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頁 / 共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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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南方之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635480號
處分日期：
105/01/06

健康食療養 104/09/21
違反廣電
生分享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南方之音（頻
率FM89.3MHz）104年9月21日0時至2時播送「健
康食療養生分享」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宣播醫療資訊及各種疾病症狀發生原因，並自
我推薦，達到為主持人宣傳問診之目的，係以
節目形式明顯宣傳特定或可資辨識之商品或商
業服務之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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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5.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629840號
處分日期：
105/01/07

春夏秋冬

10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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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8月2日12時至14時播
送「春夏秋冬」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
述及訪問方式，推介「沙棘」、「固樂康」等
特定商品，節目內容並提及產品名稱、成
份、功效、價格、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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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3

冬山河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105.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1100號
處分日期：
105/01/19

滿面春風

104/12/29
違反廣電
20:00~21: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冬山河廣播電臺（頻
率FM105.5兆赫）104年12月29日20時至21時播
送之「滿面春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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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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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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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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東廣播
電臺

126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23440號
處分日期：
105/01/27

5

台中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0.7MHz

6

北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8.9MHz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春夏秋冬知 10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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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24日19時至21時播送
之「春夏秋冬知足輕鬆」節目，主持人於節目
中藉由口述及與叩應聽眾對話之方式推薦「康
健益補養生奶粉、鈣好補骨精（補骨精
水）」特定商品；透過介紹上述商品名稱、服
務電話、功效、優惠價格、優惠組合、贈
品（幸福平安寶鑑農民曆、葡萄胺軟膏）及有
效期限等商業資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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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27950號
處分日期：
105/02/16

天天快樂

104/12/03
違反廣電
15: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中廣播電臺（臺中地區，頻
率FM100.7MHz）104年12月3日15時至17時播
送「天天快樂」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及訪談方
式推介「台灣鲷、日本之旅─北海道、名古屋
旅遊團、香港迪士尼樂園旅遊團、喜味香餐廳
及中華全腦開發記憶協會─全套快速記憶」等
商品（服務），說明前揭商品之功效、服務內
容、特色、電話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致節
目未與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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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20000號
處分日期：
105/02/18

春風歌聲

104/11/28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北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104年11月28日14時至16時播
送「春風歌聲」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由口
述順勢推介「深海魚油、羅氏鹿茸養生膠
囊」等產品並說明優惠價格、贈送古早味台灣
歌曲珍藏版及訂購電話02-28803939等相關資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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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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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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頻率AM990千
赫）105年1月8日10時至12時播送之「美麗人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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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分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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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司機俱樂部 104/11/30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南方之音廣播電台（頻
率FM89.3MHz）104年11月30日8時至10時播
送「司機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宣播
產品喜多納、喜多納紅景天、百便通丸（百毒
下）及服務電話(07)343-9508，節目內容提及
產品特色、功效、使用方式及價格，並與廣告
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節目未與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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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厝邊頭尾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4年7月11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
述鋪陳方式推介「鳳林堂的調條通、紅景天的
高湯」等特定商品，介紹上述商品之療效、服
用方法、各地指定藥房、服務時間及服務電
話（嘉義以南撥打0800-664668、嘉義以北撥
打0800-664669、臺中總公司專

警告 NT$0

7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99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2510號
處分日期：
105/02/18

美麗人生

8

南方之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13690號
處分日期：
105/02/19

9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3930號
處分日期：
105/03/02

105/01/08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104/07/1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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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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線04-24373737）等商業資訊；另，節目中「厝
邊博士博」單元有獎徵答之題目、提示、答案
均涉前揭特定商品，且答對累計5題，可得千元
現金禮券（購買商品可抵消費），亦提供為聽
眾請天珠手鍊、天珠項鍊之服務，係以節目形
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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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22730號
處分日期：
105/03/03

