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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1

新營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3MHz

通傳內容字
10200654370號
處分日期：
103/01/02

厝邊頭尾

2

鄉土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7MHz

通傳內容字
10200655620號
處分日期：
103/01/02

輕鬆來作伙 103/11/12
違反廣電
04:00~0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3/11/27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新營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0.3MHz）102年11月27日12時至14時播送 NT$12,000
之「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表
明，該節目全部由百年的老藥鋪鳳林堂獨家贊
助提供，並藉由口述介紹之方式，談論吃其產
品抗癌成功案例，順勢推薦「濟薑黃、理肝
散、補齡丸、舒暢錠」等產品，節目中透過介
紹上述產品之療效、價格、盒蓋兌換活動（補
齡丸2個盒蓋送潔面霜、3個盒蓋送苦茶油沐浴
乳、4個盒蓋送舒暢錠）、服用方法及詢問訂購
電話（總公司電
話04-24373737、0800-664669）等商業資
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
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鄉土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7MHz）102年11月12日4時至6時播送
之「輕鬆來作伙」節目，主持人於節目開始即
表明，該節目由農綠寶股份有限公司之有機營
養劑「綠勇寶」所贊助提供，並藉由口述介紹
之方式，探討農民耕作問題，順勢推薦「綠勇
寶」之產品，節目中再三鼓勵聽眾購買產品體
驗，並介紹前揭產品相關之耕作分享會活動訊
息、贈送試用品活動截止日及詢問電
話0800-255888、07-7260011等商業資訊，宣傳
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
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
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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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3

中華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33kHz

通傳內容字
10248053970號
處分日期：
103/01/02

健康福報

4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5.9MHz

通傳內容字
10248053960號
處分日期：
103/01/03

健康免開錢 102/11/28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廣播電臺「健康免開
NT$42,000
錢」節目播送之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罰鍰1萬4千元（折合新臺幣4萬2千元)。

5

神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9.5MHz

通傳內容字
10200654340號
處分日期：
103/01/06

神農天地心 102/11/04
違反廣電
08:00~0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神農廣播電臺（頻
率FM99.5MHz）102年11月4日8時至9時播送「神
農天地心」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述介
紹及聽眾叩應之方式，推薦「德國進
口11、12、17號肥料、39號基肥、轉色(代
號)」等特定產品，部分節目透過產品名稱、成
分、特性、使用方法、功效、農作整套栽
培、施肥方式等來宣傳推介特定商品，吸引聽
眾購買，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6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10kHz

通傳內容字
10200673810號
處分日期：
103/01/06

健康世界

受處分人經營之國聲廣播電臺播送「健康世
界」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3千元（折合新臺幣9千
元）。

7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00650號
處分日期：

唐克俱樂部 102/09/16
廣告未經衛
22:00~23:00 生主管機關
核准(廣電

102/11/09
違反廣電
08:00~09:00 法-廣告超
秒

103/10/2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華廣播電臺「健康福報」節
目播送之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
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
告。

警告 NT$0

罰鍰 NT$9,000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2年9月16日22時至24時於「唐
克俱樂部」節目播出「黑珍珠洛神花淨白抗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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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103/01/09

8

東方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10 奇峰廣播電臺股
份有限公司

99.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0650號
處分日期：
103/01/10

通傳內容字
10348000780號
處分日期：
103/01/15

90.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1200號
處分日期：
103/01/16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法第34條)

精華液」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與原核准內
容不符，業經行為時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移送彰
化縣政府衛生局查處，並經廣告託播全越多媒
體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力綱)承認屬實。案經
彰化縣政府認定其廣告內容與原核准內容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
定，此有該府102年12月10日府授衛稽字
第1020392189號裁處書可稽

歡喜來逗陣 102/12/28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違反廣電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感情休息站 103/01/02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方廣播電臺「歡喜來逗
陣」節目播送之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
定，應予警告。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大樹下廣播電台（頻
率FM90.5MHz）102年10月20日9時至12時播送
之「養生之道」節目，主持人於節目藉由口述
方式，推薦「龜鹿二仙膠」及「二仙肝安
寧」等特定商品；節目中除介紹該等產品之功
能、療效及購買資訊(含服務電話及服務
處)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明
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
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受處分人經營奇峰廣播電臺（苗
栗FM90.5MHz）103年1月2日10時至12時播
送「感情休息站」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38分51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罰鍰
NT$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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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1 曾文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9.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19550號
處分日期：
103/01/20

何老師俱樂 102/11/19
廣告未經衛
部
04:00~06:00 生主管機關
核准(廣電
法第34條)

「温泉健康香皂」、「膠原蛋白精華霜（美娜
膠原精華霜）」等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未
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向中央或直轄
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擅自刊登，業經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並移送嘉義縣政
府查處。案經該廣告託播者(何義
德)於102年12月31日至嘉義縣衛生局說明，經
詢坦承不諱，違規屬實。業經嘉義縣政府認定
未依規定申請廣告核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

罰鍰 NT$9,000

12 嘉義之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3.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1550號
處分日期：
103/01/23

何老師俱樂 102/11/28
廣告未經衛
部
04:00~06:00 生主管機關
核准(廣電
法第34條)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義之音廣播電臺「何老師俱
樂部」節目播送化粧品廣告，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4條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3款規
定，處罰鍰3千元（折合新臺幣9千元）。

罰鍰 NT$9,000

13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
臺2

105.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37880號
處分日期：
103/01/29

早安您好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
率FM105.9MHz；同步轉播頻率：苗
栗FM101.5MHz；臺中、花蓮、臺
東FM106.9MHz；嘉義FM104.3MHz；高
雄FM105.9MHz；宜
蘭FM102.9MHz）102年12月11日3時至5時播送
之「早安您好」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
述介紹方式，推薦納豆膠囊、冬蟲夏草、優
富999姬松茸巴西磨菇、珍珠霜、益立明膠囊等
商品，並提供商品效果、價格、贈品、寄送方
式及服務電話0800065788等資訊，以吸引聽眾
購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
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102/12/11
違反廣電
03:00~0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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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4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
臺2

963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37910號
處分日期：
103/01/29

心情加油站 102/12/05
違反廣電
09: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率AM963KHz；同 警告 NT$0
步轉播頻率：苗栗、宜蘭AM1161KHz；新
竹AM1017KHz；臺中AM927KHz；埔
里AM1152KHz；嘉義AM1035KHz；臺
南AM711KHz；高雄AM1224千赫；花蓮AM1188千
赫；玉里AM1386千赫；臺東AM1008千
赫）102年12月5日9時至10時播送之「心情加油
站」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述介紹，推薦
美白精華霜商品之使用效果、價格及提供現
場call in電話0800055099，以吸引聽眾購
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5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調頻
臺

104.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42360號
處分日期：
103/02/06

支支漲停板 102/11/11
違反廣電
22:30~2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節目內容主持人不斷提供服務電話，並再三強 警告 NT$0
調團隊的訊息非常重要、並提及「把這個機會
給自己，打電話進來02-77018898、我在『君安
投顧』幫您投資賺大錢，我所有的客戶你可以
非常放心的，我一定是為你的利益著想」等
語，突顯可資辨識之商品服務，主持人並順勢
推薦「金融家月刊」，同時搭配廣告宣傳特定
投顧及刊物，以吸引聽眾加入該特定投顧服務
及購買特定刊物，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服
務及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廣
告意圖明顯。

16 中華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33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44570號
處分日期：
103/02/06

全家福

中華廣播電臺（頻
率AM1233KHz）102年11月9日9時至11時播送
之「全家福」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方
式，順勢推薦「苦茶油、蜂膠、粉光茶包、蜂
王乳、多穀寶」等商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

