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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35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20910號
處分日期：
106/01/04

健康福報

105/03/21
違反廣電
12:00~1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5年3月21日12時至13時播送「健康福報」節 罰鍰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之方式，鋪陳義賣 NT$90,000
商品是為了要幫助弱勢族群、老人或孤兒，並
說明向主持人購買義賣商品，花少少錢可以佈
施積福德，為子孫的福德鋪路，讓自己的病痛
減輕負擔，順勢推薦義賣商品「古早蔭油」之
特色、名人吳寶春推薦、價
格（1罐250元）、贈送（買12罐送1罐）、電話
及「三帖類肝藥」之療效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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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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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處新臺幣9萬元。

2

財團法人天主教
台灣省基隆市益
世堂益世廣播電
臺

140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23150號
處分日期：
106/01/05

快樂家庭

105/03/08
違反廣電
07:00~0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益世廣播電臺（頻
率AM1404kHz/基隆地區）105年3月8日7時至9時
播送「快樂家庭」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推介
產品頂級天然珍珠粉、月見草、龜鹿二仙
丸、健步丸、養肝丸、安腦丸、3合1紅景
天、血氣金剛丸等，並提及前揭產品可以釋放
骨質幫助產前產後病後保養、幫助更年期進入
老年調節生理機能、益氣養血助陽強壯筋骨
絡、病後調理大補元氣、專門治療神經痛關節
痛筋絡疼痛等效用；另於節目中宣播公司大優
待方案，贈送打卡聽友價值1,500元兌換券，並
提供服務電話26330707、使用方式（只要你吃
西藥前吃月見草，早晚都吃5粒，月見草吃保
養，早晚吃5粒，你如果要加強要多吃1次午
餐，你配珍珠粉3粒最好，一定要配珍珠
粉）。前揭內容係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
宣傳，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廣告區
隔，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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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3

宜蘭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610號
處分日期：
106/01/06

強身保健醫 106/03/14
違反廣電
聊天地
04:00~06: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之聲廣播電臺
於105年3月14日4時至6時播出「強身保健醫療
天地」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得播
出18分鐘廣告，實際卻播出50分51秒廣告（不
計秒1分32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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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全民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11530號
處分日期：
106/01/11

世界一把
105/03/16
違反廣電
抓：汽車趴 09:00~10:00 法-節目未
趴go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台灣全民廣播電
臺（FM98.1MHz）105年3月16日9時至10時播送
之「世界一把抓：汽車趴趴go」節目，主持人
宋曉蕎於節目中邀請汽車專家陳武剛談汽車保
養，並順勢推介汽車引擎還原能源新科技鉬元
素，詳細說明鉬元素功效及保養汽車引擎磨損
修補油品引擎修補機油精、安裝輪胎胎壓偵測
器及使用輪胎還原亮光劑等商業資訊，並與廣
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且未與其所插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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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120,000

5

台灣全民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600號
處分日期：
106/01/11

世界一把
105/04/27
違反廣電
抓：汽車趴 09:00~10:00 法-節目未
趴go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台灣全民廣播電
臺（FM98.1MHz）105年4月27日9時至10時播送
之「世界一把抓：汽車趴趴go」節目，主持人
宋曉蕎於節目中：(一)邀請德國馬牌北區業務
經理楊明剛上節目談汽車輪胎大小事，標榜馬
牌輪胎感覺舒適度比較夠一點，比較有彈
性，不會震特別厲害，好像有慢慢回來感
覺，像彈簧床感覺比較舒服一點，像德國馬牌
也是很好的選擇，只要是正常的有品牌有信譽
的都可以選購，售後服務也會好一點等等主題

罰鍰
NT$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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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二)邀請專業汽車專家陳武剛談照顧愛
車，介紹全英國非常受推崇的合成機油，有好
康訊息跟聽友分享（現在臺灣原裝進口全合成
機油都是800元至1,200元，回原廠用5W30機
油1罐850元，換機油大概4罐至6罐，沒
有5,000元至1萬元絕對出不來；像這罐5W50鉬
元素高分子機油保養廠1罐960元，今天不可能
讓你用960元買，你要注意聽，今天只要預約這
瓶英國皇家認證5W50鉬元素高分子機油就給你
五折優惠），馬上撥電話還有送機油精、車用
空氣清淨機、雨刷精，還有換機油免工資，電
話02-2391667，還有更棒資料要告訴聽友，為
慶祝英國鉬元素105週年，英國總公司要送全臺
灣鉬元素會員大禮物，就是去歐洲地中海坐皇
家郵輪，不管是新會員、老會員，只要持續使
用鉬元素油品，就可獲得10天10夜地中海皇家
郵輪之旅等相關話題，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且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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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灣全民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9620號
處分日期：
106/01/11

