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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 

系統使用手冊 

第一章、系統簡介 

一、建置目標 

建構管理本會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提供即時、正確、完整

之法令資料供各界檢索查閱，同時依據行政院訂頒之「全國法規電腦處

理作業規範」，將資料通報至「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據以達成公

開法令資訊之目標。 

二、查詢途徑 

提供民眾經由網際網路連結至「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查詢

資料，網址 https://ncclaw.ncc.gov.tw。 

第二章、資料庫範圍 

一、法規 

提供本會主管之法律、法規命令、實質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二、解釋函令 

提供本會主管之解釋令、行政函釋 

三、英文法規 

提供本會主管之英譯法規、英譯行政函釋。 

  

https://ncclaw.n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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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統單元說明 

一、整合查詢 

提供一欄式跨單元整合查詢功能，可查詢最新動態、法律及法規、行政

規則、解釋函令、英譯法規。 

二、最新動態 

提供顯示最新一年的法規異動訊息，可查閱本會主管之法律、命令、行

政規則、解釋函令、草案預告、英譯法規。 

三、法律及法規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法律、命令、實質法規命令（條列式）。 

四、行政規則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條列式行政規則。 

五、解釋函令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實質法規命令、行政規則（非條列式）、行政函釋。 

六、英譯法規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英譯法規、英譯解釋函令。 

七、法規草案 

提供檢視本會預告中法規草案、歷史法規草案。 

八、響應式網頁 

提供透過行動裝置查閱法規、解釋函令資料。 

九、無障礙規範 2.0版 AA等級標章 

網站符合無障礙規範 2.0版 AA等級。 

十、資料更新時間顯示 

顯示最新更新資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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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統操作說明 

一、整合查詢 

提供一欄式跨單元整合查詢功能，可查詢最新動態、法律及法規、行政

規則、解釋函令、英譯法規。 

（一）檢索條件 

1.可輸入法規名稱、條文內容字詞或解釋函令文號。 

2.提供隨打隨選推薦功能，以現行法規名稱、原法規名稱與法規簡稱為

推薦清單。 

3.提供「"+"表示"或"」、「"-"表示"不含"」、「"&"或半形空白表示"且"」、

「"( )"表示"組合"」等檢索組合。 

4.提供保留最後一次檢索條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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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結果 

1.左側各單元查詢結果功能 

提供依最新動態、法律及法規、行政規則、解釋函令、英譯法規之查詢

結果功能。 

2.右側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A.提供依最新動態、法律及法規、行政規則、解釋函令、英譯法規各

單元資料之查詢結果顯示資料基本訊息。 

B.依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釋、裁判書、簡易案件、法學論著各類

資料之查詢結果提供排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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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新動態 

提供顯示最新一年的法規異動訊息，可依據全部、法律、命令、行政規

則、解釋函令、草案預告、英譯法規分別檢視。 

（一）提供檢視法規異動訊息之公發布日、法規類別及主旨等資訊。 

（二）點選查閱主旨，可直接顯示或連結該筆訊息內容資料。 

（三）提供分頁功能，可設定每頁顯示筆數。 

（四）提供依公發布日由新到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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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及法規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法律、命令、實質法規命令（條列式）。 

（一）檢索條件 

可依據法規類別、法規位階、檢索字詞、期間、發文文號、效力狀態進

行檢索。 

1.左側提供法規類別，可全選、複選或單選。 

2.右側提供法規位階、檢索字詞、期間、發文文號、法規效力等檢索條

件，可依實際需求使用單一條件或多重條件進行查詢。 

 

（1）法規位階 

提供全選或單選查詢法律、法規命令、實質法規命令。 

（2）檢索字詞 

A.可輸入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字詞。 

B.提供隨打隨選推薦功能，以現行法規名稱、原法規名稱與法規簡稱

為推薦清單。 

C.提供「"+"表示"或"」、「"-"表示"不含"」、「"&"或半形空白表示"且

"」、「"( )"表示"組合"」等檢索組合。 

D.提供保留最後一次檢索條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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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間 

