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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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1~106/07/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1160號
處分日期：
106/07/13

營運計畫變
更未經申請
核准

受處分人持有之廣播執照登載之事業地址為澎
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67號1樓，惟本會
於106年3月27日實地訪查該地址係一民宅，並
非營業處所，經現場電話聯繫獲告實際營業地
址及播音室地址已遷移至馬公市信義
路7號2樓，擅自遷移營業處所及播音室，已違
反廣播電視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

警告 NT$0

1

澎湖灣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2

大千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7590號
處分日期：
106/07/13

輕
106/04/15
違反廣電
鬆everyday 09: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千廣播電臺（臺中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9.1MHz）106年4月15日9時至11時播
送「輕鬆everyday」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訪談及口述方式，順勢推介「鉬元素」，提
及特色、功效及使用方法，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提供價錢、優惠促銷活動及電
話0800-899888，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
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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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3

大地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3.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045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1

親愛的這一 106/05/06
違反廣電
班
2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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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6日20時至22時播
送「親愛的這一班」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之
方式，順勢推介「養生黑木耳露」、「臺灣頂
級豬肉乾」、「臺灣頂級牛肉乾」、「臺灣頂
級八寶干貝粽」、「臺灣頂級薑黃發財粽」等
商品，並提及前揭商品之價格、優惠價格、成
分、特色、訂購截止時間、出貨、寄達時
間、限量組數及訂購服務電話0800-800991等商
業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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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規
定，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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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蘭潭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0.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80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4

無所不談

106/03/22
違反廣電
22:00~2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蘭潭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0.9MHz）106年3月22日22時至23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及與民
眾叩應見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聽得
好」、「神通枕」、「一道彩虹」、「阿鋁
米」、「精力寶」、「行行通」、「五十肩得
好」、「一條根」、「黑蒜頭」、「珍珠
精」、「能量環」等商品，並提及前揭商品之
療效、價格（神通枕1對3,500元）、優待贈
送（聽得好買2盒多送1盒）、優待截止時
間（今天晚上12點）、使用方法、服務處及送
貨地址、訂購電話02-25530899等商業資訊，並
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
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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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予以警
告。

5

曾文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9.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03370號
處分日期：
106/07/24

無所不談

106/03/30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曾文溪廣播電臺（頻
率FM89.9MHz）106年3月30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及與民
眾叩應見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豆豉」、
「竹鹽」、「阿拉伯糖」、「香椿醬」、「豆
腐乳」、「礦物土」、「茶籽粉」、「攝護
腺」、「銀杏錠」、「膝蓋素」、「元氣咖
啡」、「羅漢果」、「青春媽寶」、「聽得
好」、「一道彩虹」、「阿鋁米」、「豬哥亮
錄影帶」、「珍珠精」、「雅新油」，「新康
寧」、「神通枕」、「黑蒜頭」、「行行
通」、「卵磷脂」、「舒克酸牙膏」、「蒸餾
水機」、「苦瓜胜肽」、「膠原蛋白」、「嗽
得好」、「收錄音機」、「牛樟芝靈芝液」、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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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糖漿」、「膜皂」、「三清茶飲」、
「國寶杉」、「充電式電扇」、「胡菱石」、
「指壓按摩」、「矽膠掛勾」、「按摩皂」、
「不倒翁飯匙」、「磨刀器」、「牙刷套
子」、「酸風」、「益生菌」、「精力寶」、
「五十肩」等商品，並提及前揭商品之
療(功)效、價格、特色、成分、使(服)用方
法、服務處地址、到貨時間及訂購服務電
話02-25530899等商業資訊，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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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第2款
定，予以警告。
6

澎湖灣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34660號
處分日期：
106/07/25

無所不談

106/05/11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7

金台灣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04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5

春天好采頭 106/04/22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灣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6年5月11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介紹及與
聽友叩應對話方式，順勢推介「褐藻糖膠、益
生菌、蒸餾水機、牙膏、薑黃精、黃金薑、橄
欖油、聽得好、精力寶、百年醋」等商品，部
分節目中說明前揭商品之名稱、療(功)效、價
格、贈品、地址及各地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且
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
其所插播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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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罰鍰 NT$9,000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台灣廣播電臺（屏東地
區，頻率FM88.9MHz）106年4月22日14時至16時
播送「春天好采頭」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訪談方式推介「耐糖因子（GTF）」特定產
品，整體節目內容除透過介紹商品名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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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療效、藉名人案例加持及談論該產品之研
發、實驗、成果過程等商業資訊，另誘聽眾撥
打電話提供前50名1個月份體驗包，係以節目形
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促銷，以吸引聽眾購
買商品，且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
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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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8