102/11/09
違反廣電
09: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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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商品之特色、成分、贈送方式（買5罐
送1、買12罐送3罐）、贈品（水果、日本風景
月曆）、價格、療效、使（服）用方式
及0800553399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
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目與廣告
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7 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32790號
處分日期：
103/02/10

都會拼盤

102/11/14
違反廣電
15: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千廣播電臺（頻
率FM99.1MHz）102年11月14日15時至17時播送
之「都會拼盤」節目，主持人與來賓以訪問方
式說明「鉬元素」之功效、使用方式、優惠方
案，並提供訂購電話0800-899888等資訊；另主
持人以口述推介「瘦body激塑美體褲」功
效、優惠方案及服務電話0800-551900等訊息

18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3470號
處分日期：
103/02/10

健康加油站 102/12/04
違反廣電
14: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2年12月4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健康加油站」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口述鋪陳介紹及民眾叩應訂購之方式，順勢推
薦「贈品(黑曜石球六字大明心經球、試用品有
機營養劑-小罐綠勇寶、香、淨地寶、喜馬拉雅
山鹽燈、平底鍋)、三胜肽、大可牛樟芝(3隻
牛)、龜鹿二仙膠、清血的」等特定商品；部分
節目透過鋪陳介紹產(贈)品名稱、功效、服務
電話、優惠價格等資訊，來宣傳及推介特定商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目與廣告互相
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
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19 北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3500號

春風歌聲

受處分人經營之北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基隆地區）102年12月25日17時

103/12/25
違反廣電
17:00~18:00 法-廣告超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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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處分日期：
103/02/12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秒

至18時播送「春風歌聲」節目，播送總時間
為1小時，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之廣告，實際播
出17分8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8分16秒，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核處情形

20 奇峰廣播電臺股
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85610號
處分日期：
103/02/27

無所不談

103/01/06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奇峰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3年1月6日17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藉由鼓勵聽眾叩
應、與之對話方式，順勢推薦蜂王乳、美白
霜、發熱衣、諾麗粉、蛋油、黃金媽寶、桑
黃、五合一、香口茶、百合靈芝、銀杏錠等特
定商品，說明價格、訂購電話、功效及服用方
法等等，並與廣告相互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21 全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6.1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89640號
處分日期：
103/03/05

晚安168

102/12/10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全國廣播電臺（頻率FM106.1兆 罰鍰
NT$12,000
赫/臺中地區）102年12月10日17時至19時播
送「晚安168」節目，藉由邀請「販奇網」來賓
及口述介紹等方式，推薦「喀什米爾披
肩」，除在節目中說明其原料產地(內蒙古阿爾
巴斯山的山羊毛)、製作方式(120多道工
序、300支紗)及顏色(桃紅色配灰色、愛馬仕橘
配淺咖啡)等內容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
聽眾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
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22 天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6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89680號

健康交流道 103/01/06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節目未

受處分人經營之天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026KHz）103年1月6日18時至20時播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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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處分日期：
103/03/05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與廣告明顯
分開

送「健康交流道」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
述及與聽眾叩應訂貨對話之方式，介紹眼睛
藥、膝蓋痠的藥、阿善師、紅藥粉、膠及藥布
等商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產品之
療（功）效、價格（眼睛藥2瓶5,000元、膝蓋
痠的藥3瓶5,000元）、服用方式、贈送活
動（購買5,000元產品贈送棉被）、寄送時間
及0800558668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
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目與廣告
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23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東廣播
電臺

1269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88280號
處分日期：
103/03/06

春夏秋冬知 103/01/02
違反廣電
足輕鬆
19:00~2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東廣播電臺（頻
率AM1269KHz）103年1月2日19時至21時播
送「春夏秋冬知足輕鬆」節目，主持人在節目
中藉由口述及與叩應民眾對話之方式，推
薦「鈣好補骨精」特定商品；除透過介紹上述
商品名稱、優惠促銷、優惠價格、服務電
話、指定藥房及贈品等資訊，來宣傳推介特定
商品，並與廣告商品互相搭配，吸引聽眾購買
商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
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24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5860號
處分日期：
103/03/06

走透透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103年1月2日18時至20時播送
之「走透透」節目，主持人透過口述介紹方
式，推薦「華聲堂食品部年菜」，除詳細介紹
年菜內容(包括獅子頭、佛跳牆、百頁捲及東坡
肉)、價格(獅子頭1盒390元，佛跳牆750元，百
頁捲390元，東坡肉490元，1組4項原
價2,020元，現在買1,880元，買1組送加菜

103/01/02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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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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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金100元，2組200，3組300，買越多組產品就折
扣越多錢等)及服務電
話(28315819及28336500)外，並與廣告相搭
配；另節目中同時促銷「牛肉燕麥粥」、「攏
麥嗽散」、「雪蛤」、「鮮暢乳酸菌」及「靈
芝」等產品，說明產品內容、功效及價格。節
目內容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節目未與廣告
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25 嘉義環球調頻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107.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97550號
處分日期：
103/03/10

全國新聞

102/12/28
違反廣電
16:00~1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義環球廣播電臺（頻
率FM107.1MHz）102年12月28日16時至18時播
送「全國新聞」節目，主持人藉由鼓勵聽眾叩
應、與之對話方式，順勢推薦真杏、靈菇精及
血力旺等特定商品，說明價格各為2千元、服用
方法及療效並可送貨到府服務等等，且與廣告
相互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26 澎湖風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01150號
處分日期：
103/03/19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風聲廣播電臺（澎湖地
區，頻率FM91.3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
播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訪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
力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第 10 頁 / 共 46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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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嘉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085170號
處分日期：
103/03/21

快樂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樂廣播電臺（嘉義地區，頻 罰鍰 NT$9,000
率FM92.3MHz）102年12月17日13時至14時播
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品)產
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28 歡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8.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01110號
處分日期：
103/03/21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歡樂廣播電臺（花蓮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8.3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播
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力
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29 快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01180號
處分日期：
103/03/21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快樂廣播電臺（高雄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7.5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播
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力
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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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30 嘉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01200號
處分日期：
103/03/21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樂廣播電臺（嘉義地區，頻 罰鍰 NT$9,000
率FM92.3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播
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力
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31 全景社區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01220號
處分日期：
103/03/21

快樂GOGOGO 102/12/3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全景廣播電臺（臺北地區，頻 罰鍰 NT$9,000
率FM89.3MHz）102年12月31日12時至14時播
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品)產
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32 勝利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1188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9200號
處分日期：
103/03/27

可可俱樂部 103/03/04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廣告超
秒

103年3月4日勝利之聲廣播電臺18-19時之「可 罰鍰
可俱樂部」節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 NT$30,000
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處罰鍰1萬元（折合新臺幣3萬元）。

33 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

98.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09570號

寶島真無閒 103/01/07
違反廣電
09:00~11:00 法-廣告超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播送「寶島
真無閒」節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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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
定，予以警告。

核處情形

34 天南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99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0080號
處分日期：
103/04/03

天天快樂

103/03/19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廣告超
秒

經營之天南廣播電臺103年3月19日22時
至24時「天天快樂」節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
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2條
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警告 NT$0

35 民本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55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0860號
處分日期：
103/04/08

無所不談

103/04/08
違反廣電
00: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本廣播電
臺（AM855KHz）103年2月11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
及與聽眾叩應對話之方式，順勢介紹長壽
寶、褐藻糖膠、黑蒜頭、珍珠精、苦茶油、營
養面霜、美白霜、襪子、發熱衣、芭樂茶、南
瓜油、蜂膠、精力寶、化糖茶、五十肩得
好、嗽得好、桑黃、血紅素等項商品及算命服
務，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及服務之價
格、療（功）效、優待時間（至2月12日
止）、服用方法、各地巡迴服務時間
及25572255、25530899服務專線電話等商業資
訊，宣傳及推介前揭特定商品，係以節目形式
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
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警告 NT$0