厝邊頭尾

104/07/1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靉友之聲調頻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FM97.3MHz）104年7月11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厝邊頭尾」節目，涉違反旨揭法令之內容
如下：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述鋪陳推介「西
藏紅景天、天珠」之療(功)效，及聽眾叩應訂
購「補齡丸、菜籽粉」特定商品。節目中提供
服務時間從8時30分開放至晚間、服務電話（嘉
義以南撥打0800-664668、嘉義以北撥
打0800-664669、臺中總公司專
線04-24373737）等商業資訊。節目單元厝邊博
士博有獎徵答之題目、提示、答案涉「紅景天
高湯、鳳林堂調條通」特定商品，且答對累
計5題，可得千元現金禮券（購買商品可抵消
費），亦提供聽眾請天珠、天珠手鍊、天珠項
鍊等服務。前揭節目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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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民生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35840號
處分日期：

鄉親早安

104/11/25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104年11月25日6時至8時播送「鄉親早安」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順勢推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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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105/03/03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分開

介「榮宏祝樂元、榮宏養肝靈散、榮宏糖博
士、更佳美納豆紅麴膠囊、香腸」等商品
及「南疆旅遊行程」服務，說明上開商品及服
務之回饋活動（更佳美納豆紅麴膠囊買2個月
份，回饋10天份20粒）、贈品（手工香
皂）、藥房名稱、特色、成分及旅遊行程之規
劃、出發、報名截止日期、剩餘名額、登記電
話等商業資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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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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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12 蘭潭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0.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29020號
處分日期：
105/03/04

天天快樂

104/12/01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4年12月1日22時至24時播送「天天快樂」節 罰鍰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及與聽眾電話訂購 NT$12,000
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綠皂（洗香香）」商
品，並介紹前揭商品之功效、特色、贈
送（買2盒送1盒）、價格（1盒1,000元）、優
惠價格（3盒2,000元）、電話0800-022033、手
機撥打02-86461313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
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明顯以節目形
式為特定商品，致節目未能明顯辦認，並與其
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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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
幣1萬2,000元。

13 古都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4440號
處分日期：
105/03/04

美麗人生

105/01/05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105年1月5日10時至12時播送「美麗人生」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 NT$24,000
廣告，實際播出30分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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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廣播電視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新臺幣2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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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罰鍰
NT$12,000

14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17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18070號
處分日期：
105/03/08

十字路口

104/11/01
違反廣電
02:00~0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4年11月1日2時至6時播送「十字路口」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訪問所稱精通三世因
果、流年、五術通靈專家林香老師以口述及與
聽眾電話互動之方式，談論聽眾運勢、命
理、流年及身體病痛等案例，並順勢介紹「陰
陽枕、懺悔香」等商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
商品之療(功)效、成分、特色、使用方式、服
務項目、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
定商品或服務，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或服
務，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或服務宣
傳，致節目未與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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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1萬2,000元。

15 中華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6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5200號
處分日期：
105/03/08

愛的歌聲

105/01/15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105年1月15日10時至12時播送「愛的歌聲」節 罰鍰
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 NT$30,000
廣告，實際播出28分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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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廣播電視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新臺幣3萬元。

16 財團法人中國無
線電協進會電聲
廣播電台

1071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6890號
處分日期：
105/03/24

玫瑰樂園

104/10/19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電聲廣播電臺（頻
NT$30,000
率AM1071kHz）104年10月19日10時至12時播
送「玫瑰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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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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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濁水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08930號
處分日期：
105/04/08

香香俱樂部 105/03/16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濁水溪廣播電臺（頻
率FM90.1MHz）105年3月16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香香俱樂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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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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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出29分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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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澎湖風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460號
處分日期：
105/05/27

快樂縱貫線 105/03/3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風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3MHz）105年3月31日10至12時播送
之「快樂縱貫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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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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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9 全景社區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470號
處分日期：
105/05/27

快樂縱貫線 105/03/3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全景社區廣播電臺（頻
率FM89.3MHz）105年3月31日10至12時播送
之「快樂縱貫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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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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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20 快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480號
處分日期：
105/05/27

快樂縱貫線 105/03/3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快樂廣播電臺（頻
率FM97.5MHz）105年3月31日10至12時播送
之「快樂縱貫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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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分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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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21 美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550號
處分日期：
105/05/27

妙真之聲

警告 NT$0
美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105年5月5日0時至2時播送
之「妙真之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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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39秒
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此有本

105/05/05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廣告超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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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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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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5/16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大樹下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5年5月16日6時至8時播送
之「歡樂歌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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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分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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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42條
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22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4390號
處分日期：
105/05/27