提供輸入民國年月日共七碼，例如：1101226。 

（4）發文文號 

提供輸入半形阿拉伯數字文號。 

（5）效力狀態 

提供單選或複選現行有效或已廢止之法規。 

（二）查詢結果 

1.左側提供依資料類別、法規類別分別檢視查詢結果。 

2.右側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1）提供顯示序、日期、法規名稱。 

A.法規若有附件，顯示附件圖示 。 

B.法規若有英譯，顯示英譯圖示 ，可連結查閱英譯條文內容。 

C.法規若已廢止，顯示廢圖示 。 

D.法規若有更名，顯示原名稱。 

（2）提供清單排序功能，預設依日期新到舊排序，並可選擇依法規名稱

筆畫小到大或法源依據進行排序。 

（3）清單提供不分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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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法規 

點入單一法規，為法規基本頁，顯示法規名稱、公發布日、修正/廢止

日期、生效狀態及相關圖表，以及各法規內容功能按鈕。 

 

1.所有條文 

提供顯示本法規所有條文內容。 

（1）提供點選法規名稱，可點回法規基本頁。 

（2）提供點選條號，可點入單一條文頁。 

（3）提供去格式引用功能，顯示去除 32個字斷行的條文內容供複製使用。 

（4）提供轉存 PDF、RTF及友善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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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章節 

提供顯示編章節清單，可依章節查閱法條。 

 

3.條文檢索 

提供法規內容字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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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號查詢 

提供法規條號檢索。 

 

5.法源依據 

提供顯示本法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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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屬法規 

提供顯示依據本法或依據本法第○條訂定之附屬法規，並依訂定日期

由舊到新排序。 

 

7.修正條文 

提供顯示本法現行版本之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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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規沿革 

提供顯示本法歷次立修法沿革，包含當次發布日期、機關、文號、修正

條號以及修正名稱，並保留該次版本所有條文、異動條文、立法總說

明、條文對照表。 

 

9.ENGLISH 

提供連結至本法之英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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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一條文 

1.提供顯示法條內容、附件檔案。 

2.提供顯示本條文之立法理由。 

3.提供顯示本條相關解釋函令、相關法條、歷史法條，並提供檢索功能。 

4.提供因條文排版無法完整呈現內容，請詳閱完整條文檔案功能。 

5.提供條文編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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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規則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條列式行政規則。 

（一）檢索條件 

可依據法規類別、檢索字詞、期間、發文文號、效力狀態進行檢索。 

1.左側提供法規類別，可全選、複選或單選。 

2.右側提供檢索字詞、期間、發文文號、法規效力等檢索條件，可依實

際需求使用單一條件或多重條件進行查詢。 

 

（1）檢索字詞 

A.可輸入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字詞。 

B.提供隨打隨選推薦功能，以現行法規名稱、原法規名稱與法規簡稱

為推薦清單。 

C.提供「"+"表示"或"」、「"-"表示"不含"」、「"&"或半形空白表示"且

"」、「"( )"表示"組合"」等檢索組合。 

D.提供保留最後一次檢索條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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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間 

提供輸入民國年月日共七碼，例如：1080526。 

（3）發文文號 

提供輸入半形阿拉伯數字文號。 

（4）效力狀態 

提供單選或複選現行有效或已廢止之法規。 

（二）查詢結果 

1.左側提供依資料類別、法規類別分別檢視查詢結果。 

2.右側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1）提供顯示序、日期、法規名稱。 

A.法規若有附件，顯示附件圖示 。 

B.法規若有英譯，顯示英譯圖示 ，可連結查閱英譯條文內容。 

C.法規若已廢止，顯示廢圖示 。 

D.法規若有更名，顯示原名稱。 

（2）提供清單排序功能，預設依日期新到舊排序，並可選擇依法規名稱

筆畫小到大或法源依據進行排序。 

（3）清單提供不分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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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法規 

點入單一法規，為法規基本頁，顯示法規名稱、公發布日、修正／廢止

日期、生效狀態及相關圖表，以及各法規內容功能按鈕。 

 