36 澎湖風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160號
處分日期：
103/04/09

快樂
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風聲廣播電臺（澎湖地
區，頻率FM91.3MHz）102年12月17日13時
至14時播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
目中以訪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
品)產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
動及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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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未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37 快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700號
處分日期：
103/04/10

快樂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快樂廣播電臺（高雄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7.5MHz）102年12月17日13時至14時播
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品)產
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38 澎湖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6.7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720號
處分日期：
103/04/10

快樂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廣播電臺（澎湖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6.7MHz）102年12月17日13時至14時播
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品)產
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39 歡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8.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760號
處分日期：
103/04/10

快樂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歡樂廣播電臺（花蓮地區，頻
率FM98.3MHz）102年12月17日13時至14時播
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品)產
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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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未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40 南都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8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71670號
處分日期：
103/04/10

良友樂園

102/12/30
違背政府法
15:00~17: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南都廣播電臺（頻
NT$90,000
率FM89.1MHz）102年12月30日15時至17時
於「良友樂園」節目播送「維兒爽面霜」化粧
品廣告，內容述及：「……維兒爽面霜冬天抹
了很好……洗完澡要抹面霜，可以保濕，避免
冬季癢、不怕冬季癢，余藥師服務電
話075336486……台南阿桑有問題都會打電話來
問我，說過去洗澡後臉都會癢，所以洗完澡馬
上抹面霜，就不會癢……」等詞句，案經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移請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查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
第1項規定，並經廣告託播者余麗芬坦承屬
實，此有該局103年4月1日高市衛藥字
第10332861000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
案。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
告行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
第2款後段規定。

41 綠色和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48510號
處分日期：
103/04/11

寶島之聲

103/01/07
違反廣電
22:00~0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綠色和平廣播電臺播送「寶島
之聲」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
規定，予以警告。

42 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89.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140號
處分日期：
103/04/15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望春風廣播電臺（臺中地
區，頻率FM89.5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
播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訪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
力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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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43 全景社區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640號
處分日期：
103/04/15

快樂縱貫線 102/11/04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全景社區廣播電臺（臺北地
區，頻率FM89.3MHz）102年11月4日11時至12時
播送「快樂縱貫線」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訪談方式推介「健康食品(健食字第100號)─益
力蔘膠囊」及「奈米治療床墊」產品，說明成
分、功效、特色、使用方法、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0800-08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44 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89.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32740號
處分日期：
103/04/15

快樂GOGOGO 102/12/17
違反廣電
13: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望春風廣播電臺（臺中地
區，頻率FM89.5MHz）102年12月17日13時
至14時播送「快樂GOGOGO」節目，主持人於節
目中以訪談方式推介「健字第77號」(健康食
品)產品，說明成分、功效、特色、促銷優惠活
動及服務電話0800-55-3333，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
廣告未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45 綠色和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48520號
處分日期：
103/04/15

台灣鄉土情 103/02/24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綠色和平廣播電臺（頻
率FM97.3MHz）103年2月24日10時至12時播
送「台灣鄉土情」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介紹
方式，推薦「舒酸寧蜂膠牙膏、銀纖維襪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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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世界文化遺產DVD、皇恩乳膏、皇恩刺五加
膠囊、皇恩普林錠、哈娜無患籽何首烏抗屑洗
髮精、抗菌沐浴精、游小鳳歌唱40年紀念專
輯」等特定商品；詳細介紹說明產品功效、價
格(舒酸寧蜂膠牙膏1打2,400元特別優待鄉
親2,000元，另外特別贈送1打抗敏性牙刷；銀
纖維襪子1雙200元，買1打2,400元優
待2,000元；哈娜無患籽何首烏洗髮精跟沐浴
精，買1罐450元，1箱6罐裝，6罐2,700元，特
別優待2,000元，買1箱並送酵素濃縮洗衣
粉；世界文化遺產DVD 1套1,680元；游小鳳歌
唱40年紀念專輯1套1,500元)、促銷優惠活動及
服務電話(89763838)，以吸引聽眾購買，明顯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
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46 濁水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83440號
處分日期：
103/04/15

不老俱樂部 103/01/27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濁水溪廣播電臺（頻
率FM90.1MHz）103年1月27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不老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口述介紹商品及訪問來賓探討身體健康話
題，並與聽眾叩應對話之方式，推薦「愛清
優-U（精胺酸、一氧化氮）、蔗好清、B1」等
商品；部分節目內容透過介紹前揭商品之療
效、成分、價格、服用方式、贈品（CD）及電
話等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
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
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
節目明顯分開

罰鍰 NT$9,000

47 愛苗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3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1390號
處分日期：

鄉親大家好 103/02/16
違反廣電
22: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受處分人經營之愛苗廣播電臺（頻
率FM102.3MHz）103年2月16日22時至翌日凌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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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15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分開

晨2時播送「鄉親大家好」節目，主持人藉由口
述介紹方式，推薦「保洸能膠囊、苦茶油、黑
米、趕緊顧第2代」等特定商品；節目中除介紹
說明產品功效、價格(保洸能3盒裝5,200元；黑
米10斤1,200元；苦茶油3罐裝2千元，1罐
是800元，600cc；趕緊顧
第2代1盒1,800元)、促銷優惠活動(保洸能3盒
裝，便宜200元，還送保眼茶、軟形保護眼鏡及
高級毛毯)及服務電話(374299)外，並與廣告相
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節目內容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致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此有本
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核處情形

48 金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2.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1610號
處分日期：
103/04/16

不老俱樂部 103/02/05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2.1MHz）103年2月5日18時至19時播
送「不老俱樂部」，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方
式介紹鹿胎盤、愛清優-U、蔗好清等產品服用
方式，另說明「鹿胎盤」製作方式、功效及價
格，並可送貨到府服務等資訊及訂購電
話02-85112345等資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
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
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
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49 新營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3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1990號
處分日期：
103/04/21

鄉親俱樂部 103/04/10
違反廣電
05:00~07:00 法-廣告超
秒

103年4月10日新營之聲廣播電臺5時至7時
之「鄉親俱樂部」節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3條
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1萬元（折合新臺
幣3萬元）。

50 大溪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2150號

寶島歌謠

103年4月14日8時至10時之「寶島歌謠」節目播 警告 NT$0
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

103/04/14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罰鍰
NT$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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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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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21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秒

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103/04/05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廣告超
秒

核處情形

受處分人經營快樂廣播電臺「快樂有約」節目 罰鍰
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 NT$24,000
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鍰8,000元（折合新臺幣2萬4,000元）。

51 快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3180號
處分日期：
103/04/29

快樂有約

52 神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9.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3540號
處分日期：
103/04/30

健康加油站 103/02/12
傷害兒童身
14:00~16:00 心健康

受處分人經營之神農廣播電臺（頻
率FM99.5MHz）103年2月12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健康加油站」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講述
涉有性暗示之笑話，內容傷害兒童身心健
康，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
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4款規定。

53 台灣聲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7.7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4000號
處分日期：
103/05/06

大家老早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聲音廣播電
臺103年4月27日「大家老早」6-8時節目播送廣 NT$24,000
告時間48分34秒，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
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鍰8千元（折合新臺幣2萬4千元）。

54 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

98.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160900號
處分日期：
103/05/07

寶島上麻吉 103/01/07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頻
NT$120,000
率FM98.5MHz）103年1月7日13時至15時播送
之「寶島上麻吉」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訪
談方式推介「呷七碗年菜」商品，介紹其產品
內容、特色、贈品及訂購電話02-25705555，突
顯可資辨識之商品，並與廣告相搭配，吸引聽
眾購買，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55 寶島新聲廣播電