世界一把
105/05/04
違反廣電
抓：汽車趴 09:00~10:00 法-節目未
趴go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台灣全民廣播電
NT$120,000
臺（FM98.1MHz）105年5月4日9時至10時播送
之「世界一把抓：汽車趴趴go」節目，主持人
宋曉蕎於節目中邀請汽車守護神陳武剛談汽車
保養，建議選用通過英國UKLA認證高分子全合
成機油，標榜全世界最好的全合成機油是由英
國百年歷史的鉬元素石油公司所生產的，也是
英國皇室所經營的；撥打電話02-23691667，來
自英國很棒的全合成機油，除了有五折優
惠，比保養廠的半合成機油還要便宜，馬上打
電話來，送機油精、車用空氣清淨機及雨刷
精，為了慶祝英國鉬元素105年，英國總公司要
送給全臺灣鉬元素會員大禮物，就是去歐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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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坐皇家遊輪，不管是新會員、老會員，都
要持續使用鉬元素油品，就有機會獲
得10天10夜地中海皇家遊輪之旅等相關話
題，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且未與其所插播之
廣告區隔。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
碟可稽，已違反行為時之廣播電視法第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
7

寶島新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8.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11560號
處分日期：
106/01/19

寶島上麻吉 105/08/03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寶島新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8.5MHz）105年8月3日13時至15時播送
之「寶島上麻吉」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藉
由「寶島柑仔店」單元專訪百事通達人「 阿
輝」，鋪陳推介「排汗衣」（TB天絲棉淨涼休
閒圓領衫）特定商品。節目內容鋪陳介紹前揭
產品之效用、特色、材質及規格（尺
寸）等，並與廣告互相搭配，提供價格、優惠
促銷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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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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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8

南都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89.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8740號
處分日期：
106/03/28

不老俱樂部 105/08/09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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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清優-U（精
胺酸）、鹿胎盤、鹿茸、鹿鞭、億力好、龜鹿
二仙膠、500元的、750元的」等商品，說明前
揭商品之療效、成分、服用方法（1包
配1粒）、價格及0800-870077訂購服務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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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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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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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嘉義廣播
電臺

855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2364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吉祥人生

105/10/03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義廣播電臺（頻
率AM855kHz）105年10月3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吉祥人生」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事業、運勢、冤親債主、婚
姻、姓名、因果等疑惑，順勢推介「陰陽八卦
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襪」及
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及祈安禮斗之功
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服務專線電話（臺
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太歲手鍊、文昌筆）等商業資
訊，以宣傳及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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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臺

675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363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彩色人生

105/10/02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雲林廣播電臺（頻
率AM675kHz）105年10月2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彩色人生」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事業、超渡、冤親債主、公嬤
靈、婚姻、姓名、因果等疑惑，順勢推介「陰
陽八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
襪」及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祈安禮
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
話（臺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
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
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9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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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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合歡山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
司（豐蓮）

90.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394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梵音人生

105/10/0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合歡山廣播電臺（頻
率FM90.1MHz）105年10月1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梵音人生」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事業、運勢、冤親債主、婚
姻、倒房、因果、命理、超渡等疑惑，順勢推
介「陰陽八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
路平安襪」及說明觀音借庫、九皇神燈照護命
宮(譯音)及祈安禮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
目、各地專線電話（臺中04-22638945、高
雄、屏東、臺南07-7192929、廈
門0592-5838521、漳州3172955）、服務時
間、服務處、贈品（五帝錢、農民曆、太歲手
鍊、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推介各項
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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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2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17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397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命理與人生 105/10/03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述及與聽眾叩應對話之
方式，提供命理、流年、運途、事業、財
運、身體、厝場、因緣、人際關係、姓名鑑
定、風水厝場等服務項目，並順勢推介「陰陽
八卦香」、「靈芝淨香粉」、「開運護身保平
安七星財路平安襪」、「清心香環」等商
品，節目中透過介紹前揭商品及服務之項
目、功效、服務處地址、服務時間、贈送活
動（淨香粉買1組送1組）、贈品（五帝錢、通
書、太歲手鍊農民曆、文昌筆）、各地詢問電

