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    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鄉親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鄉親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鄉親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鄉親網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711711711711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1P1P1P1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閩南語廣播劇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玟龍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閩南語廣播劇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玟龍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幸福進行曲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天福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天天好彩頭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郭子琳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寶島什麼隴有 2-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佩昕 婉玲 

05:0005:0005:0005:00----05:3005:3005:3005:30    健康喔嗨喲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張秀容 

05:3005:3005:3005:30----06:0006:0006:0006:00    華藏世界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淨空法師 

06:06:06:06:00000000----07:0007:0007:0007:00    不老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羅玉順 佩玉 

07:0007:0007:0007:00----08:0008:0008:0008:00    不老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羅玉順 佩玉 

08:0008:0008:0008:00----09:0009:0009:0009:00    閩南語廣播劇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09:0009:0009:0009:00----11110:000:000:000:00    閩南語廣播劇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星星知我心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阿楷 黛安 淑真 

11:0011:0011:0011:00----12:0012:0012:0012:00    快樂向前行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蕭國枰 王藝甯 

12:0012:0012:0012:00----13:0013:0013:0013:00    好朋友來逗陣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道弘 

13:0013:0013:0013:00----14:0014:0014:0014:00    世界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天得 

14:0014:0014:0014:00----11115:005:005:005:00    世界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天得 

15:0015:0015:0015:00----16:0016:0016:0016:00    民謠暨人生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方麗玉 

16:0016:0016:0016:00----17:0017:0017:0017:00    民謠暨人生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方麗玉 

17:0017:0017:0017:00----18:0018:0018:0018:00    幸福進行曲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天福 

18181818:0:0:0:00000----19191919:00:00:00:00    寶島什麼隴有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佩昕  婉玲 

19:0019:0019:0019:00----20:0020:0020:0020:00    大船入港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郭建成 

20:0020:0020:0020:00----21:0021:0021:0021:00    大船入港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郭建成 

21:0021:0021:0021:00----22:0022:0022:0022:00    民謠暨人生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方麗玉 潘大夫 

22:0022:0022:0022:00----23:0023:0023:0023:00    今日天下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天得 

23:0023:0023:0023:00----24:0024:0024:0024:00    今日天下 1-6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林天得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中國廣播公司臺南中國廣播公司臺南中國廣播公司臺南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鄉親網台鄉親網台鄉親網台鄉親網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711711711711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2P2P2P2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1:01:01:00000000    閩南語廣播劇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閩南語廣播劇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幸福進行曲 11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天福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天天好彩頭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郭子琳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寶島什麼隴有 週一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佩昕 婉玲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人生哲學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潘大夫 

06:06:06:06:00000000----07:0007:0007:0007:00    說姓名談因果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吳清泉 

07:0007:0007:0007:00----08:0008:0008:0008:00    說姓名談因果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吳清泉 

08:0008:0008:0008:00----09:0009:0009:0009:00    早安歌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世華 

09:0009:0009:0009:00----10:0010:0010:0010:00    早安歌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世華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早安歌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世華 

11:0011:0011:0011:00----12:0012:0012:0012:00    人生哲學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潘大夫 

12:0012:0012:0012:00----13:0013:0013:0013:00    好朋友來逗陣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13:0013:0013:0013:00----14:0014:0014:0014:00    歡樂假期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均泓 

14:0014:0014:0014:00----15:0015:0015:0015:00    歡樂假期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均泓 

15:0015:0015:0015:00----16:0016:0016:0016:00    快樂寶島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均泓 

16:0016:0016:0016:00----17:0017:0017:0017:00    快樂寶島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陳均泓 

17:0017:0017:0017:00----18:0018:0018:0018: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8181818:0:0:0:00000----19191919:00:00:00: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9:0019:0019:0019:00----20:0020:0020:0020:00    大船入港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郭建成 

20:0020:0020:0020:00----21:0021:0021:0021:00    大船入港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郭建成 

21:0021:0021:0021:00----22:0022:0022:0022:00    寶島什麼隴有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佩昕 婉玲 

22:0022:0022:0022:00----23:0023:0023:0023:00    台灣水噹噹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洪瓊瑤 