98.5MHz

通傳內容字

寶島大歌廳 103/01/07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頻

103/04/27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廣告超
秒

違反廣電

罰鍰 NT$9,000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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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10348013650號
處分日期：
103/05/07

15: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NT$120,000
率FM98.5MHz）103年1月7日15時至17時播送
之「寶島大歌廳」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聊
天分享方式推薦「萬味軒肉乾」，介紹其口感
特色、價錢及訂購電話02-25705555，並與廣告
相搭配；又以訪談方式推介胎盤素，說明其功
效及服務電話0800717818等資訊，該服務電話
亦與廣告相搭配；另主持人口述推薦「呷七碗
年菜」商品，並提供服務專線02-25705555鼓勵
聽眾訂購。部分節目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
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56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990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291880號
處分日期：
103/05/08

文川俱樂部 103/03/16
違反廣電
16:00~1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頻
率AM990KHz）103年3月16日16時至18時播
送「文川俱樂部」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
口述推薦「神聖通血追風丸、神聖明目地黃
丸、葳芙牌黑髮素、仁義牛肉麵」特定商
品；除透過介紹上述服務電話、產品名
稱、療(功)效、贈品(買我們的藥品或產品，我
們有抽奬的機會，獎品有平板電腦等)」等商業
資訊，宣傳推介特定商品，並與廣告商品互相
搭配，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57 中原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296580號
處分日期：
103/05/08

滿山春色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原廣播電臺播送「滿山春
色」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規
定，予以警告。103年4月1日10時至12時播
送「滿山春色」節目，主持人藉由鼓勵聽眾叩

103/04/0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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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應、與之對話方式，順勢推薦加味逍遙、降火
肝膽丸、龜鹿二仙丸、深海魚油、健腎能、健
美茶、環保竹炭香、蘋果幹細胞胜肽嫩白霜等
特定商品，說明優惠價格、療效及訂購電話等
等，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58 勝利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1188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299860號
處分日期：
103/05/08

快樂假期

103/03/02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勝利之聲廣播電臺播（頻
率AM1188KHz）103年3月2日13時至16時播
送「快樂假期」節目，主持人於節目開始表明
該節目由忠山中醫診所、華僑斑龍丸、華僑明
目地黃丸、雲南養肝丸、雲南天王補心丹、大
通一號、大通酵素所贊助提供安排，並以口述
及與聽眾叩應見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薦「雲
南天王補心丹、大通酵素、大通一號、華僑斑
龍丸、華僑明目地黃丸」等產品，節目中透過
介紹前揭產品之療效、價格、服用方式、服務
時間、購買方式及06-2244604、0800055189詢
問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
吸引聽眾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3千元（折合新臺幣9千
元）。

罰鍰 NT$9,000

59 指南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106.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08550號
處分日期：
103/05/14

親愛的這一 103/04/07
違反廣電
班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指南廣播電臺（頻
率FM106.5MHz）103年4月7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親愛的這一班」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薦「台灣頂級牛肉
湯、生達葡萄醣胺、生達纖暢乳酸菌」等項產
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產品之成分、特
色、價格、療效、服用方法、剩下組數
及0800800991訂購專線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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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介特定產品，以吸引聽眾購買產品，且節
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產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
第2款規定，予以警告。
60 大地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3.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24010號
處分日期：
103/05/19

親愛的這一 103/04/07
違反廣電
班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大地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3.9MHz）103年4月7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親愛的這一班」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薦「台灣頂級牛肉
湯、生達葡萄醣胺、生達纖暢乳酸菌」等項商
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之成分、特
色、價格、療效、服用方法、剩下組數
及0800800991訂購專線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
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
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
第2款規定，予以警告。

61 陽光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24040號
處分日期：
103/05/19

親愛的這一 103/04/07
違反廣電
班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陽光廣播電臺（頻
率FM99.1MHz）103年4月7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親愛的這一班」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薦「台灣頂級牛肉
湯、生達葡萄醣胺、生達纖暢乳酸菌」等項商
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之成分、特
色、價格、療效、服用方法、剩下組數
及0800800991訂購專線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
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
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
第2款規定，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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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太平洋之聲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5770號
處分日期：
103/05/23

心情加油站 103/04/30
違反廣電
17:00~18: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太平洋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103年4月30日17時至18時播
送「心情加油站」節目，播送總時間為1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19分49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
第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63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5890號
處分日期：
103/05/27

俊華俱樂部 103/03/19
違反廣電
02:00~0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103年3月19日2時至5時播送「俊 NT$12,000
華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介紹
方式，推介「保你通納豆激酶、龜鹿二寶、鹿
谷四季春冬茶、葉黃素」等產品，除詳細說明
成份、功效、使用方式、價格、促銷優惠活
動（保你通納豆激
酶1罐1,800元，買2罐3,600元，再多送1罐；龜
鹿二寶1罐2,800元，2罐5,600元，2罐多
送1罐，買兩組再送天霸王鍋子；四季春南投
茶1斤1,500元，1次買3斤送3斤）及服務電
話29802133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
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64 綠色和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04840號
處分日期：
103/05/29

福氣滿天下 103/03/03
違反廣電
05: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綠色和平廣播電臺（頻
率FM97.3MHz）103年3月3日5時至8時播送「福
氣滿天下」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介紹方
式，推薦「好眼力、水解膠原蛋白健步水
水、保你清、攝護寶A、超頂級納豆錠、百活
健、稻米可活力LK乳酸菌、愛寶」產品，除詳
細說明功效、使用方式、價格、促銷優惠活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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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百活健1盒30包6,800元，買2盒優待朋
友1萬3千元，3盒18,000元；稻米可活力LK乳酸
菌1盒30包2,800元，買2盒優
待5,000元，4盒1萬元，買4瓶多送1瓶；愛
寶1條1,800元，2條優待3,000元）及服務電
話28856633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
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65 城市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2.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83000號
處分日期：
103/06/16

城市打勾勾 103/03/05
違背政府法
09:00~12: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城市廣播電臺「城市打勾
NT$90,000
勾」節目播出化粧品廣告，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依同法
第4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罰鍰3萬元（折合新
臺幣9萬元）。受處分人經營之城市廣播電
臺（頻率FM92.9MHz）103年3月5日9時至12時
於「城市打勾勾」節目播送「五兆原舒敏精
華」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暢通你的
呼吸道，減緩過敏發炎的現象……喜瑪拉雅雪
松可以舒緩你的咳嗽……可以降低65％過敏所
造成的鼻塞、打噴嚏跟咳嗽的現象……獲得德
國的治療及預防過敏世界專利……」等詞
句，案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察，與申請之中
市衛粧廣字第10209148號廣告核定表不符，違
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並經
廣告託播者穎達生技有限公司坦承屬實，此有
該局103年6月3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063424號
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送
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告行為，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

66 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95720號

SUPER TALK 103/01/07
廣告未經衛
11:00~12:00 生主管機關

受處分人經營大千廣播電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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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103/06/20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准(廣電
法第34條)

臺（FM99.1MHz）103年1月7日11時至12時
之「SUPER TALK」節目，播送「昇暘診所陳仕
明醫生」醫療廣告，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認定
未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違反醫療法第85條第2項規定，核處陳仕明
罰鍰新臺幣5萬元，此有該局103年4月16日中市
衛醫字第1030047447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
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

核處情形

67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5.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8333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風中的風箏 103/02/06
違背政府法
16:00~17: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風中的風箏」節目
播送之化粧品廣告，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
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依同法第44條第1項
第3款規定，處罰鍰5萬元（折合新臺幣15萬
元）。