罰鍰
NT$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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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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話及參加九皇神燈照護命宮、祈安禮斗之功效
等商業資訊，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及
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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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
新臺幣12萬元。
13 山城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681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梵音人生

105/10/02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山城廣播電臺（頻
率FM90.7MHz）105年10月2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梵音人生」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事業、冤親債主、超渡、姓
名、倒房、因果、命理等疑惑，順勢推介「陰
陽八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
襪」及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及祈安禮
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
話（臺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
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
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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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燕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124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823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人生之歌

105/10/03
違反廣電
00:00~0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燕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42kHz）105年10月3日0時至3時播送
之「人生之歌」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冤親債主、超渡、因果、婚姻、身
體、運勢、事業、姓名等疑惑，順勢推介「陰
陽八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
襪」及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祈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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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
話（臺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
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
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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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高雄廣播
電臺

1008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864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平安求福

105/10/03
違反廣電
13: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高雄廣播電臺（頻
率AM1008kHz）105年10月3日13時至15時播送
之「平安求福」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家運、事業、身體、婚姻、財運、冤親
債主、超渡、因果等疑惑，順勢推介「陰陽八
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
襪」及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祈安禮
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
話（臺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太歲手鍊、文昌筆）等商業資
訊，以宣傳及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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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99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4167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梵音之歌

105/10/03
違反廣電
12:1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頻
率AM990kHz）105年10月3日12時10分至14時播
送之「梵音之歌」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
聽友有關運勢、婚姻、超渡、事業、姓名、空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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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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亡運、喪門、健康、冤親債主、因果、雙刀入
命等疑惑，順勢推介「陰陽八卦香、香環、靈
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襪」及說明九皇神燈
照護命宮(譯音)、祈安禮斗之功效，並提供服
務項目、各地專線電話（臺中04-22638945、高
雄、屏東、臺南07-7192929、廈
門0592-5838521、漳州3172955）、服務時
間、服務處、贈品（五帝錢、農民曆、太歲手
鍊、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推介各項
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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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嘉雲工商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4372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梵音之歌

105/10/03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雲工商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105年10月3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梵音之歌」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婚姻、倒房、超渡、運勢、事
業、喪門、因果、五鬼纏身、冤親債主、雙刀
入命等疑惑，順勢推介「陰陽八卦香、香
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襪」及說明九
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及祈安禮斗之功效，並
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話（臺
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太歲手鍊、文昌筆）等商業資
訊，以宣傳及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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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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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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8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657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0823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梵音之歌

105/10/02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頻
率AM657kHz）105年10月2日12時至14時播送
之「梵音之歌」節目，主持人藉由回答叩應聽
友有關身體、事業、超渡、公嬤靈、婚姻、姓
名、因果、冤親債主等疑惑，順勢推介「陰陽
八卦香、香環、靈芝淨香粉、七星財路平安
襪」及說明九皇神燈照護命宮(譯音)、祈安禮
斗之功效，並提供服務項目、各地專線電
話（臺中04-22638945、高雄、屏東、臺
南07-7192929、廈門0592-5838521、漳
州3172955）、服務時間、服務處、贈品（五帝
錢、農民曆、文昌筆）等商業資訊，以宣傳及
推介各項服務，並與廣告互相搭配，係以節目
形式明顯為特定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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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奇峰廣播電臺股
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02000號
處分日期：
106/03/31

幸福酸甘甜 105/11/09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奇峰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5年11月9日12時至14時播
送「幸福酸甘甜」節目，主持人嫚嬣於節目中
與聽眾叩應，順勢推介「7天不臭襪」、「高健
錠」、「膠原蛋白」等特定商品，並詳細說明
前揭商品之功效、療效、成分、服用方法、價
格與服務電話02-24246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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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成功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36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35810號
處分日期：
106/04/11

