進行節目內容、節目與廣告區隔規定及食品衛生管理等法遵意識
教育課程，並宜增加相關教育課程之時數及聘請相關專業人員擔任講師；另請於文到3個月內提報節目與廣告
區隔違規改善計畫到會，以確保節目製播品質。

六、自律委員會議外部委員比例應過半數，並納入自製及外製節目違規或警告案例討論改進，亦請作成內部教
育訓練題材；教育訓練請包含強化節目內容監理規範、節目與廣告區隔規定、食品衛生管理法及藥事法等議
題，提升電臺人員及主持人之法遵意識及專業職能。

七、請增加員工教育訓練場次及課程內容多樣性，並納入節目內容法規、食品衛生管理、藥事法、性別平權及兒
少保護等議題，以提升電臺人員及主持人之職能素養及性別平權意識。

八、針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與該事業間就被認定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及部分財產屬不當取得財產等訴訟案，
其訴訟結果如涉營運計畫變更事項，應向本會申請辦理。

110年6月16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71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9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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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澎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許可台數科集團所屬（台灣佳光電訊、大屯、中投、佳聯、大揚、新永安）及北港、大台中數位共8家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中「頻道規劃及其類型」之基本頻道變更。

110年6月2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273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9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7件。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規定，以附負擔許可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許可執
照，並於文到後三個月內向本會陳報改善計畫，其附負擔如下：
（一）財務改善計畫：申請人應改善財務結構、降低負債比率，且以113年底前將負債比率降低至50%以下為

目標，向本會陳報財務改善計畫，具體訂定改正方案。
（二）申請人應規劃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滿意度調查，並將107-109年滿意度調查之缺失改進情形納入受訪者問

卷進行調查，以確實改善相關缺失，提升訂戶滿意度。
（三）落實專業經理人制度：明確釐定董事長、總經理或執行長之設置與職務規劃，避免出現決策監督與決策

執行角色衝突之現象。
（四）強化公司治理精進方案：

1.對於收費方式中工程順收及門市收款之帳務稽核改進措施。
2.強化監察人業務監督與會計審計功能等公司治理事項之制度化機制。

（五）加強寬頻建設、拓展寬頻上網業務之規劃：
1.分年說明111-119年之寬頻服務具體建設時程規劃及採用技術。
2.1Gbps以上及其他高速寬頻上網服務方案實施期程具體計畫。
3.網路品質提升計畫。
4.有關寬頻網路建設、工程技術提升等方案，應編列相對應之經費預算。          

二、前揭所載負擔應納入營運計畫變更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9條及第29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變更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辦法相關規定，向本會提出變更之申請或報請備查。

三、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本會111年度施政計畫（草案），並依規定時程辦理後續行政作業。

審議通過本會「 110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及「配合電信管理法制定之108至109年法規整理計畫」、「 109
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之刊登公報成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於本會全球中、英文資訊網站公告。

110年6月3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8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

准予核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號碼5個單位。

110年7月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72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4件。

一、HBO頻道109年10月23日播出「貝武夫：北海的詛咒」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所訂定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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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視無線台109年11月26日播出「多情城市」節目，其內容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第1項所訂定「電視節目
分級處理辦法」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3款予以警告。

三、民視新聞台109年12月14日播出「辣新聞152」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所訂定「電視節
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核處新臺幣20萬元。

四、台視（主頻）110年2月6日播出「綜藝3國智」節目，其內容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第1項所訂定「電視節目
分級處理辦法」規定，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核處新臺幣80萬元。

五、TVBS歡樂台109年10月19日播出「女人我最大」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節目應能明顯辨認，
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之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核處新臺幣20萬元。