罰鍰
NT$150,000

68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8630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健康向前行 103/04/23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播送「健康向
前行」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
規定，予以警告。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
電臺（頻率FM92.5MHz）103年4月23日8時
至10時播送「健康向前行」節目，主持人藉由
口述方式，順勢推薦粉水晶手鍊、黃水晶葫
蘆、五行轉運葫蘆等商品，說明優惠價格、功
效、贈品及訂購電話等等，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警告 NT$0

69 冬山河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105.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9906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聽友俱樂部 103/04/15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冬山河廣播電臺播送「聽友俱
樂部」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
規定，予以警告。受處分人經營之冬山河廣播
電臺（頻率FM105.5MHz）103年4月15日8時
至10時播送「聽友俱樂部」節目，主持人藉由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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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口述方式，順勢推薦紅景天、顧老本，金的琉
璃苣等特定商品，說明價格、療效、服用方法
及訂購電話等等，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
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70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9928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不老俱樂部 103/04/21
違反廣電
16:00~1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播送「不老俱
樂部」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
規定，予以警告。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
電臺（頻率FM92.5MHz）103年4月21日16時
至18時播送「不老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
目中口述介紹「蠶絲膠原護膚霜、美容護膚保
養組、多肽胜凝露、面膜、金鉑修護美容
皂、羅氏鹿胎盤」等商品，說明優惠價格、使
用方法、贈送活動及訂購電話；係以節目形式
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

警告 NT$0

71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東廣播
電臺

1269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40138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花花世界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東廣播電臺（頻
率AM1269KHz）103年4月2日12時至15時播送
之「花花世界」節目，主持人(阿亮及晶晶)於
節目中以口述及聽友叩應見證方式推薦「眼睛
藥、迪宏鎮咳散(咳嗽藥)、順順解(順順
的)、蔘茸鞭、伸筋健骨丸、納豆」特定產
品；部分節目透過服務電話、價格、贈品－低
週波按摩器(機)等來宣傳推介特定商品；亦於
節目中不斷以「亮晶晶介紹我們優良產品，好
朋友你有任何問題不清楚、不了解、詢問指定
藥房，利用我們服務專線電話07-7312929歡迎
好朋友多撥多利用」等語，以吸引聽眾購買商
品，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明顯以節目形式
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

罰鍰
NT$12,000

103/04/02
違反廣電
12: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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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可稽
72 台灣聲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7.7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9510號
處分日期：
103/06/25

美麗人生

103/04/23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台灣聲音廣播電臺（頻
率FM97.7MHz）103年4月23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美麗人生」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及與聽眾
叩應見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薦「賜你健、抗
老抗皺無齡霜」等產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
產品之療（功）效、優惠價格（賜你健特
價1,200元、抗老抗皺無齡霜原價2,500，優惠
價2,000）、使（服）用方法、特色、母親節回
饋活動（產品滿4千元送9件式英國皇家貴族專
用高級餐具組）及25371489、25376878訂購專
線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前揭特定產
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73 宜蘭鄉親熱線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404950號
處分日期：
103/06/26

妙真之聲

103/04/28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頻
率FM92.3MHz）103年4月28日0時至2時播送「妙
真之聲」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介紹「除障
香、桃花香」等商品，並說明前揭商品之製作
成分、功效、價格、服務地址及電話等商業資
訊，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
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
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74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19910號
處分日期：
103/06/30

夫妻相罵不 103/05/09
違反廣電
如來相親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FM91.9MHz）103年5月9日0時至2時播送
之「夫妻相罵不如來相親」節目，主持人於節
目中以口述推薦「金活力初乳、PS磷脂絲胺
酸」特定產品；部分內容提及服務電話、產品
保存期限、療效、成分、優惠價格、贈品(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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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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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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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即溶燕麥片1罐)等商業資訊，宣傳推介特定商
品，並與廣告商品互相搭配，吸引聽眾購買商
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
75 財團法人天主教
台灣省基隆市益
世堂益世廣播電
臺

1404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394900號
處分日期：
103/07/01

聽友俱樂部 103/04/12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益世廣播電臺（頻
率AM1404KHz/基隆地區）103年4月12日14時
至16時播送「聽友俱樂部」節目，主持人藉由
口述介紹方式，推薦「紅景天」及「嗽藥」等
產品，說明功效、成份、使用方式、價格(嗽藥
買1組1,600元、紅景天1盒2,800元)、促銷優惠
活動(紅景天1盒2,800元，買2組算
你5,000元，送東西就不能優待，送1沒優
待2，優待1沒送2)及服務電
話0800-699113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
眾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
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
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76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臺

1125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0280號
處分日期：
103/07/08

健康世界

103/06/16
違反廣電
20:00~2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雲林廣播電臺「健康世界」節 警告 NT$0
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
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77 天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15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1640號
處分日期：
103/07/14

有緣來做伙 103/07/03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103年7月3日10時至12時播送「有緣來做伙」節 警告 NT$0
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
廣告，實際播出43分36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
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
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
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78 古都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489480號

健康美麗好 103/05/22
違背政府法
人生
08:00~10:00 令-化粧品

103年5月22日8時至10時於「健康美麗好人

罰鍰
NT$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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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處分日期：
103/07/25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衛生管理條
例

生」節目播送「用抹的美白針」化粧品廣
告，內容述及：「……用抹的、用擦的方法就
可以讓我們達到一種美白效果……快速淡化過
去黑色素、黑斑，最重要它可以預防未來要產
生的色素……結合DNA標靶式一種導入的技
術，皮膚裡面每層不同產生色素來分解、淡
化……」等詞句，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查獲，移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辦，違反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並經廣
告託播者藍烱燊坦承案內廣告有申請廣告核
准；惟內容超出廣告核定範圍，此有該
局103年7月15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078858號
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送
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告行為，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

79 潮州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2720號
處分日期：
103/07/25

台灣老歌

103/07/14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廣告超
秒

80 花蓮希望之聲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26870號
處分日期：
103/08/14

寶島真無閒 103/05/14
違反廣電
09: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潮州之聲廣播電臺「台灣老
歌」節目播送廣告時間，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
定，予以警告。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花蓮希望之聲廣播電臺播
送「寶島真無閒」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違
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
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3千元（折合新
臺幣9,000元）。受處分人經營之花蓮希望之聲
廣播電臺（頻率FM90.5MHz）103年5月14日9時
至11時播送之「寶島真無閒」節目，涉有推介
特定商品之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於節目中
訪談美德糕餅舖執行長，順勢推介美德糕餅舖
之「桃起酥、八塊餅、日式生乳燒、日式三
色」等商品，除現場試吃說明口感外，並介紹
其產品食材、功效、店鋪地址、電話、開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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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商業資訊。(二)另藉由與汽車專家對
話，推薦「省油鉬元素」特定商品之功效、使
用方式、6折優惠價、贈品(功效)，並提供訂購
電話等商業資訊，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
103/06/06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成功廣播電臺（頻
率AM936KHz/高雄地區）103年6月6日6時至8時
播送「寶島曼波」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及聽友
見證方式推薦「金萬龍紅清寶」、「金萬龍華
僑強筋補骨丸」之療效、使用方式、價錢，並
提供服務電話07-3309077及指定藥房等資
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
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81 成功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36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31450號
處分日期：
103/08/15

寶島曼波

82 合歡山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
司（豐蓮）

90.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4530號
處分日期：
103/08/15

醫藥世事經 103/07/30
違反廣電
驗談
06:00~08: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合歡山廣廣播電臺（頻
率FM90.1MHz）103年7月30日6時至8時播送「醫
藥世事經驗談」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29分33秒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83 美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44480號
處分日期：
103/08/18