寶島曼波

受處分人經營之成功廣播電臺（頻
率AM936kHz）於105年9月10日14時至15時播
送「寶島曼波」節目，推介強筋補骨丸、金萬

105/09/10
違反廣電
14: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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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龍鮑魚精、金萬龍康固力膜衣錠、金萬龍口安
天然的尤加利蜂蜜牙膏等產品，內容出現鼓勵
購買言論，提及功效、價格（金萬龍康固力膜
衣錠1罐新臺幣1,200元、口安天然牙膏1組新臺
幣1,500元、紅清寶1罐新臺幣1,600元、華僑強
筋補骨丸1罐新臺幣2,000元）、優
惠（買3送1）、服務電話（07-3309077）與叩
應訂貨對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致有節目未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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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建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01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09480號
處分日期：
106/04/12

朋友情

105/04/20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22 金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2.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09650號
處分日期：

歡喜心歡喜 105/05/13
違反廣電
情
04:00~0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建國廣播電臺（頻
率AM801kHz）於105年4月20日6時至8時播
送「朋友情」節目，推介愛心顧肝丸、愛心清
眼丸、愛心三多丸、愛心清肝丸、愛心痠痛藥
布、古錐伯養心補、納豆清血保、骨勇素、眼
睛金和牙膏等產品，內容出現鼓勵購買言
論，提及成分、功效、價格（納豆清血保1盒新
臺幣1,200元、愛心顧肝丸1瓶新臺
幣1,000元、愛心清眼丸1瓶新臺
幣1,000元）、優惠（滿新臺幣6,000元送捕蚊
燈）、贈品（捕蚊燈）、服務電
話（3130808）及送貨服務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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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2.1MHz）於105年5月13日4時至6時播

警告 NT$0

第 12 頁 / 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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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7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分開

送「歡喜心歡喜情」節目，推介「百面通、百
面勇、勇健健、愛明、健康肝喜康和Q10」等產
品，內容出現鼓勵購買言論，提及效用、價
格（勇健健1罐新臺幣2,200元）、優惠與贈
品（1組2罐新臺幣3,600元、送黑金鋼鐵砂
鍋）、服務電話（0800-029688）、SGS檢驗合
格、ISO-9001認證、送貨服務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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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23 宜蘭鄉親熱線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0080號
處分日期：
106/04/17

不老俱樂部 105/09/28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人經營之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頻
率FM92.3MHz）於105年9月28日8時至10時播
送「不老俱樂部」節目，推介「愛清優-U、保
洸能、螯合鈣老不錠、蝦紅素蔗好清、趕緊
顧、攝利通、必好順、胃膽寧」等產品，內容
出現鼓勵購買言論，提及功效、價格（必好
順60顆新臺幣1,800元、老不錠120顆新臺
幣2,000元）、服務電話（02-85112345）與揭
露產品訂購方式（打電話、傳LINE、上凱盛生
物科技官網刷卡）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
定商品，並與廣告搭配，以吸引聽眾購買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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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24 宜蘭鄉親熱線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0910號
處分日期：
106/04/26

妙真之聲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
於105年3月11日14時至15時播送「妙真之
聲」節目，推介「除障香」產品，並提及前揭
商品之效用（把除障香粉末灑在草上，遇雨就

警告 NT$0

105/03/11
違反廣電
14:00~1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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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大悲水加持祖先的骨骸）、call out訪問
使用者心得（該香含有甘露丸成分，可導引屋
內蟑螂往生善道成佛，又可兼收除蟑之
效）、服務地址（宜蘭市新興路5號）、服務電
話（9309088、免付費專線0800309088）等商業
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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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6.9MHz

26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27 美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1600號
處分日期：
106/05/03

快樂來相會 105/12/26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157940號
處分日期：
106/05/10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02760號
處分日期：
106/06/02

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停
播、股權轉
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