1.所有條文 

提供顯示本法規所有條文內容。 

（1）提供點選法規名稱，可點回法規基本頁。 

（2）提供點選條號，可點入單一條文頁。 

（3）提供去格式引用功能，顯示去除 32個字斷行條文內容供複製使用。 

（4）提供轉存 PDF、RTF及友善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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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文檢索 

提供法規內容字詞檢索。 

 

3.條號查詢 

提供法規條號檢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  

系統使用手冊             第 18 頁，共 49 頁 

4.法源依據 

提供顯示本法之法源依據。 

 

5.修正條文 

提供顯示本法現行版本之修正條文。 

6.法規沿革 

提供顯示本法歷次立修法沿革，包含當次發布日期、機關、文號、修正

條號以及修正名稱，並保留該次版本所有條文、異動條文、立法總說

明、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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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一條文 

1.提供顯示法條內容、附件檔案。 

2.提供顯示本條文之立法理由。 

3.提供顯示本條相關解釋函令、相關法條、歷史法條，並提供檢索功能。 

4.提供因條文排版無法完整呈現內容，請詳閱完整條文檔案功能。 

5.提供條文編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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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釋函令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本會主管之實質法規命令、行政規則（非條列式）、

行政函釋。 

（一）檢索條件 

可依據解釋函令類別、資料類別、檢索字詞、發文字號、期間、效力狀

態進行檢索。 

 

1.左側提供解釋函令類別，可全選、複選或單選。 

2.右側提供資料類別、檢索字詞、年度字號、期間、法規效力等檢索條

件，可依實際需求使用單一條件或多重條件進行查詢。 

（1）檢索字詞 

A.提供輸入字詞隨打隨選推薦功能，以現行法規名稱、原法規名稱與

法規簡稱為推薦清單。 

B.提供「"+"表示"或"」、「"-"表示"不含"」、「"&"或半形空白表示"且

"」、「"( )"表示"組合"」等檢索組合。 

C.提供保留最後一次檢索條件功能。 

（2）發文字號 

提供輸入常用字別及半形阿拉伯數字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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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間 

提供輸入民國年月日共七碼，例如：1080526。 

（4）效力狀態 

提供單選或複選現行有效或已廢止之解釋函令。 

（二）查詢結果 

1.左側提供依資料類別、解釋函令類別分別檢視查詢結果。 

2.右側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1）提供顯示序、發文字號、發文日期、要旨。 

A.解釋函令若有附件，顯示附件圖示 。 

B.解釋函令若有英譯，顯示英譯圖示 ，可連結查閱英譯條文內容。 

C.解釋函令若已廢止，顯示廢圖示 。 

D.解釋函令若有更名，顯示原名稱。 

（2）提供依日期新到舊排序。 

（3）清單提供不分頁顯示。 

（4）提供匯出 CSV和 EXCEL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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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釋函令內容 

1.提供顯示本解釋函令發文單位、字號、日期、全文內容、附件檔案、

資料來源。 

2.提供相關法條顯示做成時法條版本連結。 

3.提供去格式引用、轉存 PDF、RTF檔及友善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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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譯法規 

提供查詢本會主管之英譯法規、英譯解釋函令。 

（一）檢索條件 

可依據檢索項目、法規檢索等檢索條件，可依實際需求使用進行查詢。 

1.檢索項目 

提供單選或複選查詢英譯法規、英譯解釋函令。 

2.檢索字詞 

提供輸入英譯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字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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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結果 

1.左側提供依資料類別檢視查詢結果。 

2.右側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1）提供顯示序、公發布日、中英文法規名稱，可分別檢視中文法規或

英譯法規內容。 

A.若有附件，顯示附件圖示 。 

B.若已廢止，顯示廢圖示 。 

（2）提供依日期新到舊排序 

（3）清單提供不分頁顯示。 

（4）提供 Export CSV和 Export EXCEL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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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法規 

點入單一法規，為法規基本頁，顯示法規名稱、公發布日、修正／廢止

日期、生效狀態及相關圖表，以及各法規內容功能按鈕。 

 

1.所有條文 

提供顯示本法規所有條文內容。 

（1）提供點選法規名稱，可點回法規基本頁。 

（2）提供附件檔案下載功能。 

（3）提供轉存 PDF、RTF及 Print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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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章節 