同班同學

受處分人經營之美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桃園地區）103年6月10日13時
至15時播送「同班同學」節目，主持人藉由口
述介紹方式，推薦「紅烏龍、介勇健、還少
丸、牙立康牙粉、顧眼睛的」等產品，部分產
品提及成份、使用方式、價格、服務電話及指
定藥房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
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

103/06/10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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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
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84 北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4590號
處分日期：
103/08/18

快樂放送頭 103/06/13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北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FM88.9兆赫/基隆地區）103年6月13日10時
至12時播送「快樂放送頭」節目，主持人於節
目中以口述方式推介「保洸能、愛清優」等產
品，說明產品之功效及成份(愛清優有12種對血
管壁有幫助的抗氧化劑，其中精胺酸可以讓我
們血管保持彈性；保洸能有美國進口之特殊配
方雙胜肽，可以活化眼睛細胞)、價格(保洸
能3盒5,200元)、促銷優惠活動(買保洸能3盒送
市價達1,800元的醫療級眼罩)及服務電
話24246699，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
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
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
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85 金禧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368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46850號
處分日期：
103/08/19

無所不談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禧廣播電
臺（AM1368KHz）103年6月10日17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
述推薦「佳固力、高級燕窩、神通枕、錠壽
補、高麗人蔘精、無糖的手工餅乾、黑米
香、能量腰帶、苦茶油、五十肩、精力寶、礦
物土、如寶」特定商品；除透過介紹前揭商品
名稱、口味(種類)、贈品(口服錠)、價
格、療(功)效、服務電話等，另亦提供命理老
師服務時間、服務電話及服務地址等商業資
訊，宣傳推介特定商品，並與廣告商品互相搭
配，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
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

103/06/10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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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
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86 關懷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50890號
處分日期：
103/08/19

快樂假期

103/06/01
違反廣電
13: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關懷廣播電臺（彰化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1.1MHz）103年6月1日13時至16時播
送「快樂假期」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口述推
薦「華僑斑龍丸、華僑明目地黃丸、雲南養肝
丸、雲南天王補心丹、大通一號及大通酵
素」等產品，提供訂購電話0800-055189，催促
聽眾購買，強調要持續吃，不要中斷，並與廣
告互相搭配，說明價格、療效及服用方法，係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廣告未
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87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24360號
處分日期：
103/08/21

茉莉家族

103/06/22
違反廣電
12: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臺北）103年6月22日12時至17時 NT$120,000
播送之「茉莉家族」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專
訪廠商(養蜂專家陳董及五代中醫世家理事長吳
董)及聽友叩應見證等方式，推介「蜜、人參皂
甘及龜鹿二仙膠」產品，說明產品功效(人參皂
甘可以調解頭暈、心臟無力、心悸或血糖高和
血壓高等情形；龜鹿二仙膠可以長骨漿、補骨
髓、補氣補血)、成分(龜鹿二仙膠包含龜
板、鹿角，人參、枸杞，龜板、鹿角占90%，人
參、枸杞占10%)、價格(蜜1組有3串
賣3,800元；人參皂甘1盒3,800元，3+1盒1萬
元，再送1罐香茅油；龜鹿二仙
膠1斤12,000元，送4兩人參保養丸、收音機及
痠痛藥布)、促銷優惠活動及服務電
話02-86773319。節目內容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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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88 台灣聲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通傳內容字
10348025510號
處分日期：
103/08/25

違反廣電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台灣聲音廣播電臺（頻
率FM97.7MHz）103年8月12日6時至8時播送「大 NT$30,000
家老早」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得
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38分46秒廣告，廣
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
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罰鍰1萬元（折合新臺幣3萬元）

89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臺

675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6270號
處分日期：
103/09/02

鄉親俱樂部 103/08/18
違反廣電
05:00~07:00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雲林廣播電臺（頻
率AM675KHz）103年8月18日5時至7時播送「鄉 NT$24,000
親俱樂部」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28分46秒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90 財團法人中國無
線電協進會電聲
廣播電台

1071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6530號
處分日期：
103/09/04

街頭巷尾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電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071KHz）103年7月30日8時至10時播
送「街頭巷尾」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35分5秒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91 財團法人天主教
台灣省基隆市益
世堂益世廣播電
臺

1404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04670號
處分日期：
103/09/16

快樂向前行 103/04/12
違背政府法
17:00~20: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103/07/30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益世廣播電臺（頻
率AM1404KHz/基隆地區）103年4月12日17時
至20時於「快樂向前行」節目播送「祥鶴讓你
漂亮 EGF 精華霜」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
「……沒擦妳就對不起妳的皮膚，妳的臉風吹

罰鍰
NT$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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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曬，騎摩托車女人化妝將妳原有皮膚都破壞
光光，妳又不知道修復，又不知道保護回
來，讓妳的皮膚這樣子日日變壞、變
老……」等詞句，與原申請之中市衛粧廣字
第10304410號廣告核定表不符，案經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移請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查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
規定，並經廣告託播者蕭國枰坦承案內廣告有
申請廣告核准；惟內容超出廣告核定範圍，此
有該局103年9月1日中市衛食藥字
第1030094660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
案。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
告行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
第2款後段規定。
92 天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15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11150號
處分日期：
103/09/16

健康加油站 103/06/18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天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15KHz/苗栗地區）103年6月18日14時
至16時播送之「健康加油站」節目，主持人於
節目中以口述及與民眾叩應對話方式，順勢推
介「牛（牛樟芝）、牛樟茶、擦臉的（愛你美
精華霜）」等商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
之療效、成分、價格（牛樟芝1盒3,500、牛樟
茶1盒1,500、擦臉的1罐2,000元）、贈送活
動（買商品滿6,000元贈送涼風扇）、贈品（涼
風扇）特色、優惠活動（擦臉的
買3送1）及0800096036訂購電話等商業資
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明顯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
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93 大漢之音調頻廣
播電臺股份有限
公司

97.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18820號
處分日期：

生活天地

受處分人經營大漢之音廣播電臺（頻
率FM97.1MHz）103年7月16日10時至12時播

103/07/16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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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

送「生活天地」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
介紹及聽眾叩應的方式推介「陳森八字命理姓
名學、橄欖油、葡萄籽油、初乳、初乳片、蔬
菜鈣質、納豆菌、無毒生物助劑、荔枝」等商
品，說明價格及訂購電話0800334882等，係以
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
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94 淡水河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7880號
處分日期：
103/09/17

大家來開講 103/08/31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淡水河廣播電臺（頻
率FM89.7MHz）103年8月31日14時至16時播
送「大家來開講」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35分20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95 金禧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368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558950號
處分日期：
103/09/18

娛樂天地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禧廣播電臺（頻
率AM1368KHz）103年5月14日6時至8時於「娛樂 NT$90,000
天地」節目播送「原本帶頭髮」化粧品廣
告，內容述及：「……各位電視、收音機前朋
友感謝你，吳樂天最近做出原本帶頭髮，有人
問你這有效嗎？不錯呀，我頭髮常常刺刺
的、有時會長一粒一粒的，感覺頭皮屑很
多，所以好東西不怕人講，人都會禿頭、掉頭
髮看到就會怕，有的長白頭髮就去染，你不用
麻煩，時代進步從以前到現在原本帶頭髮出來
了，是植物性的…你若這樣子洗澡洗一洗，洗
一洗頭髮會掉，洗頭髮會掉好朋友你洗原本帶
頭髮，這白髮會變成黑髮，現在不用染頭
髮，回去洗澡頭髮順便洗一洗，你本來就要洗
頭髮，你洗我的原本帶頭髮，這1罐洗1個多