早安美聲

106/03/30
違反廣電
06: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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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10時至12時播送
之「快樂來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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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股權50股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執 撤銷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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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以通傳
內容字第10648004100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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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受處分人迄今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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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3月30日6時至8時播送「早安美聲」節
目，2位主持人藉由業務報告之方式，順勢推
介「有其田三色藜麥粉、三色穀麥片、20穀多
穀奶、20榖芝麻奶」、「龍眼花蜜」、「晶
亮」、「蜂王乳」、「蜂膠」、「乳酸菌」、
「海藻補力鈣」、「粉光茶包」、「粉光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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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等商品，提及前揭商品之價格（有其田三
色藜麥粉、三色穀麥片、20穀多穀奶、20榖芝
麻奶等6瓶3,180元、龍眼花蜜2,000元、晶
亮、蜂王乳、蜂膠皆為1,800元、海藻補力
鈣1,500元、粉光茶包850元、粉光
粉2,800元）、優惠價格（龍眼花
蜜1桶1,500元、粉光粉2盒5,200元、4盒1萬
元）、療(功)效、特惠專案（有其田三色穀麥
片、20穀多穀奶、20榖芝麻奶等買12罐6,000元
再送2罐三色藜麥粉，龍眼花蜜買3桶送1桶再
送2罐三色藜麥粉，晶亮、蜂王乳、蜂膠、乳酸
菌、海藻補力鈣等買3罐送1罐再送1罐三色藜麥
粉、買7罐送3罐再送2罐三色藜麥粉，粉光茶包
買4盒送1盒再送1罐三色藜麥粉，粉光粉買2盒
送1罐三色藜麥粉）、成分、服用方
法、02-26023338服務電話專線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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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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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鄉親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04600號
處分日期：
106/06/02

一定成功

106/01/16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6年1月16日14時至16時播送「一定成功」節 罰鍰 NT$9,000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訪問陳明錦博士
及李以霖醫學碩士進行健康知識交流，順勢推
介「鹿茸膠囊」、「活骨素」、「南瓜籽」、
「養目丸」、「愛康治嗽散」、「通順寶」、
「大可奇蹟」、「龜鹿二仙丸滴精」、「納豆
激酶」、「葉黃素」、「苦瓜丹」、「花
粉」、「吉醣」、「四大金鋼蜆仔膜衣錠（黃
金賜寶膜衣錠）」、「好體力L健康酸」、「珍
珠霜」、「金門一條根健康貼布」、「智利葡
萄乾」、「蜂膠牙膏」、「桂圓紅棗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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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薑紅糖」、「黑糖無籽」等商品，並提及
前揭商品之療效、成分、特色、製作過程、服
用方法、服務時間及049-2350165訂購服務電話
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
眾購買商品，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且與其所
插播之廣告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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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核
處罰鍰新臺幣9,000元。
29 民生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14620號
處分日期：
106/06/02

鄉親午安

106/01/16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人經營之民生之聲廣播電台
於106年1月16日12時至14時播送「鄉親午
安」節目推介「得麗靈菇精」、「得麗血力
旺」、「維他肝」、「得麗真
杏」及「Q＆V」等商品，提及價格（Q＆V
2,800元、真杏2,000元）、使用者經驗與功
效、使用方式、優惠及贈品（1次買1萬元送金
絲絨發熱毯，買6,000元送雙寶，好湯頭、全多
洗總共10罐10件送給你）、服務電
話（0800-868999）等商業資訊，並出現鼓勵購
買言論（其他要吩咐請繼續撥，現場電話一樣
沒變0800-868999，產品藥房贈送，有不清楚地
方，繼續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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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自由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4020號
處分日期：
106/06/03

厝邊隔壁

106/01/12
違反廣電
16:00~1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自由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106年1月12日16時至18時播
送「厝邊頭尾」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
之方式，順勢推介「菜籽粉」、「舒暢錠」、
「補鈣素」、「庫庫敏薑黃素」、「人參補鈴
丸」等，並詳細說明前揭商品之功效、服用方
法、優惠價格與訂購電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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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4-24373737、0800-664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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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民本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96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4280號
處分日期：
106/06/03

快樂向前走 106/02/19
違反廣電
20:00~2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106年2月19日20時至22時播送「快樂向前
走」節目，2位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及與民眾
叩應見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膠原蛋白
凍」、「用抹的膠原蛋白」等商品，並提及前
揭商品之成分、特色、療(功)效、優惠價
格（原價1盒1,680元，4盒優惠
價2,400元）、優惠活動（購買2組送用抹的膠
原蛋白）、優惠時間、剩下組數及24257788訂
購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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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依
同法第42條第2款規，予以警告。

32 太平洋之聲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4890號
處分日期：
106/06/03