110年7月1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1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5件。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中天綜合台頻道營運計畫中節目規畫變更，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
定，不予許可，駁回申請，理由如下：
一、「中天綜合台」頻道為綜合頻道，營運計畫以製播綜藝節目為主，戲劇節目為次。本會於109年審理前揭頻道
換照時，為產業整體發展，提升本國節目自製，促使該公司擴大對本國綜藝及戲劇內容之投資，特增列相關
負擔；另要求其營運計畫應與新聞台及娛樂台內容規劃有所區隔。惟本變更營運計畫案，經審查相關資料，
本次變更申請與前揭換照之負擔及營運計畫之要求顯有未符。

二、該公司前經營「中天新聞台」，業經本會作成不予換照之處分。經審視該公司本次所提交資料及到會面談紀
錄，其自律及內控機制之運作執行，仍難以防止公司大股東介入新聞製播及落實新聞專業自主。

以附負擔許可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寰宇新聞台灣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該公司如未履行負
擔，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規定廢止本處分。負擔內容如下：
一、該公司應依承諾訂定新聞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新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約
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新聞部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規定；公約簽署完成，
應於文到之次日起6個月內送本會備查。

二、依該公司109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109年底，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帳面淨額為新臺幣（以下同）
1,835,298元、當年度員工福利費用125,026,602元。該公司應依承諾於文到當（ 110）年起，每年「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及「員工福利費用」合計不低於109年水準，並於文到之當年起三年內另於前揭項目增加至少6,000
萬至8,000萬元以上之投資，以擴充設備與人力。

三、該公司應依承諾，於文到當年起擴編「寰宇新聞台灣台」頻道採訪、編輯及節目製播人力，並於文到之當年
起三年內增加該頻道專屬人力至158人以上。

四、請該公司依承諾就其新聞製播另設自律規範機制，並於章程中明訂外部委員應包含具新聞、性平、兒少專業
背景之專家學者，並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報本會備查；前開自律規範機制建立
並運作後，該公司原依前條規定建立並運作之自律機制，應轉型為該公司其他內容之自律機制運作。

五、請該公司依營運計畫之規劃，自主產製新聞節目比率至98%，並不得以經編輯之外購新聞與節目替代之。
六、請該公司依承諾，未來除依其到會陳述後補充意見所稱之重大新聞外，「寰宇新聞台灣台」不共用所屬「寰
宇新聞台」及「寰宇財經台」之新聞與節目。

七、為提升新聞品質，請持續製播專題報導、深度報導及特色新聞，並依該公司之承諾，每日產製新聞則數依
該公司110年2月提交本會有關「寰宇新聞台灣台」新聞頻道則數為基礎，於文到之次日起三年內提升30%至
40%，或增加至每日至少產製75則。

八、為追蹤該公司負擔履行情形，該公司應自文到之次（ 111）年起，於前一年度結束後6個月內，就前開負擔履
行情形及經會計師查核之報告等佐證資料報送本會。

綜合考量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等因素後，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9條第1項及第3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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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4項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變更申請許可
或報請備查辦法第4條第3項等規定，不予許可觀天下、永佳樂、紅樹林、聯禾、鳳信及大新店民主等6家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營運計畫中「頻道規劃及其類型」基本頻道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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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荷蘭商TBC Holdings B.V.（下稱TBC Holdings）及Harvest Cable Holdings B.V.（下稱Harvest Cable 
Holdings）等公司向本會申請變更境外投資架構，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大數位匯流）擬受
讓Dynami Vision Pte. Ltd.（下稱Dynami）之65%股權案，經綜合考量申請人TBC Holdings、Harvest Cable 
Holdings及其所屬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與吉元等5家國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下稱TBC有線電視集團）之
經營實態，以及受讓人大大數位匯流之投資架構及其上層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無畏全控）
所屬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與大豐旗下之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數位寬
頻）所屬有線電視集團之產業發展、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等事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5條規定，駁回其
投資之申請，理由如下：
一、有線電視為高資本密集產業，重視長期規劃與持續資本投入之經營，惟查Dynami係於106年取得TBC有線電
視集團之經營權，另於108年申請TBC Holdings、Harvest Cable Holdings之境外上層投資架構中Gear Rise 
Limited之股權與股東變更，連同本次申請案亦涉經營權移轉，即等同於3年內經歷多次經營權或股權之重大
變動，有異於現有其他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情形，不利於TBC有線電視集團就強化產業競爭力及健全發展、創
新服務與消費者需要等層次進行長期規劃與執行。