歡樂歌聲

23 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89.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490號
處分日期：
105/05/30

快樂縱貫線 105/03/3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望春風廣播電臺（頻
率FM89.5MHz）105年3月31日10至12時播送
之「快樂縱貫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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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分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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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24 嘉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3500號
處分日期：
105/05/30

快樂縱貫線 105/03/3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樂廣播電臺（頻
率FM92.3MHz）105年3月31日10至12時播送
之「快樂縱貫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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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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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25 歡喜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105.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1820號
處分日期：
105/11/09

台灣思想起 104/07/15
違背政府法
16:00~18:00 令-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受處分人經營歡喜之聲廣播電
臺（FM105.5MHz）104年7月15日16時至18時播
送之「台灣思想起」節目播送「梅妮六合
一（美女六合一）」化粧品廣告，廣告內容宣

罰鍰
NT$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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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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稱：「……聽眾：大家講白很多，問我現在是
不是60多歲，我現在幾歲你知道嗎？主持
人：你現在幾歲？聽眾：我現在82歲，但大家
都說有看起來像60多歲的人，臉金很多，白很
多……主持人：水噹噹，恭喜恭喜姐姐，祝你
越來越漂亮……主持人：美女六合一，你如果
想要水噹噹，就盡靠這個就好，我不用講太
多，大家都抹了有美才會講，尤其我們這罐的
特性就是不用瓶瓶罐罐，過去你買這罐那罐花
了一堆錢，我們這罐不用瓶瓶罐罐，一瓶就搞
定了……」等誇大詞句，與原核准廣告不
符，雖領有高市衛粧廣字第10406056號廣告核
定表，惟該廣告內容與核定表不符，案經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查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邱家鈺罰鍰新臺
幣1萬元，此有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5年3月2日
高市衛藥字第10531430200號行政裁處書可
稽。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
告行為，已違反行為時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
第21條第1款規定。
26 美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1870號
處分日期：
105/11/09

茗楓俱樂部 104/12/30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104年12月30日10時至12時播送「茗楓俱樂
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順
勢推介「鱉油、鱉精」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
登記截止時間、調整後價格（鱉油2,000元、鱉
精2,500元）、登記價格（鱉油1,200元、鱉
精1,500元）、優惠價格（1瓶鱉精、2瓶鱉油
共3,600元）及3786288登記電話等商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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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已違反廣播
電視法第3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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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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頻率
105.9MHz

28 蓮友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29 成功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36kHz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1890號
處分日期：
105/11/10

青春紅不讓 104/11/20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5850號
處分日期：
105/12/13

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停
播、股權轉
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15560號
處分日期：
105/12/28

寶島曼波

105/02/16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
率FM105.9MHz；同步轉播頻率：苗
栗FM101.5MHz；宜蘭FM102.9MHz；臺
中FM106.9MHz；嘉義FM104.3MHz；高
雄FM105.9MHz；臺東、花
蓮FM106.9MHz）104年11月20日17時至19時播
送「青春紅不讓」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宣播
產品名稱：麥格花、金安沛、瑪卡加強版、勇
健膠囊、髮旺旺、腎補草本膠囊，以及服務電
話：0800000313。另於節目中專訪來賓羅幹事
推介腎補草本膠囊，強調含有天然成分杜松
子、蒲公英、黑石螺油、南瓜子油、蔓越莓萃
取物，並提及功效：預防攝護腺尿路病變，提
升健康活力、蒲公英可以把體內多餘水分排乾
淨、對攝護腺功能促進及壓制攝護腺肥大有非
常大的功能、對生殖系統、泌尿系統絕對有辦
法改善困擾已久的性功能障礙；並藉由來賓陳
顧問推介中興大學毛博士研發的GTF耐糖因
子，強調李登輝、唐飛先生都因為這個研究得
到身體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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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行為時之
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罰鍰
NT$210,000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蓮友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
司，於105年8月26日向本會申請之股權轉讓案
件，係104年股權移轉之補申請案件，該案未經
本會許可逕為轉讓股權並完成股東名簿之異
動，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處分人經營之成功廣播電臺（頻
率AM936kHz）於105年2月16日6時至8時播
送「寶島曼波」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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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之方式，表明節目由「金萬龍有限公司」好意
贊助提供，順勢推介「金萬龍紅清保、金萬龍
康固力膜衣錠、金萬龍鮑魚精、華僑強筋補骨
丸、金萬龍口安牙膏」等五大優良健康好產
品，並提及前揭商品之贈送活動（買3瓶
送1瓶）、贈品（1張腳底按摩圖和1粒腳底按摩
器）、療效、成分、特色、價格（金萬龍紅清
保1盒1,600元、金萬龍康固力膜衣
錠1盒1,200元、金萬龍口安牙
膏1組1,200元）及07-3309077服務電話等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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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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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民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6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25490號
處分日期：
105/12/28