23:0023:0023:0023:00----24:0024:0024:0024:00    鳳凰城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每每每每            週週週週            播播播播            音音音音            總總總總            時時時時            數數數數（（（（分分分分））））    10080100801008010080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        聯聯聯聯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2330 1980 2040 3730 0 10080  2280 840 0 6960 0 中廣台北台 
 

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    23.12% 19.64% 20.24% 37.00% 0% 100%  22.61% 8.33% 0% 69.06%  中廣台南台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111、、、、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    

2222、、、、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    

3333、、、、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    

註註註註 1111：「：「：「：「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客語客語客語客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英語英語英語英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    

註註註註 2222：：：：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    

 

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陳婉陳婉陳婉陳婉玲玲玲玲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    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891891891891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 2 2 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1P1P1P1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天天好彩頭  2-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子琳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幸福進行曲 1 2-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天福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閩南語廣播劇 1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中廣節目部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南台灣雙響炮 1-4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子琳  天福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南台灣雙響炮 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子琳 天福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快樂南台灣 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忠彦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閩南語廣播劇 1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中廣節目部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鄉親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阿輝 阿玲 

06:06:06:06:00000000----07:0007:0007:0007:00    健康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林昆狄 

07:0007:0007:0007:00----08:0008:0008:0008:00    健康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林昆狄 

08:0008:0008:0008:00----09:0009:0009:0009:00    世界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林天得 

09:0009:0009:0009:00----10:0010:0010:0010:00    世界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林天得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寶島啥米攏有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紀宗成 

11:0011:0011:0011:00----12:0012:0012:0012:00    閩南語廣播劇 1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中廣節目部 

12:0012:0012:0012:00----13:0013:0013:0013:00    大船入港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郭建成 

13131313:00:00:00:00----14:0014:0014:0014:00    鄉親午安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丁榮 

14:0014:0014:0014:00----15:0015:0015:0015:00    歡喜就好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崇元 

15:0015:0015:0015:00----16:0016:0016:0016:00    歌友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萬賢 

16:0016:0016:0016:00----17:0017:0017:0017:00    閩南語廣播劇 2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中廣節目部 

17:0017:0017:0017:00----18:0018:0018:0018:00    全國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董欣世 

18181818:0:0:0:00000----19191919:00:00:00:00    全國新聞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董欣世 

19:0019:0019:0019:00----20:0020:0020:0020:00    台灣羚聲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吳丞羚 

20:0020:0020:0020:00----21:0021:0021:0021:00    台灣羚聲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吳丞羚 

21:0021:0021:0021:00----22:0022:0022:0022:00    鄉親俱樂部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阿輝 阿玲 

22:0022:0022:0022:00----23:0023:0023:0023:00    歡喜就好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謝志明 

23:0023:0023:0023:00----24:0024:0024:0024:00    歡喜就好 1-6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謝志明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898989891111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1 1 1 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2P2P2P2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古都開講 週一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古都開講 週一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幸福進行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天福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寶島什麼隴有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李佩昕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台灣水噹噹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洪瓊瑤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鳳凰城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06:06:06:06:00000000----07:0007:0007:0007:00    閩南語廣播劇 2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中廣節目部 

07:0007:0007:0007:00----08:0008:0008:0008: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08:0008:0008:0008:00----09:0009:0009:0009: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09:0009:0009:0009:00----10:0010:0010:0010:00    南台灣雙響炮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子琳 天福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台灣膺雄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膺仁 

11:0011:0011:0011:00----12:0012:0012:0012:00    寶島什麼隴有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2:0012:0012:0012:00----13:0013:0013:0013:00    閩南語廣播劇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中廣節目部 

13:0013:0013:0013:00----14:0014:0014:0014: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4:0014:0014:0014:00----15:0015:0015:0015:00    快樂假期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周安利 謝坤任 

11115:005:005:005:00----16:0016:0016:0016:00    快樂假期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周安利 謝坤任 