快樂歌聲

警告 NT$0
106年1月1日15時至17時播送「快樂歌聲」節
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及與民眾叩應見證
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魚腥草」商品，說明
前揭商品之療效、成分、特色、價
格（1罐1,500元）、優惠價
格（2罐2,400元）、贈送活動（2罐1組，買1組
送2盒鳳梨酥、春聯、紅包袋，買2組再送薑黃
醬油、醬油清）、服用方法、服務時間、剩餘
組數、優惠截止時間及02-24260058訂購服務電
話等商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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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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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1
違反廣電
15: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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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5.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190380號
處分日期：
106/06/07

寶島麻吉

105/11/08
違反廣電
07: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
NT$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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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8日7時至8時播
送「寶島麻吉」節目，主持人利用聽眾叩應電
話分享產品功效，並藉由訪問來賓促銷含氧能
量霜，內容提及「這只有我們寶島麻吉的朋友
才享受得到的，1罐只要1,980，不
只1罐1,980，我們還要求蕭董買3罐送2罐」、
「蕭董答應，慶祝周年慶，買3送3，但數量只
有100罐，只有100罐，送完為止，聽眾朋友先
搶先贏囉」、「廖峻代言的健康好蒡牛蒡精華
素，現在是買1送1再送牛蒡茶，訂購2組再
送1盒，外面絕對不可能買到這樣的組合，高野
家滴雞精也是」、「現在2盒再加上加拿大頂級
深海魚油，3盒產品1組只要2,388，這也是外面
任何通路不可能的價格，反正現在周年慶，各
種產品都大特價，但是剩下最後這幾天，不買
可惜，電話快打通03-461-3838」。上揭內容係
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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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凱旋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4730號
處分日期：
106/06/09

環球列車

106/05/11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凱旋廣播電臺（頻
率FM97.9MHz）106年5月11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環球列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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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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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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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濁水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10000號
處分日期：
106/06/13

不老俱樂部 106/04/22
違反廣電
10:00~11:55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濁水溪廣播電臺（頻
率FM90.1MHz）106年2月22日10時至11時55分播
送「不老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訪問羅教授及與民眾叩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
介「鹿胎盤、趕緊顧、愛清優」等商品及提供
顧胰臟藥方（顧胰方），並說明前揭商品之名
稱、療效、贈品（鹿鞭、鹿茸）、價格、包裝
容量、成分、服用方法、訂購服務電話等商業
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聽眾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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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鄉土之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5590號
處分日期：
106/06/13

大慶俱樂部 106/05/10
違反廣電
15:00~18: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鄉土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7MHz）106年5月10日15時至18時播送
之「大慶俱樂部」節目，播送總時間為3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27分鐘之廣告，實際播
出45分15秒之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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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條第1款規定，予以警告。

37 愛苗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0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6370號
處分日期：
106/06/13

阿宏俱樂部 105/12/12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愛苗廣播電臺（頻
率FM102.3MHz）105年12月12日0時至2時播
送「阿宏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
訪問來賓說明紅景天對人體的好處，並於節目
中以為聽眾爭取優惠為由，要求來賓提
供2罐3,000元再送1罐的優惠產品予聽眾，宣
播「紅景天是高原人參，針對血裡欠缺氧氣導
致心臟無力的，必須要吸收強氧，心臟才會有
力。」另表示「今天紅景天1罐1,600、兩
罐3,000送1罐，再多送1條止癢軟膏，如果有需
要，現場電話0800-003969、手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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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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打06-6323001。」前揭內容係明顯以節目形式
為特定商品宣傳，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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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北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16480號
處分日期：
106/06/13

早安你好

106/02/20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北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106年2月20日6時至8時播送「早
安你好」節目，主持人以口播方式宣傳「愛你
美精華霜」、純中藥抽精萃取「活水滋腎膀胱
丸」、美國進口專門顧關節預防退化補充營養
最好成分「MSM沖泡粉」、「肝喜康」、濁水溪
香又Q營養好吃的「黑米」，並強調「現在內行
的人都拿1萬13盒，這別的地方買不到，是可以
買到MSM，但要買到純度這麼高，是買不到
的」、「沖泡粉1個月份800多元，1天花20多
元，13盒1萬元，平均1天25元，成分比人家
好，價格比人家公道」，並提及贊助廠商名
稱、地址、服務電話等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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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澎湖灣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1160號
處分日期：
106/07/13