妙手回春

105/01/22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5年1月22日8時至10時播送「妙手回春」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進行「陳醫師醫理、藥
理、病理時間」之方式，順勢推介「顧肝
的、廣先堂產品」等商品，說明治癒肝病案
例，提及前揭商品之療效、成分、特色、詢問
電話02-25533567、0592-6097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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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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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31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調頻
臺

104.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8620號
處分日期：
105/12/28

健康早知道 105/01/27
違反廣電
11:02~11:3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正聲臺北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104.1MHz）105年1月27日11時2分
至11時30分播送「健康早知道」節目，主持人
於節目中藉由訪談對話方式推介「非變性二型
膠原蛋白軟骨營養素」商品，部分節目中介紹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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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該商品的成分、療效、電話及優惠買2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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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
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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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6.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8930號
處分日期：
105/12/28

寶島真無閒 105/01/25
違反廣電
09: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主人廣播電臺（頻
率FM96.9MHz）105年1月25日9時至11時播
送「寶島真無閒」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口述及訪談對話方式推介「年菜、佛跳牆、紅
蓮香、茶葉、意境寢具生活館（四大名床品
牌）」等商品，部分節目中介紹該商品之名
稱、規格、功德利益、價格、贈品、服務電
話、保固時間及保用服務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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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
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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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33 鄉親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1112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厝邊頭尾

105年4月15日12時至14時播送「厝邊頭尾」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表明節目
由百年老藥鋪「鳳林堂」獨家贊助提供，順勢
推薦「鳯林堂人參補齡丸、鳯林堂理肝散、鳯
林堂條條通、鳯林堂保眼丸、鳯林堂消渴
散、鳯林堂胃腸好、鳯林堂月月順月、鳯林堂
薊薑黃、鳯林堂補鈣素、鳯林堂五行酵素菜籽
粉、舒暢錠、素食四物雞螺旋藻四物錠、生津
涼茶、黃金蕎麥薑黃涼茶、窈窕涼茶、手工香
皂」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價格、贈送活
動（買4盒、第5盒1元）、贈品（薑黃手工
皂、舒暢錠10天份）、贈送組數（20組）、療

警告 NT$0

105/04/15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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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服用方法及服務電話（嘉義以
南0800-664668、嘉義以北0800-664669、台中
總公司專線04-24373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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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
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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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2139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厝邊頭尾

105/04/15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35 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892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寶島真無閒 105/01/25
違反廣電
09: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靉友之聲調頻廣播電臺（頻
NT$12,000
率FM97.3MHz）105年4月15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鋪陳方
式，不斷促銷母親節特別優惠A好康活動，且於
節目中順勢推薦「鳯林堂胃腸好胃腸一定要
好、月月順愈來愈順，鳯林堂酷酷敏地薑
黃、補鈣素每天6粒讓你走跳都有力、五行甲素
菜籽粉、舒暢錠、不用燉素食四物雞螺旋藻四
物錠、涼茶」等產品，部分節目中介紹上述產
品之療效、服用方法、服務電話（嘉義以南
打0800-664668、嘉義以北打0800-664669、臺
中總公司專線04-24373737）、服務時間等商業
資訊，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
並與其所插播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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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8.5MHz）105年1月25日9時至11時播送
之「寶島真無閒」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推
介「茶葉、養氣行運五行禮盒」等商品，說明
前揭商品之功效、成分、特色、服用方法、價
格、優惠促銷活動及電話等商業資訊，係以節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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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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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綠色和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47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台灣鄉土情 10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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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2月3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台灣鄉土情」節目，主持人以口述
及Call-in方式推介「黃昏乳膏、黃昏刺五
加、黃昏普立定加強膠囊、哈娜花系列保養
品、龜鹿二仙雞、舒酸靈蜂膠牙膏、銀絲纖維
襪、日本賞櫻團、洗髮精、沐浴精、世界自然
遺產及日記簿」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功
效、成分、特色、使用方法、價格、優惠促銷
活動及電話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節
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
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罰鍰
NT$12,000