二、另查申請人TBC Holdings、Harvest Cable Holdings之境外上層股東Dynami於前案（Dynami申請受讓亞洲
付費電視信託基金APTT之信託基金管理人MAMPL100%股權案，下稱Dynami受讓MAMPL案）中，該案之
申請人Dynami於106年2月21日來函承諾事項之說明一、（七）中，即自敘「為健全有線電視之發展，申請人
承諾永續經營，除為旗下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所必需，未來不會增加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不當之負債，以
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等承諾在案，即已向本會敘明獲得許可後，將長期經營有線電視之意願，且於同
函說明一、（十一）中提出具體規劃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精進方案，續獲本會於106年3月3日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08000號函之許可處分，並於該許可函之附負擔事項（五）載明「本次交易之銀行貸款不得增加APTT
所屬國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負債」，同函附負擔事項（六）載明「為健全並強化監督APTT所屬國內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營運，並改善其負債比率，申請人應提出財務與資金運用計畫報請本會備查…」
等附負擔內容，即揭示本會重視TBC有線電視集團負債比率改善等情形，作為日後檢視附負擔執行情形之重
要監理指標。

三、再查，Dynami雖於110年1月19日悅字第2021003號函自陳在107年至109年為改善TBC有線電視集團所為措
施包括降低APTT發放股利、辦理APTT現金增資以償還銀行貸款、更換TBC董事長及謹慎管理資本支出等作
為。惟查，Dynami先前承諾改善負債比率之TBC有線電視集團旗下群健、北視、南桃園、信和及吉元等5家
系統經營者，其109年第4季之負債比率，較106年第2季之負債比率幾無改善（見下表）。意即前述措施對於
TBC有線電視集團財務結構改善、經營效率之提升，除尚未有相當改善成果外，亦須有其他長期規劃措施並
確實執行。
南桃園等5家系統經營者負債比率：

群健 北視 南桃園 信和 吉元

106年第2季 77.67% 72.98% 76.91% 72.55% 71.75%

109年第4季 77.36% 72.11% 75.66% 72.53% 72.33%

負債比率變化 -0.31% -0.87% -1.25% -0.02% +0.58%

四、詎料，距本會許可Dynami受讓MAMPL案僅約三年期間，即以TBC Holdings、Harvest Cable Holdings等公
司，向本會申請經營權轉讓於第三人大大數位匯流，意即Dynami在前述承諾等措施成效尚未顯現改善跡象
前，即尋求經營權之轉讓，申請讓與Dynami之65%股權予大大數位匯流，難謂無為求本會儘速審查同意106
年許可Dynami受讓MAMPL案，即輕諾提出各項經營承諾之疑義，事後短期經營後即尋求其他第三方受讓者
接手營運，未符本會對於新進經營者應致力改善TBC有線電視集團營運情形與負債比率之高度期待，且容有
僅將TBC有線電視集團充作短期買賣轉讓標的、放棄長期經營規劃之重大疑慮，不利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之
健全發展、消費者利益之保障與公共利益目標之達成。

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新增2G/1G速率之光世代電路及HiNet上網服務資費」案。

110年7月21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9件；以及
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其中，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規定，以附
附款許可龍華數位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換發龍華動畫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案，其附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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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所屬龍華動畫頻道應於文到次日起3年內提升新播及首播比率，新播比率達到4.83％以上，首播比率達到
本會109年統計境內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兒少頻道之首播比率平均數14.93％以上，新播及首播比率並合計達到
20％以上，以維護消費者權益。該公司如未履行前揭負擔內容，本會保留得廢止本許可處分並註銷執照之權。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規定，以附負擔許可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
營許可執照，其負擔如下：
（一）該公司應自核准換照之日起3年內改正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第1項之黨政軍條款情事。
（二）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2項第4款規定，保留本行政處分之廢止權，如該公司未於期限內改正完成，