16:0016:0016:0016:00----16:3016:3016:3016:30    府城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6:3016:3016:3016:30----17:0017:0017:0017:00    樂活廣場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7:0017:0017:0017:00----18:0018:0018:0018:00    鳳凰城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8181818:0:0:0:00000----19191919:00:00:00:00    閩南語廣播劇 1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中廣節目部 

19:0019:0019:0019:00----20:0020:0020:0020:00    台灣羚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吳丞玲 

20:0020:0020:0020:00----21:0021:0021:0021:00    台灣羚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吳丞玲 

21:0021:0021:0021:00----22:0022:0022:0022:00    古都開講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22:0022:0022:0022:00----23:0023:0023:0023:00    幸福進行曲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天福 

23:0023:0023:0023:00----24:0024:0024:0024:00    台灣水噹噹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洪瓊瑤 

每每每每            週週週週            播播播播            音音音音            總總總總            時時時時            數數數數（（（（分分分分））））    10081008100810080000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        聯聯聯聯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1380 2130 1680 4890 60 10020 0 5040 5040 0 0 0 中廣台南台 
 

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    13.69% 21.13% 16.67% 48.51% 0.60% 99.40% 0% 50.00% 50.00% 0% 0% 0%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111、、、、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    

2222、、、、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    

3333、、、、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    

註註註註 1111：「：「：「：「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客語客語客語客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英語英語英語英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    

註註註註 2222：：：：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    

 

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陳婉玲陳婉玲陳婉玲陳婉玲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    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1296129612961296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表日期表日期表日期表日期：：：：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1P1P1P1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新聞•午夜情懷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新聞•府城劇場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新聞•五 L俱樂部 1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彭懷真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新聞•台灣加油無所不談 

 
2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趙守博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新聞•新聞大解讀 3-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胡忠信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新聞•廣播劇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新聞•樂活新主張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佩昕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府城南瀛一家親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編播群 

06:0006:0006:0006:00----07:0007:0007:0007: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7:07:07:07:00000000----08:0008:0008:0008: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8:0008:0008:0008:00----09:0009:0009:0009: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9:0009:0009:0009:00----09:3009:3009:3009:30    早安台南鄉親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09:3009:3009:3009:30----10:0010:0010:0010: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0:0010:0010:0010:00----11:0011:0011:0011: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1:0011:0011:0011:00----12:0012:0012:0012: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2:0012:0012:0012:00----13:0013:0013:0013: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3:0013:0013:0013:00----13:3013:3013:3013:30    午安您好雲嘉南鄉親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佩昕 

13:3013:3013:3013:30----14:0014:0014:0014: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4:0014:0014:0014:00----15:0015:0015:0015: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5:0015:0015:0015:00----16:0016:0016:0016: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6:0016:0016:0016:00----17:0017:0017:0017: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7171717:0:0:0:00000----18181818:00:00:00: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8:0018:0018:0018:00----19:0019:0019:0019:0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9:0019:0019:0019:00----19:3019:3019:3019:3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9:3019:3019:3019:30----20:0020:0020:0020:00    晚安您好雲嘉南鄉親 1-5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20:0020:0020:0020:00----20:1020:1020:1020:1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0:1020:1020:1020:10----21:0021:0021:0021:00    新聞大解讀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胡忠信 

21:0021:0021:0021:00----21:3021:3021:3021:3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1:3021:3021:3021:30----22:0022:0022:0022:00    中小企業通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鄭薇芯等 

22:0022:0022:0022:00----22:3022:3022:3022:30    新聞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2:3022:3022:3022:30----23:0023:0023:0023:00    新聞話題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吳恩文 

23:0023:0023:0023:00----23:3023:3023:3023:30    新聞 1-5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3:3023:3023:3023:30----24:0024:0024:0024:00    真心看世界 1-5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慈濟功德會 陳怡君 

 

 



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電臺名稱：：：：    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中國廣播公司臺南台新聞網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1296129612961296 千赫千赫千赫千赫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2 2 2 2 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月節目時間表                                        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製表日期：：：：    102 102 102 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日日日 P2P2P2P2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每週播

出日出日出日出日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擇一打 VVVV））））    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實際播出語言    實實實實                        際際際際                        播播播播                    出出出出                    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    