37 台灣聲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7.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49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臺灣加油

105年3月10日10時至12時播送「臺灣加油」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順勢推
介「賜你健、蜜蕾金鑽美膚霜、勇胃散、瑞士
進口超水亮化粧水、蜂膠牙膏、鵝苗皂、干目
寶、真勇健」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
療(功)效、三八婦女節感恩回饋活動截止
日（再三強調今天最後一天）、感謝各地聽眾
訂購、價格（2罐3,000元）及服務電話等商業
資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
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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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
幣1萬2,000元。

罰鍰
NT$12,000

105/03/10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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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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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日期：
105/12/30

節目名稱

38 大溪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39 澎湖灣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90.5MHz,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51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菊島學苑, 105/02/15
歡喜俱樂部 14:00~16:00
, 105/02/18
08:00~10:00

40 澎湖灣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90.5MHz

厝邊頭尾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57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寶島歌謠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105/06/22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違反廣電
法-節目異
動未事先送
核備

10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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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6月22日0時至2時播送「寶島歌謠」節
NT$12,000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順勢推
介「養骨鈣、干目寶、 寧嗽散、蜜蕾紫金美人
霜、蜜蕾金鑽美膚霜、賜你健、蜜蕾防曬隔離
霜膠囊、蜂膠牙膏」等商品，並提及前揭商品
之療效、特惠專案（3加1）、贈送活動（商品
購買4,500元，贈送電風扇）、贈品特色、寄送
地址、服用方法及訂購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產品宣傳，致節
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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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
幣1萬2,000元。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灣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5年2月15日14時至16時及同
月18日8時至10時於本會節目表資料庫登載之節
目分別為「菊島學院」及「歡喜俱樂部」；惟
實際播出分別為「歡喜俱樂部」及「無所不
談」節目，前項變更未依規定登載，此有本會
節目表資料庫節目時間表、廣播電臺節目紀錄
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7條規
定。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澎湖灣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5年4月15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鋪陳方
式，促銷母親節特別優惠A好康活動，並於節目
中順勢推薦「鳯林堂人蔘補齡丸、鳯林堂理肝
散、調條通、鳯林堂金起來保眼丸、消渴
散、鳯林堂胃腸好、胃腸一定要好、月月順愈
來愈順，鳯林堂酷酷敏薊薑黃、補鈣素、五行
甲素菜籽粉、舒暢錠、螺旋藻四物錠、生津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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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黃金蕎麥薑黃涼茶及窈窕涼茶、薑黃手工
香皂」等產品，節目中透過介紹上述產品之療
效、成分、服用方法、優惠組合、價格、贈
品、服務電話（嘉義以南打0800-664668，嘉義
以北打0800-664669，臺中總公司專
線04-24373737）、服務時間等商業資訊，節目
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廣告互
相搭配，致有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
並與其所插播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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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680號
處分日期：
105/12/30

厝邊頭尾

105/04/15
違反廣電
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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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15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方
式，促銷母親節特別優惠A好康活動，並於節目
中鋪陳推薦「鳯林堂人蔘補齡丸、鳯林堂理肝
散、調條通、鳯林堂金起來保眼丸、消渴
散、鳯林堂胃腸好、胃腸一定要好、月月順愈
來愈順，鳯林堂酷酷敏薊薑黃、補鈣素、五行
甲素菜籽粉、舒暢錠、螺旋藻四物錠、生津涼
茶、黃金蕎麥薑黃涼茶及窈窕涼茶、薑黃手工
香皂」等產品，部分節目中透過介紹上述產品
之療效、成分、服用方法、優惠組合、價
格、贈品、服務電話（嘉義以南
打0800-664668，嘉義以北打0800-664669，臺
中總公司專線04-24373737）、服務時間等商業
資訊，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
並與其所插播廣告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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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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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18 件

頻率
警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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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1~105/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金額：NT$540,000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