-----

營運計畫變
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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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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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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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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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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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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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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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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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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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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頁 / 共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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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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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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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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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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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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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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106/05/11
違反廣電
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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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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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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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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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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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奇峰廣播電臺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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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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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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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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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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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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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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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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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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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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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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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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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淡水河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51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0850號
處分日期：
106/07/28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8220號
處分日期：
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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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撤銷 NT$9,000

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停
播、股權轉
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

52 苗栗正義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2360號
處分日期：
106/08/11

大家來約會 106/07/11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苗栗正義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106年7月11日8時至10時播送
之「大家來約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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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分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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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5710號
處分日期：
106/09/13

不老俱樂部 106/08/16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廣告超
秒

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6年8月16日6時至8時播送
之「不老俱樂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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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30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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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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1/01~106/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撤銷 NT$5,000
貴公司未依本會106年9月7日通傳內容字
第10648026210號函所定期間，向本會提出股權
轉讓之申請，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處新
臺幣5,000元怠金，並請於文到7日內向本會提
出股權轉讓之申請，如逾期未提出申請，將依
行政執行法第28條第2項第5款、第32條規定予
以直接強制執行，請查照。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26610號
處分日期：
106/09/18

55 新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31410號
處分日期：
106/11/10

春天好采頭 106/07/23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新聲廣播電臺（新竹地區，頻 警告 NT$0
率FM99.3MHz）106年7月23日12時至14時播
送「春天好采頭」節目，主持人以訪談及口述
方式，順勢推介「男鋼胜肽精華錠、葡萄糖關
鍵營養素」，詳細說明該等商品之功效、成
分、特色及優惠促銷活動，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提供體驗包及訂購專線0800-000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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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天天廣播電臺股
份有限公司

96.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31440號
處分日期：
106/11/10

旅遊世界

106/06/04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天天廣播電臺（頻
率FM96.9MHz）106年6月4日8時至10時播送「旅
遊世界通」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順勢推介
日本北海道旅遊，詳細說明該商品之行程、優
惠價格與報名電話0922693169、0922693769等
商業資訊，且與廣告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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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32580號
處分日期：
106/12/04

茉莉家族

106/06/18
違反廣電
12:00~17: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106年6月18日12時至17時播
送「茉莉家族」節目，主持人藉由訪問來賓及
與民眾叩應訂購產品之方式，順勢推介「龜鹿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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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仙膠、眼睛亮、尤加利、人蔘補養丸、龜鹿
膠原鈣、龜鹿鈣天下」等商品，並於節目中說
明前揭商品之名稱、成分、療效、優惠價
格、料理方法、促銷、贈品（電扇）及服務電
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引
聽眾購買商品，廣告意涵明顯；整體內容呈現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前段規定，此有本會廣
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
58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15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33700號
處分日期：
106/12/04

歡樂歌
106/06/11
違反廣電
聲─林士傑 20:00~00:00 法-廣告超
時間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152kHz）106年6月11日20時至24時播送
之「歡樂歌聲—林士傑時間」節目，播送總時
間為4小時，依規定得播出36分鐘之廣告，實際
播出75分50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
上限節目播送總時間之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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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33810號
處分日期：
106/12/05

台灣RADIO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樹下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於106年6月15日8時至10時播
送「台灣RADIO」節目推介龜鹿三寶丸、國際銀
藻片、濟仁堂面霜和肝膽寧等產品，並提及以
下商業資訊：廠商名稱：國際銀藻公司。成
分：鹿角膠（膠質、碳酸鈣和磷酸鈣、碳化物
和軟骨質）、龜板膠（膠質、脂肪和鈣）、枸
杞（葉酸）、人參（人參甘、人參素、皂素
錠）。效用：龜鹿三寶丸大補精髓、益氣養
神，治視物不清，臨床上用在治療虛勞性氣血
二虛，可以改善機能退化、手腳冰冷，可以增
加免疫力，改善病後虛弱體質；龜板滋補腎
陰；鹿角通督脈、補腎陽、強筋骨、補精氣
神；人參大補元氣、抗疲勞、增加免疫力；枸
杞清肝潤肺；銀藻片調節血脂肪、降低三酸甘