本會得依同法第123條第2款規定，廢止該公司執照。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4條、第6條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函報行政院案，並
依行政作業程序函報行政院核定發布。

許可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換發CH30電視執照，該基金會應依總評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列為
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依廣播電視法第10條之1第2項之規定，予以核准台北流行廣播、台北之音廣播、中台灣廣播、高屏廣播、宜蘭中
山廣播及東台灣廣播等6家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聯播，期限至110年12月31日止；並行政指導該等公司如下：
一、 參與聯播之廣播事業應持續製播符合當地聽眾需求或具在地特色之節目，加強在地聽眾服務。
二、 參與聯播之廣播事業應持續維持人事、財務及非聯播時段節目製播獨立及自主之運作。

審議通過「特定電信服務市場界定」諮詢文件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諮詢文件發布事宜。

110年7月2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1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5件。

許可吉元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
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

110年8月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3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3件。

核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111年度預算書，並依規定將上揭文件函送立法院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另該
中心111年度工作計畫書予以備查。

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自110年10月15日起終止實施整體服務數位網路基本速率型（ ISDN BRA）服務資費案。

110年8月11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58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4件。

核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111年度預算書，並依規定將上揭核定文件函送立法院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另該
中心111年度工作計畫書予以備查。

許可遠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ETtoday綜合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其相關補正資料及到會陳述承諾事項均
列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該公司並應依下列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未來評鑑、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會務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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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換照當年起三年，該公司就旨揭頻道節目製播之投資，應不低於新臺幣3,120萬元（第一年850萬元、第二年
1,020萬元、第三年1,250萬元）；該公司應於111年起，每年6月底前，檢送前一年度經會計師簽證履行前開投
資之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報送本會。

二、未來3年新、首播比率應依承諾逐年增加（新播率第1年9.5%、第2年10.7%、第3年11.6%；首播率均為10.1%）；
自製節目比率應達30.5%以上（第1年30.5%、第2年為33.1%、第3年為36.3%）。

三、指定時段播送本國節目比率及新播比率，應符合「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規定。

許可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董事及總經理變更。另行政指導該公司事項如下：
該公司董事及總經理應依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規定執行職務，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應協助該公司所屬
「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落實營運計畫（包括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公司
組織與人員訓練等）暨本會相關監理措施要求。

110年8月1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413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

許可北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廣播及電視事業諮詢會議納入性別比例原則條文修正草案：
一、「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辦法」及「廣播事業申請換發執照辦法」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草案預告事宜，預
告期間60日，並一併公告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以廣泛徵集民眾意見。

二、「電視事業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作業要點」及「廣播事業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作業要點」俟前開二法規命
令發布後，復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下達事宜。

110年8月25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52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件。

審議通過公告110年6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全國總訂戶數案，並依規定辦理公告事宜。

許可東台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
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
項目。

許可信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以附負擔核准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其負擔如下：
一、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本會核准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該公司之日起5年內，於每年7月1日前提供
該公司歷次股東會會議紀錄、歷次董事會會議紀錄，送交本會備查。

二、有關共頻共網案承諾，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預計於111年度建置3.5GHz基地臺30臺於偏遠地區部分，應提前
於110年底前完成，並再增加10臺建置於偏遠地區；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預計於111年度建置LTE基地臺14臺
於偏遠地區部分，應提前於110年底前完成，並再增加4臺建置於偏遠地區。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第四點、第五點及附表八」修正草案與「固定通信多媒體內容傳輸平
臺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第四點及第五點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許可隨身遊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麥卡貝綜合台」，其相關補正資料及到會陳述承諾事項均列
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該公司應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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