提供顯示編章節清單，可依章節查閱法條。 

 

3.條文檢索 

提供法規內容字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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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號查詢 

提供法規條號檢索。 

 

5.法規沿革 

提供顯示本法歷次立修法沿革。 

 

6.CHINESE 

提供連結至本法之中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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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規草案 

提供檢視預告中法規草案、歷史法規草案。 

（一）提供顯示法規草案清單，可分別依據預告中、歷史法規草案進行檢視。 

（二）提供序、公告日期、法規類別、主旨等資訊。 

（三）如為介接全國法規資料通報系統之草案，點選主旨可連結該草案於行

政院公報之資訊內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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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響應式網頁 

提供透過行動裝置查閱法規、解釋函令資料，系統自動偵測使用者所使 

用的行動裝置，自動調整版面，適應各種尺寸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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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無障礙規範 2.0版 AA等級標章 

網站符合無障礙規範 2.0版 AA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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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網頁字級調整 

提供網頁字級大小調整，字級分為大、中、小，方便使用者依個人需求

檢視作調整，各別介紹如下： 

（一）大字級（110%）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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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字級（100%）之顯示。 

 

 

（三）小字級（90%）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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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意見表達功能 

法規草案類別主旨後方提供「意見表達」功能鍵，若最新動態有顯示法

規草案類別資料該功能鍵亦會顯示於主旨後方；連結至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讓一般民眾針對草案進行意見發表。 

（一）點擊「意見表達」。 

 

（二）連結至該草案之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網頁讓民眾進

行意見表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  

系統使用手冊             第 34 頁，共 49 頁 

十二、轉存 RTF功能 

此功能提供「法律及法規」、「行政規則」、「解釋函令」、「英譯法規」單

元使用，RFT檔案格式適用於大多數文書處理軟體，方便使用者能廣泛運

用法規內容，操作流程分述如下： 

（一）法律及法規 

1.進入到法規內容頁面，點選下方功能列「所有條文」。 

 

2.所有條文畫面右上角顯示「轉存 RFT」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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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啟 RFT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同，此

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4.RFT檔案呈現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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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規則 

1.進入到行政規則的法規內容頁面，點選下方功能列「所有條文」。 

 

2.所有條文畫面右上角顯示「轉存 RFT」按鈕。 

 

3.開啟 RFT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同，此

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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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FT檔案呈現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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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釋函令 

1.進入到解釋函令內容頁面，點選右上方功能列「轉存 RFT」按鈕。 

 

2.開啟 RFT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同，此

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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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FT檔案呈現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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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譯法規 

1.進入到英譯法規內容頁面，點選下方功能列「轉存 RFT」按鈕。 

 

2.所有條文畫面右上角顯示「轉存 RFT」按鈕。 

 

3.開啟 RFT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同，此

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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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FT檔案呈現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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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查詢結果清單轉存功能 

「匯出 CSV」及「匯出 EXCEL」功能鍵顯示於「法律及法規」、「行政規則」、

「解釋函令」、「英譯法規」的「查詢結果」資料列表最上方，分述如下： 

（一）匯出 CSV 

1.各單元查詢結果的資料類別，列表上方功能列位置呈現，點擊「匯出

CSV」。 

（1）法律及法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法規解釋函令查詢系統  

系統使用手冊             第 43 頁，共 49 頁 

（2）行政規則 

 

（3）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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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譯法規 

 

2.開啟後儲存 CSV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

同，此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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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擊滑鼠右鍵，使用「記事本」開啟檔案。 

 

4.CSV檔案內容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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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出 EXCEL 

1.各單元查詢結果的資料類別，列表上方功能列位置呈現，點擊「匯出

EXCEL」。 

（1）法律及法規 

 

（2）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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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釋函令 

 

（4）英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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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啟 EXCEL 檔案，依照不同瀏覽器網頁畫面顯示檔案位置略有不同，

此截圖畫面使用之瀏覽器為 Edge。 

 

3.EXCEL檔案內容呈現，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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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資料更新時間顯示 

網站頁尾顯示「資料庫更新週期」為每月；後方為最新更新資料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