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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主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11762 號

旨：預告修正「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第七條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八條第四項。
三、「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第七條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
本國節目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修正草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
址：http://www.ncc.gov.tw），「新聞公告」項下「本會公報」之「法規草案預告」網
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 號。
(三) 電話：02-33438543。
(四) 傳真：02-33432642。
(五) 電子郵件：ysl@ncc.gov.tw。
代理主任委員 翁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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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發布，自一百零六年一月八日施行。為因應整體影視產業市場
景氣循環特性，兼顧節目內容產製時間實務需求，保障頻道事業製播排
播節目之自主權益等因素，適度放寬頻道播出時數之計算期間，爰針對
第七條第三項有關查核期間由每半年修正放寬至每一年，以因應影視產
業及各界期待等相關實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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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七條 第二條所稱新播，指 第七條 第二條所稱新播，指
該節目在國內所有無線電
該節目在國內所有無線電
視頻道第一次播出。
視頻道第一次播出。
不同無線 電視事 業 合製
不同無 線電 視事 業合製
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百
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於其所
分之三十以上者，於其所
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
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
為新播。
為新播。
第二條所 定百分 之五十
第二條 所定 百分 之五十
比率及百分之四十比率，
比率及百分之四十比率，
按個別頻道每年 播出時數
按個別頻道每半年播 出時
計算。
數計算。

說明
為因應整體影視產業市場景
氣循環之特性，並保障頻道
事業製播節目之編輯自主權
及相關營業權益，爰適度放
寬頻道播出時數計算期間為
一年，爰修正第三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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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於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發布，自一百零六年一月八日施行。為因應整體影視產
業市場景氣循環特性，兼顧節目內容產製時間實務需求，保障頻道事
業製播排播節目之自主權益等因素，適度放寬頻道播出時數之計算期
間，爰針對第五條第六項有關查核時數之計算期間由每半年修正至每
年；另對於指定時段播送四類型(戲劇、電影(含紀錄片)、綜藝及兒童)
節目予以明文定義，爰增加第五條之一，俾使衛星頻道業者有明確遵
循標準並降低法遵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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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五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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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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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兒童。
經許可之營運計畫已載明
經許可之營運計畫已載明
頻道以供應外國節目為營運宗 頻道以供應外國節目為營運宗
旨者不受前項限制。
旨者不受前項限制。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
列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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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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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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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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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五時
至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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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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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合製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

業合製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

說

明

為因應整體影視產業市場景
氣循環之特性，並保障頻道
事業製播節目之編輯自主權
及相關營業權益，爰適度放
寬頻道播出時數，其計算期
間為一年，爰修正第六項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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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於其所屬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於其所屬
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第一項所定比率，按該頻
第一項所定比率，按該頻
道每年播出時數計算。
第一項比率限制，主管機
關得依本國節目產製狀況、視

道每半年播出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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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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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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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新增。
二、為求法規明確性，以利
受規範者遵循法令製播節
目，本辦法指定類型節目
定義如次：
（一）戲劇節目之定義，參
考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
自製節目管理辦法第四條
之規定。
（二）電影節目之定義，參
考電影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規定。
（三）綜藝節目之定義，參
考文化部歷年電視金鐘獎
獎勵辦法、廣播電視法施
行細則第十六條之規定及
近年查察案例。
（四）兒童節目之定義，參
照本會「電視節目廣告區
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七款之
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