103/05/14
違背政府法
06:00~08: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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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你倒一點到頭髮上，抓越久效果越好，效
果方面不用懷疑……」等詞句，案經新北市政
府查察前揭廣告內容涉及虛偽誇大，且未經申
請核准即宣播，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核處託播人罰鍰新
臺幣1萬元，此有該局103年8月7日北府衛食藥
字第1031433697號行政處分書可稽，並副知本
會在案。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規廣告行為，已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及
同法第34條規定。
警告 NT$0

96 淡水河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24400號
處分日期：
103/09/18

大家來開講 103/08/03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淡水河廣播電臺（頻
率FM89.7MHz）103年8月3日14時至16時播
送「大家來開講」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口述介紹、訪問廠商陳總經理及聽眾叩應之方
式，順勢推薦「聲寶三刀頭液晶顯示刮鬍
刀」產品，談論產品之價格、贈品及訂購專
線82531089等等，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
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
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
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97 鄉親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11260號
處分日期：
103/09/22

不老俱樂部 103/07/29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鄉親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3年7月29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不老俱樂部」節目，主持人口述推薦「愛
清優-U及蔗好清」等產品，提供服務專
線02-85112345及優惠方案，且部分產品亦有聽
友見證產品療效等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產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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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25280號
處分日期：
103/09/22

佛洛伊德與 103/07/18
違反廣電
風車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大千廣播電臺（頻
率FM99.1MHz）103年7月18日13時至15時播送
之「佛洛伊德與風車」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
式推薦「哈洛德櫻桃」商品之特色、優惠方案
及服務電話04-22025000，並以採訪來賓方式推
薦美白商品之功效、優惠方案及服務電
話0800-889948等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99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27800號
處分日期：
103/09/23

快樂向前行 103/07/10
違反廣電
12:00~1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樹下電臺（頻
率FM90.5MHz/臺北地區）103年7月10日12時
至13時播送之「快樂向前行」節目，主持人於
節目中以口述方式，推薦「綠豆癀珍珠苦瓜膠
囊」特定商品，除說明製作方式(綠豆癀的製程
需要500天，要在24節氣中的白露開始製作，隔
年才能收成，煉製時間非常費工)、功效(消除
火氣、排便順暢)、成份(綠豆癀、珍珠粉、山
苦瓜)、價格(1盒980元)、促銷優惠活動(買兩
盒送兩盒，買3盒送4盒)及服務電
話29551234外，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
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規定。

100 民本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55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8430號
處分日期：
103/09/23

無所不談

民本廣播電臺（頻率AM855KHz/臺北地
區）103年4月24日22時至24時播送「無所不
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及與聽眾叩

103/04/24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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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話之方式，順勢介紹燕窩、嗽得好、咸豐
草的蜜、苦茶油、黑米香、蛋油、蜂王乳、珍
珠精、褐藻糖膠、茄紅素、三條通等商品，節
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之價
格（蜜3罐1,000元、蜂王乳1盒2,000元、苦茶
油1罐500元及800元）、療效、成分、特色、服
務處地址
及25530899、25572255、03-3352366訂購服務
電話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
眾購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
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裁罰新臺幣1萬2千元。
101 南都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8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8650號
處分日期：
103/09/23

彩色人生

103/07/16
違反廣電
19:00~2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南都廣播電臺（頻率FM89.1MHz/臺南地
區）103年7月16日19時至21時播送「彩色人
生」節目，主持人於節目開始即表明，由「鑽
石皇公司」之鑽石皇治嗽化痰散、鑽石皇五福
化毒散、鑽石皇的通血養筋丸及鑽石皇鹿茸大
補丸等優良產品獨家贊助提供，並以口述及與
民眾叩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前揭商品之療
效、購買藥房名稱、價格、父親節優惠活
動（1組3罐只算2罐之價
格）及07-7020061、07-7025933服務電話等商
業資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
買，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
未與節目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罰鍰 NT$9,000

102 大溪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8750號
處分日期：
103/09/24

寶島歌謠

103/09/14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大溪廣播電臺（頻率FM91.1MHz/桃園地
區）103年8月14日8時至10時播送「寶島歌
謠」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及與民眾於
節目中電話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養骨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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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滴滴寶、蜜雷紫金美人霜、補眼丸、百敏
散」等產品，提及前揭產品之療（功）效、價
格、成分、服用方法、贈送活動（產品買2組送
韓國沐浴精）、贈品（沐浴精）特色
及4961338、4961489服務訂購電話等商業資
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明顯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
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鍰3千元（折合新臺幣9千元）。
103 正聲臺北廣播電
臺

819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24570號
處分日期：
103/09/25

午後兩點

103/07/22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4 蘭潭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0.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8820號
處分日期：
103/09/25

不老俱樂部 103/07/2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AM819KHz）103年7月22日14時至16時播
送「午後兩點」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
述介紹方式，推薦「C+C、淨斑美白、善仕羊胎
盤(胎盤素)、澤野酵素、善仕三寶、艾狄蕬緹
拉抗老精華、眼膠、蜂王乳緹拉、艾狄蕬系列
產品、礦物隔離霜、面膜、優固立、保濕乳
膠、優尼仕、優康寧、儷人屋」等特定商品及
場所；部分內容透過介紹上述產品之名稱、成
分、價格 、療效、贈品(防藍光的眼鏡)、美容
服務處(儷人屋)、服務電話、及配合父親節活
動搭配購買產品外，再加900元即贈(金磚普洱
茶)等資訊，來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及場所，吸
引聽眾購買及前往，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及場所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103年7月21日10時至12時播送之「不老俱樂
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訪問羅教授以
口述及與民眾叩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羅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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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鹿胎盤、B群」等產品，說明前揭產品之優惠
價格（原價1罐3,600、2罐特價6,000元）、價
格（B群500元、750元）、療
效、02-85112345詢問專線電話等商業資訊，並
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明顯以節目
形式為特定產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3千
元（折合新臺幣9千元）。
105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9130號
處分日期：
103/09/30

健康向前行 103/09/01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頻
率FM92.5MHz）103年9月1日8時至10時播送「健
康向前行」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32分57秒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106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嘉義廣播
電臺

1260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29200號
處分日期：
103/09/30

鄉親一路發 103/09/0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義廣播電臺（頻
率AM1260KHz）103年9月3日22時至24時播
送「鄉親一路發」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29分34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警告 NT$0

107 新營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687970號
處分日期：
103/10/16

鄉親俱樂部 103/08/07
廣告未經衛
05:00~07:00 生主管機關
核准(廣電
法第34條)

新營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0.3MHz）103年8月7日5時至7時於「鄉親
俱樂部」節目播出「抹茶平安皂」化粧品廣
告，其廣告內容未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
詞，向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擅自刊登，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監控查獲並移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查處，違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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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並經
該廣告託播者老仙藥品有限公司(鄭寶
輝)於103年9月26日至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說
明，經詢坦承不諱，此有該府103年10月3日府
授衛藥字第1035103571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
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規廣告之行
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
108 嘉南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1920號
處分日期：
103/10/23

清如俱樂部 103/09/11
違反廣電
03:00~05: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南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3年9月11日3時至5時播送「清
如俱樂部」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出33分8秒廣告，廣
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
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

109 大武山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2100號
處分日期：
103/10/24

微笑來約會 103/10/14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武山廣播電臺（頻
率FM91.3MHz）103年10月14日14時至16時播
送「微笑來約會」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32分9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110 雲嘉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3.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719800號
處分日期：
103/10/29

四神湯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雲嘉廣播電
臺（FM93.3MHz）103年3月1日10時至11時播送 NT$90,000
之「四神湯」節目播送化粧品廣告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受處分人播送
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告行為，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依同法
第4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罰鍰3萬元（折合新
臺幣9萬元）。