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    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新聞政令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新聞•午夜情懷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新聞•府城劇場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新聞•新聞大解讀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胡忠信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新聞•廣播劇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新聞•樂活新主張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佩昕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府城南瀛一家親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編播群 

06:0006:0006:0006:00----06:1006:1006:1006: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6:1006:1006:1006:10----07:0007:0007:0007:00    藍萱時間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蘭萱 

07:0007:0007:0007:00----08:1508:1508:1508:15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8:1508:1508:1508:15----09:0009:0009:0009:00    技職聯合國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陳愷 記潔 

09:0009:0009:0009:00----09:1509:1509:1509:15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9:1509:1509:1509:15----10:0010:0010:0010:00    週日美樂地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僑鼎廣告 洪士美 

10:0010:0010:0010:00----10:1510:1510:1510:15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0:1510:1510:1510:15----11:0011:0011:0011:00    當地球發燒時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永續能源基金會 凌爾祥 

11:0011:0011:0011:00----11:1511:1511:1511:15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1:1511:1511:1511:15----12:0012:0012:0012:00    你不知道的健康大小事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葉金川 

12:0012:0012:0012:00----12:3012:3012:3012:3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2:3012:3012:3012:30----13:0013:0013:0013:00    電一下就上影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曾武清 

13:0013:0013:0013:00----13:1513:1513:1513:15    一週新聞話題集錦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南台  陳婉玲 

13:1513:1513:1513:15----14:0014:0014:0014:00    藝氣風發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艾瑞克 

14:0014:0014:0014:00----14:1014:1014:1014: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4141414::::10101010----15151515:00:00:00:00    新聞大解讀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胡忠信 

15:0015:0015:0015:00----15:1015:1015:1015: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5:1015:1015:1015:10----16:0016:0016:0016:00    氣象達人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彭啟明 

16:0016:0016:0016:00----16:1016:1016:1016: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6:1016:1016:1016:10----17:17:17:17:00000000    活力廣場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吳恩文 

17:0017:0017:0017:00----17:1017:1017:1017: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7:1017:1017:1017:10----18:0018:0018:0018:00    文茜的異想世界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陳文茜 

18:0018:0018:0018:00----18:3018:3018:3018:3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8:3018:3018:3018:30----19:0019:0019:0019:00    電一下就上影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體委會(晴天) Anita 

19:0019:0019:0019:00----19:3019:3019:3019:3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9:3019:3019:3019:30----20:0020:0020:0020:00    府城風采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陳婉玲 

20:0020:0020:0020:00----20:1020:1020:1020: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0:1020:1020:1020:10----21:0021:0021:0021:00    理財生活通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夏韻芬 

21:0021:0021:0021:00----21:3021:3021:3021:3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1:3021:3021:3021:30----22222222:00:00:00:00    府城開講 週六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22:0022:0022:0022:00----22:3022:3022:3022:3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2:3022:3022:3022:30----23:0023:0023:0023:00    電一下敬上影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曾武清 

23:0023:0023:0023:00----23:1023:1023:1023:10    新聞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3:1023:1023:1023:10----24:0024:0024:0024:00    文茜的異想世界 週六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陳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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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01:0001:0001:0001:00    新聞•午夜情懷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0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    新聞•府城劇場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3:0003:00    新聞•新聞大解讀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胡忠信 

03:0003:0003:0003:00----04:0004:0004:0004:00    新聞•廣播劇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若梅 

04:0004:0004:0004:00----05:0005:0005:0005:00    新聞•樂活新主張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李佩昕 

05:0005:0005:0005:00----06:0006:0006:0006:00    新聞•與台南有約 週日  ˇ̌̌̌      ˇ̌̌̌      ˇ̌̌̌     中廣臺南台  陳婉玲 

06:0006:0006:0006:00----06:1006:1006:1006: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6:1006:1006:1006:10----07:0007:0007:0007:00    愛灑人間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慈濟功德會 慈韻 

07:0007:0007:0007:00----08:0008:0008:0008:0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8:08:08:08:00000000----08:1008:1008:1008: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8:1008:1008:1008:10----09:0009:0009:0009:00    藝文放輕鬆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趨勢文教基金會 蔣勳 陳怡蓁 