奇峰廣播電臺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17340號
處分日期：
106/07/26

心情加油站 106/05/22
違反廣電
16: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奇峰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6年5月22日16時至17時播
送「心情加油站」節目，主持人訪問村上正彥
化粧品公司總裁鄭小姐推介「金箔美容液」、
「金箔化粧水」、「金箔眼膠」、「金箔面
膜」、「金箔去角質」及「類肉毒六胜肽禮
盒」等特定商品，詳細說明前揭商品之功
效、價格並優惠100組，每組2,980元與訂購電
話0800-055099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且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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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9

正聲臺北廣播電
臺

81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24940號
處分日期：
106/07/27

午後兩點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廣播電臺（臺北地區，頻
率AM819kHz）106年3月28日14時至16時播
送「午後兩點」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
述推薦「酵素（澤野酵素）、蜂王乳抗老精
華、胎盤素、羊胎盤、優康明薑黃素、優固
立、礦物隔離霜、淨斑美白、美白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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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效、服用方法、促
銷、贈品、服務處（儷人屋）、服務電話等商
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及場所，吸引聽

106/03/28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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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購買及前往，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及場所宣傳，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節目與
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
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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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10 宜蘭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02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7

無所不談

106/04/24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之聲廣播電臺（頻率FM
90.7MHz）於106年4月24日17時至19時播送「無
所不談」節目推介與宣傳以下特定商品之促銷
訊息，以吸引聽眾購買，致有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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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產品：鳳凰衣、膝蓋
素、薑黃精、牛樟液、蜂王乳、聽得好、吳木
茶、土芭樂茶、粉光桂圓露、雞蛋膜、褐藻糖
膠、雞蛋油、媽寶、項項通、一氧化氮、百年
醋、卵磷脂、嗽得好、一條根、薑黃、小兵立
大功、百年醋、金得好、牛蒡、樣樣通、酸
風、蓋美、羅漢果枇杷膏、元氣咖啡。價
格：小兵立大功1罐100元、百年
醋1罐1,300元，2罐2,500元、羅漢果枇杷
膏300元。優惠：百年醋（送菜砧刀、旅行功能
袋、手機夾、左輪起子）、小兵立大功（現在
內行買10罐，10罐多1罐）。效用：精力寶顧腰
子，腰子顧勇每項都勇；……現在非常好，我
告訴你那醋好在那裡，昨天要告訴你，你很
忙，醋可以解疲勞，我先生剛開始軟綿綿胃腸
不好，吃了很好。鼓勵購買言論：優待一樣由
我們公司優待2,500元，若有貴賓卡
減250元，但這4項產品加送你……；趁現
在，現在開始到各地，若撥不通你再來臺北
訂，臺北02-25530899。服務電話與地
址：02-25530899、臺北市涼洲街6號地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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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民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6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00670號
處分日期：
106/07/28

春天好采頭 106/04/16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106年4月23日12時至14時播送「春天好采
頭」節目中，主持人以訪談來賓之方式，順勢
推介「GTF耐糖因子－治療糖尿病」及「大豆胜
肽（南鋼胜肽精華錠）－治療攝護腺肥大、性
功能障礙及各種泌尿問題」等商品，說明前揭
商品之成分、療(功)效、特色、多數名人加
持、研發過程、成果及強調治癒案件等商業資
訊，且提供促銷優惠活動（買產品送1個月免費
體驗），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
買商品，又節目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
明顯辨認，且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該節
目同時又播出20分13秒之廣告，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33條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予以核處罰鍰新臺幣9,000元。

12 淡水河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08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8

大家來開講 10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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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2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大家來開講」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之廣告，實際播
出42分22秒之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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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8220號
處分日期：
106/07/31

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停
播、股權轉
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

警告 NT$0

受處分人股權50股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執 罰鍰 NT$9,000
行處於105年7月13日拍定由大千廣播電台股份
有限公司買受，經本會於106年5月10日以通傳
內容字第10600157940號函予以警告處分，並通
知受處分人應遵守廣播電視法第14條第1項規
定，於1個月內向本會提出股權轉讓之申請，惟
受處分人迄今仍未依規定提出股權轉讓之申
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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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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單位
罰鍰： 4 件

頻率
警告： 9 件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撤銷： 0 件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7/01~106/07/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金額：NT$36,000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