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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6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5月1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08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昆澤、葉宜津、許智傑等 19 人，鑑於黨政軍退出
媒體已有初步成效，然依現行法規定，裁罰僅能就被黨政軍
投資之系統經營者進行裁罰，對於具黨政軍身份之投資人仍
然無法裁罰，存在行為主體與裁罰對象不一之問題，無貫徹
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立法精神，爰此提出「有線廣播電視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裁罰
對象，明定為具可歸責性之行為人。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始於九十二年間修正施行之廣電三法，以匡正黨政軍機關（構
）及其相關團體壟斷或控制電視事業之不合理現象，使媒體能有效發揮第四權之制衡力量
，並深化我國民主政治制度。上開規定施行迄今，已成功促使黨政軍機關（構）退出民營
無線電視電臺、民營無線廣播電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確實達成黨
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立法目的。
二、然而，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條文，自九十二年以來，始終存在行為主體與裁罰對象不一
之問題。在投資人具備黨政軍身分而投資廣電媒體，致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時，主管
機關依法僅能裁罰廣電媒體，而無法裁罰投資人。是以因前開投資案件，而遭主管機關裁
罰之廣電媒體，於提起司法救濟後，司法機關均以被裁罰人無可歸責事由為由，撤銷主管
機關之裁罰處分。顯見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確有修正裁罰對象之必要。
三、為持續貫徹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立法精神，並合理化裁罰對象，爰修正「有線廣播電視
法」部分條文，將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裁罰對象，修正為具可歸責性之行為人，以
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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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八條

條

文

系統經營者有下

現

行

第五十八條

條

文

說

明

系統經營者有下

配合新增第五十八條之一至第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五十八條之三規定，爰刪除部
分文字。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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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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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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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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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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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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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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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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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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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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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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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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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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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
十一、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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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或第二項規定。
系統經營者違反第十條

第三項規定，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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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廢
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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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條之一

有下列各款

一、本條新增。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九十二年間修正施行之廣
電三法，增訂黨政軍退出媒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體條款，以匡正黨政軍機關
（構）及其相關團體壟斷或

一、政府、政黨、其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

控制電視事業之不合理現象
。上開規定施行迄今，已成

直接投資系統經營。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

功促使黨政軍機關（構）退
出民營無線電視電臺、民營

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直
接投資系統經營。

無線廣播電臺、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三、政府、政黨、政黨黨務
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

，確實已能達成黨政軍退出
媒體條款之立法目的。

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三、然現行條文第五十八條，
對於違規投資者為政黨、政
府機關（構）、政黨黨務工
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
職人員等，被處罰者卻為系
統經營者，導致行為人與被
裁罰人不一致，歸責對象不
合理的問題，爰新增本條，
修正違反黨政軍條款相關規
定之裁罰對象。

第五十八條之二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令其限期改正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相互

，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投資狀況普遍且頻繁，且投
資狀況隨時可能發生變動，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投資人對於被投資公司再投
資之狀況並非能完全預測掌

人及受託人間接投資系統
經營。

握。投資人因間接投資而違
反黨政軍條款時，不宜逕為

二、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及受託人間接投資

裁罰投資人，爰以先命改正
之方式要求投資人符合現行

系統經營。
三、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

法規，屆期不改正再為裁罰
，以符比例原則。相關關係

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間
接投資系統經營。

人之持股比例限制，亦採相
同方式處理。

四、前款人員之配偶、二親
等血親、直系姻親違反第

三、然就部分系統經營者或存
有為上市、上櫃公司或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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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第二項規定。

一上層法人股東屬上市、上
櫃公司。前開上市、上櫃公
司或其任一上層法人股東屬
上市、上櫃公司者，亦可能
因勞保基金、退撫基金等政
府基金在公開市場操作買賣
股票被直接、間接投資，而
有本法第五條黨政軍條款限
制規定之適用。然政府基金
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比例
極低，且事涉政府基金之營
運與公開市場之交易秩序等
問題，宜與黨政軍條款等進
行完整檢討與配套，且政府
投資已受預算法特別規範，
爰特別於本條第一款排除政
府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責
任，待日後通盤檢討改正。

第五十八條之三 非系統經營
者因變更營業項目等原因，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其

而變更為系統經營者，致其
股東違反第十條規定時，準

營運項目或營運類別可能隨
時發生變動。公司可能因前

用第五十八條之二規定。

開原因，自非系統經營者而
變更為系統經營者，而受本
法規範。公司股東因此而違
反黨政軍條款相關規定時，
難認其得事先預測掌握，爰
新增本條規定，於此情形排
除第五十八條之一條規定逕
為裁罰規定之適用，準用第
五十八條之二規定，先命改
正方式符合現行法規，屆期
不改正再為裁罰，以符比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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