09:0009:0009:0009:00----09:1009:1009:1009: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09:1009:1009:1009:10----10:0010:0010:0010:00    蘭萱時間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蘭萱 

10:0010:0010:0010:00----10:1010:1010:1010: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0:1010:1010:1010:10----11:0011:0011:0011:00    吳恩文的快樂廚房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吳恩文 

11:0011:0011:0011:00----11:1011:1011:1011: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1:1011:1011:1011:10----12:0012:0012:0012:00    樂活新台灣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熱帶蘋果 劉芷琦 

12:0012:0012:0012:00----12:2012:2012:2012:2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2:2012:2012:2012:20----13:0013:0013:0013:00    運動新主張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陳楷 

13:0013:0013:0013:00----13:1513:1513:1513:15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3:1513:1513:1513:15----14:0014:0014:0014:00    活力台灣-健康生活新主張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葉金川 

14141414:0:0:0:00000----14141414::::1111000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4:1014:1014:1014:10----15:0015:0015:0015:00    綺麗世界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節目部 李秀媛 

15:0015:0015:0015:00----15:1015:1015:1015: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5:1015:1015:1015:10----16:0016:0016:0016:00    週日 MR.BIG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郭志楨 

16:0016:0016:0016:00----16:1016:1016:1016: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6:1016:1016:1016:10----17:0017:0017:0017:00    台灣加油無所不談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趙守博 

17:0017:0017:0017:00----17:1017:1017:1017: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7:1017:1017:1017:10----18:0018:0018:0018:00    五 L俱樂部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彭懷真 

18:0018:0018:0018:00----18:3018:3018:3018:3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8:3018:3018:3018:30----19:0019:0019:0019:00    微笑台灣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凌爾祥 

19:0019:0019:0019:00----19:1019:1019:1019: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19:1019:1019:1019:10----20:0020:0020:0020:00    吳恩文的快樂廚房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吳恩文 

20:0020:0020:0020:00----20:1020:1020:1020: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0:1020:1020:1020:10----21:0021:0021:0021:00    理財生活通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夏韻芬 

21:0021:0021:0021:00----21:0521:0521:0521:05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1:0521:0521:0521:05----22:0022:0022:0022:00    海峽論壇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葉柏毅 

22:0022:0022:0022:00----22:1022:1022:1022: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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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2:1022:1022:10----23:0023:0023:0023:00    理財生活通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夏韻芬 

23232323:00:00:00:00----23:1023:1023:1023:10    新聞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編播群 

23:1023:1023:1023:10----24:0024:0024:0024:00    綺麗世界 週日   ˇ̌̌̌  ˇ̌̌̌            ˇ̌̌̌  中廣台北台 中廣新聞部 李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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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文化    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公共服務    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大眾娛樂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外製外製外製外製    委製委製委製委製    轉播轉播轉播轉播    聯播聯播聯播聯播            主主主主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參參參參        與與與與        聯聯聯聯        播播播播        電電電電        臺臺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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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各類節目佔每週節目播出總時數之比率（（（（%%%%））））    52.68% 13.54% 24.46% 9.32% 0% 0% 0% 30.21% 0% 0% 69.79%  中廣台南台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111、、、、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本表每月填報一次，，，，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播放五日前寄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不必備文）。）。）。）。    

2222、、、、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節目類別欄內所稱之各類節目內容應以廣播電視法暨同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勾填。。。。    

3333、、、、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每週播出日欄依播出平日、、、、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週六或週日可分開填寫、、、、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各類節目比率是以各類節目分別除以一週節目播音總時數。。。。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所填內容應與實際播出相符，，，，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請電臺負責人嚴予查核，，，，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並加蓋印信。。。。    

註註註註 1111：「：「：「：「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欄位請註明播出語言（（（（客語客語客語客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原住民母語、、、、英語英語英語英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他國語））））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或兒童及少年節目。。。。    

註註註註 2222：：：：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委製節目請註明委製單位或機關名稱。。。。    

 

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電台負責人及公司章：：：：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傅素絹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陳婉玲陳婉玲陳婉玲陳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