103/03/01
違背政府法
10:00~11: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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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NT$0

111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3610號
處分日期：
103/11/10

有緣來作伙 103/10/21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3年10月21日18時至20時播
送「有緣來作伙」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30分11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112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10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3790號
處分日期：
103/11/12

博古通今

103/06/24
廣告未經衛
14:00~15:00 生主管機關
核准(廣電
法第34條)

罰鍰 NT$9,000
國聲廣播電臺（頻
率AM810KHz）103年6月24日14時至15時於「博
古通今」節目播出「奈米級竹炭抗菌沐浴
乳」化粧品廣告，內容宣稱：「好東西以後機
會很少…是沒汙染沒化學原料…不怕會長痱
子…皮膚酸鹼度調節好就不會…」等違規廣告
詞句與申請廣告核定表不符，案經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查獲並移送嘉義縣政府衛生局查處，認
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
定，並經該廣告託播者多富貿易有限公司受任
人於103年10月9日至該局說明，亦坦承不
諱，違規屬實，此有該府103年10月24日府授衛
藥食字第1030199817A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
會在案。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規廣告之行
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

113 愛苗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755580號
處分日期：
103/11/19

真心來作伙 103/10/23
違反廣電
快樂向前行 18: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愛苗廣播電臺（頻
率FM102.3MHz）103年10月23日18時至20時播
送「真心來作伙 快樂向前行」節目，主持人以
口述方式推介「祥鶴心肝寶貝」產品，說明其
成分(純中藥)、製作方式(抽精濃縮)、功效(養
肝、護肝、治肝、顧肝)、價
格(3盒360粒3,600元)、促銷優惠活動及服務電
話0800-259259，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

第 42 頁 / 共 46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廣播)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14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763880號
處分日期：
103/11/21

快樂假期

103/10/05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靉友之聲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7.3MHz）103年10月5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快樂假期」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口述推
薦「華僑明目地黃丸」、「大通酵素」等特定
商品，部分節目中提及前揭產品之名稱、療
效、服用方法、容量、價格，且不斷重複提供
訂購電話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涉節目與廣告未
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115 自由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5090號
處分日期：
103/12/04

大船入港

103/10/04
違反廣電
19:00~2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自由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103年10月4日19時至21時播送
之「大船入港」節目，主持人以聽友叩應方式
提及「天寶勇龍丸」、「雲南白藥」、「黃連
解毒丸」、「天寶虎俊丸」、「天寶顧腦
丸」等產品，部分產品說明療效、使用方
式、價格，並提供服務電話06-2525500等資
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廣
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
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警告 NT$0

116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5750號
處分日期：
103/12/04

健康向前行 103/11/12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大寶桑廣播電臺（臺
東FM92.5MHz）103年11月12日8時至10時播
送「健康向前行」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實際播
出30分2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罰鍰
NT$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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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117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10kHz

通傳內容字
10300820580號
處分日期：
103/12/15

快樂向前行 103/10/29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國聲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AM810KHz）103年10月29日18時至19時播送
之「快樂向前行（走）」節目，主持人於節目
中以口述介紹及與民眾叩應對話之方式，順勢
推介「阿卡黃金酵素、乳酸菌」等商品，說明
前揭商品之特色、療效、價格（阿卡黃金酵
素1盒是2,000元、乳酸菌1瓶1,600元）、優惠
組合價格（阿卡黃金酵素2盒+30包、再加2瓶乳
酸菌共3,000元）、服用方法及0800-259259訂
購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以吸引聽眾購買，係
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
節目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並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處罰
鍰4千元（折合新臺幣1萬2千元）。

118 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763840號
處分日期：
103/12/17

SUNDAY加油 103/09/21
違反廣電
站
17:00~1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頻
NT$150,000
率FM98.5MHz）103年9月21日17時至18時播送
之「SUNDAY加油站」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訪談方式推薦「鉬元素」商品之使用方式、效
能、贈品及服務電話0800-899888等資訊，並與
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19 台灣全民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832220號
處分日期：
103/12/22

品味蕎一蕎 103/11/02
違反廣電
16: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全民廣播電台（頻
率FM98.1MHz/臺北）103年11月2日16時至17時
播送「」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及邀訪汽車專家
陳武剛先生等方式，推介「鉬元素」產品，說
明該產品功能(具有引擎還原功能)、使用方
法(將1瓶300多c.c.的鉬元素，倒入7分滿的汽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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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油箱)、使用成效(每個月少喝1杯咖啡，就可
以幫你輕鬆省下2、3千元的油錢)、促銷優惠活
動(買就送4樣汽車科技用品，包括鉬元素的引
擎機油精、汽車專用負離子臭氧空氣清淨
機、摩托車專用的混油鉬元素及英國進口的雨
刷精)及服務電話02-23633098。節目內容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120 中華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350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7430號
處分日期：
103/12/22

幸福人生向 103/12/09
違反廣電
前走
00:00~03:00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中華廣播電臺（頻
率AM1350kHz）103年12月9日0時至3時播送「幸 NT$24,000
福人生向前走」節目，播送總時間為3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27分鐘廣告，實際播出45分32秒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已違反廣播
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8千元（折合新臺幣2萬4千
元）。

121 大溪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7560號
處分日期：
103/12/23

寶島歌謠

罰鍰
大溪廣播電臺（頻率FM91.1MHz/桃園地
NT$12,000
區）103年11月5日8時至10時播送「寶島歌
謠」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訪問過敏達人
陳經理說明過敏病症、影響及接聽民眾對廣告
商品「百敏散」之詢問與見證叩應對話方
式，提及前揭商品之療效、服用方法、送貨地
址及4961338、4961489公司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並與廣告相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明顯
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
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
鍰4千元（折合新臺幣1萬2千元）。

103/11/05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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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822410號
處分日期：
103/12/25

SUPER TALK 103/10/17
違反廣電
11: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千廣播電臺（頻
率FM99.1MHz）103年10月17日11時至12時播送 NT$120,000
之「SUPER TALK」節目，主持人專訪「帝芬妮
台中旗艦概念館」蘇執行副總，專訪內容主要
為介紹15周年慶活動內容、相關贈品及服務電
話等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
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23 花蓮希望之聲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
10300840680號
處分日期：
103/12/26

寶島上麻吉 103/11/10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花蓮希望之聲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FM90.5MHz）103年11月10日13時至15時播
送「寶島上麻吉」節目，涉有推介特定商品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推
介「鴻毅旅行社-越南沙壩下龍灣6天5夜遊」旅
遊行程，節目中詳細介紹該旅遊內容(行程中搭
乘公主郵輪號遊下龍灣、去最美麗的沙壩歐式
山城，體驗少數民族最樸實風俗民情，全程都
有專人導覽等)，出發日期為(12月12日
至12月17日)及專車接送，導遊、司機、小
費、簽證費全都包，没有自費餐及自費行
程，並提供專線電話等商業資訊。(二)另藉由
訪談對話，推介「大蒜蛋黃」特定產品之食
材、成分、療效、服務電話及優惠前30位聽眾
都可以66折優惠，買2送2，買2罐送2包隨身包
等商業資訊。二、前揭內容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並與廣告互相搭配，致廣告
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
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24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宜蘭廣播
電臺

1062kHz

通傳內容字
10348039070號
處分日期：

健康世界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廣播電臺（頻
率AM1062kHz）103年12月1日20時5分至22時播

103/12/01
違反廣電
20:05~22: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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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27

罰鍰： 61 件

警告： 63 件

撤銷： 0 件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3/01/01~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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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健康世界」節目，播送總時間為1小
時55分，依規定得播出17分鐘15秒廣告，實際
播出29分26秒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核處金額：NT$1,989,000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