106/06/15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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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降低血中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調節
免疫、促進細胞增生能力。價格：國際銀藻
片1盒1,050元，1組3盒3,150元；銀藻精膠
囊1盒3,500元。優惠與贈品：買3罐產品或買
滿5千元，送14吋新格牌3段變速遙控微電腦電
扇，到下週就没有了，需要的朋友快撥電
話；買銀藻精膠囊1盒3,500元，送你1罐銀藻
片。 廣告字號：1050210028。促銷言論：為
大家推薦產品，你要快用完了，如果要買，記
得我們公司還有優惠，……要撥電
話29551234；李昌鈺博士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
話，他說藻類中唯一榮獲3張國家級健康食品認
證；現有貨要快拿，辦公室服務電
話29551234；我們的陳大哥感謝你來電買銀
藻1組3盒，還送你1小包銀藻精膠囊，辦公室服
務電話29551234，需要電扇，手腳要快。服務
電話：29551234。系爭節目宣傳及推介特定商
品，以吸引聽眾購買，時間共計16分7秒，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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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天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31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41520號
處分日期：
106/12/07

春天好采頭 106/07/02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天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314kHz）106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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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胜肽（男鋼胜肽精華
錠）－治療攝護腺肥大、性功能障礙及各種泌
尿問題」及「GTF葡萄糖關鍵營養素－治療糖尿
病」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成
分、療(功)效、特色、多數名人加持、強調通
過人體實驗及治癒案例等商業資訊，並提
供50名1個月體驗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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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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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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61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55240號
處分日期：
106/12/08

黑松俱樂部 106/10/06
違反廣電
10:00~11:00 法-廣告超
秒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頻
率FM92.5MHz）106年10月6日10時至11時播送
之「黑松俱樂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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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10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節目播送總時間之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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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55420號
處分日期：
106/12/08

不老俱樂部 106/07/25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6年7月25日6時至8時播送「不 NT$12,000
老俱樂部」節目中，兩位主持人以口述及與民
眾叩應對話之方式，藉由探討檢測飯前、飯後
血糖指數，順勢推介「精氨酸、（顧洟方）試
用包、B群、紅寶、顧眼睛的」等商品，說明前
揭商品之價格（1包1,800元）、療效、成
分、服用方法、贈送活動（購買1,500元以上之
公司產品2盒，300元加購價送聲寶牌刮鬍
刀）及0800-870077訂購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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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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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2,000元。

63 苗栗正義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41780號
處分日期：
106/12/14

大家來約會 106/08/05
違反廣電
08:00~1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苗栗正義廣播電臺（頻
率FM88.9MHz）於106年8月5日8時至10時播
送「大家來約會」節目推介血力旺、靈菇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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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精、Q&amp;amp;B、真杏等產品，並提及以下商
業資訊：成分：Q&amp;amp;B（加鈣）。服務電
話：0800-008909。優惠與價格：靈菇精買2罐
送1罐1千塊的，血力旺也是買兩罐送1罐1千塊
的，Q&amp;amp;B買2罐送90粒1,400塊
的Q&amp;amp;B。含商業訊息之叩應對話：聽
眾：「我昨天又花8千買了血力旺、靈菇精，大
哥買了Q&amp;amp;B、真杏……大哥說
吃Q&amp;amp;B走路比較快。」主持人：「因為
我們Q&amp;amp;B有加鈣。」聽眾：「我腳摔了
一下，整條筋都瘀青，還可以再吃靈菇精
嗎？」主持人：「沒問題啊，妳又不是開刀
的。」促銷言論：買幾組要講喔，為什麼要買
那麼多？當然是因為好！不然怎麼花得下
去？如果不好，送你會要嗎？……第1天就沒貨
了，藥局都打來要貨……你看我們鄉親速度有
多快！另查系爭節目部分內容出現商品資訊
時，主持人雖形式上宣布「進廣告」並搭配播
報「以上廣告」，惟前者快速帶過（僅
約0.7秒），後者回到節目內容時，亦未依規定
播報節目名稱，致未有法規所要求之「節目應
能明顯辨認」實質效果，有節目與廣告未區隔
之情形。系爭節目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以吸
引聽眾購買，致有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
所插播廣告未區隔，此

罰鍰： 15 件

警告： 45 件

撤銷： 2 件

核處金額：NT$8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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