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頁 / 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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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07/11/30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1

正聲臺北廣播電
臺

81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66620號
處分日期：
107/11/14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廣播電臺（臺北地區，頻 警告 NT$0
率AM819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介「粒護傘、DHA、舒
絡油、益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
好、聽得好、50兼得好、青草膏、青草霜、斬
骨刀、欣康寧、卵磷脂、蜂蜜、桂棗燕、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勇士錠、褐藻醣
膠、鎖得住、神通枕、咖啡、薑黃粉、黃金
薑、烏龍茶、黑米、精力寶……」等商品，說
明前揭部分特定商品之名稱、療(功)效、價
格、服務處地址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係節
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
廣告內容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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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懷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370號
處分日期：
107/11/15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關懷廣播電臺（頻
率FM91.1MHz）107年8月23日18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及口述方式推介「粒護傘、DHA、舒
絡油、益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
好、青草霜、斬骨刀、新康寧、卵磷脂、香
米、褐藻醣膠、鎖得住、鴛鴦咖啡、薑黃
粉、烏龍茶、金力保、好樂眠、苦茶油」等產
品，並搭配廣告，提供價錢、功效及電話等資
訊，鼓吹聽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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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正聲廣播股份有

1062kHz

通傳內容字第

無所不談

107/08/23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廣播電臺（宜蘭地區，頻

警告 NT$0

違反廣電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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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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宜蘭廣播
電臺

4

燕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1070055963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104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6671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7/11/01~107/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率AM1062kHz）107年8月23日18時至19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介「粒護傘、DHA、舒
絡油、益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
好、聽得好、50兼得好、青草膏、青草霜、斬
骨刀、欣康寧、卵磷脂、蜂蜜、桂棗燕、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勇士錠、褐藻醣
膠、鎖得住、神通枕、咖啡、薑黃粉、黃金
薑、烏龍茶、黑米、精力寶……」等商品，說
明前揭部分特定商品之名稱、療(功)效、價格
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
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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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燕聲廣播電臺（花蓮地區，頻
率AM1044k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及與叩應民眾對話之方式推薦「珍珠
精、神通枕、高麗精、參仔精、一道彩虹、鎖
得住、苦茶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糖
膠、好落眠、蜜、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
好、野村魚丸、野戰燈、勇士錠、咖啡、益生
菌、50兼得好、黑蒜頭、六六大順、黑米」等
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贈品、聽友見證、服務
電話、服務地址、線上訂購產品及購買
滿2000元送貨到府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互相
搭配，致有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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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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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07/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電視法第33條規定。
5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臺

675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6811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雲林廣播電臺（雲林地區，頻 警告 NT$0
率AM675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口述介紹之方式，順勢推介「粒護傘、DHA、舒
絡油、益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
好、聽得好、50兼得好、青草膏、青草霜、斬
骨刀、欣康寧、卵磷脂、蜂蜜、桂棗燕、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勇士錠、褐藻醣
膠、鎖得住、神通枕、元氣咖啡、薑黃粉、黃
金薑、烏龍茶、黑米、精力寶……」等商
品，說明前揭部分特定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各地服務處地址及服務
電話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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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新竹廣播
電台

1206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119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新竹廣播電臺（頻
率AM1206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順勢
推介「粒護傘、DHA、舒絡油、益生菌、一道彩
虹、心肝寶貝、掃得好、50兼得好、青草
膏、青草霜、斬骨刀、欣康寧、卵磷脂、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勇士錠、褐藻糖
膠，鎖得住、神通枕、元氣咖啡、薑黃粉、黃
金薑、烏龍茶、精力寶」等商品，說明前揭部
分商品之名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
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
服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致有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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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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07/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所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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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廣播
電臺

621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120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北廣播電臺（頻
率AM621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20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順勢
推介「粒護傘、DHA、舒絡油、益生菌、一道彩
虹、心肝寶貝、掃得好、青草膏、斬骨刀、欣
康寧、卵磷脂、黑米、桂藻燕、三清茶飲、一
氧化氮、一條根、褐藻糖膠，鎖得住、神通
枕、元氣咖啡、薑黃粉、烏龍茶、精力寶」等
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致有電臺所
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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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廣播
電臺

1188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135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北廣播電臺（頻
率AM1188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順勢
推介「粒護傘、舒絡油、益生菌、一道彩
虹、心肝寶貝、斬骨刀、掃得好、五十兼得
好、青草膏、青草霜、欣康寧、卵磷脂、桂藻
燕、一條根、勇士錠、褐藻糖膠，鎖得住、神
通枕、烏龍茶、薑黃粉、黃金薑、精力寶」等
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致有電臺所
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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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07/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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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高雄廣播
電臺

1008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305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2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高雄廣播電臺（高雄地區，頻 警告 NT$0
率AM1008k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3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及與叩應民眾對話之方式推薦「珍珠
精、神通枕(枕頭)、高麗精、參仔精、一道彩
虹、鎖得住、苦茶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
藻糖膠、好落眠」等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
之名稱、療(功)效、價格、聽友見證、線上訂
購及購買滿2,000元送貨到府等商業資訊，係節
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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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9.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294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曾文溪廣播電臺（臺南地
區，頻率FM89.9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
播送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
中藉由口述及與叩應民眾對話之方式推薦「珍
珠精、神通枕、高麗精、參仔精、鎖得住、一
道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糖膠、好落
眠、蜜、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
燈、勇士錠、咖啡、益生菌、50兼得好、黑蒜
頭、六六大順、黑米」等商品，說明前揭部分
商品之名稱、療(功)效、價格、贈品、聽友見
證、服務電話、服務地址、線上訂購產品及購
買滿2,000元送貨到府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
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互
相搭配，致有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且與其所插播廣告未區隔。此有本會廣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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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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1~107/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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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295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世界新聞

107/05/26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之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0.7MHz）於107年5月26日10時至12時播
送「世界新聞」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18分鐘之廣告，惟實際播出時間
為29分20秒，超過節目播送總時間15％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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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金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2.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304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天天快樂

107/03/17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2.1MHz）於107年3月17日22時至24時播
送「天天快樂」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18分鐘之廣告，惟實際播出時間
為29分19秒，超過節目播送總時間15％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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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124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6629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燕聲廣播電臺（花蓮地區，頻
率AM1242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送
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
口述介紹之方式推介「粒護傘、DHA、舒絡
油、益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
好、聽得好、50兼得好、青草膏、青草霜、斬
骨刀、欣康寧、卵磷脂、褐藻燕、蜂蜜、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勇士錠、褐藻糖
膠、鎖得住、神通枕、原味咖啡、薑黃粉、黃
金薑、烏龍茶、六六大順、黑米、營養素、精
力寶、好入眠、苦茶油、枕頭、茶籽
粉……」等商品，說明前揭部分特定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各地服務處地址及服務
電話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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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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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淡水河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024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大家來開講 107/10/0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淡水河廣播電臺（頻
率FM89.7MHz）107年10月1日12時至14時播
送「大家來開講」節目，主持人與聽眾叩應方
式順勢推介「腰骨痠痛丸、全鹿丸、軟骨
素、宏星通便丸、三多丸、清肺丸、露水開花
舞台劇」等商品及服務，說明前揭部分商品及
服務之名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商
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及服務宣
傳及服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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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91.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045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美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1.5MHz）107年8月23日18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
之方式，順勢推介「粒護傘、DHA、舒絡油、益
生菌、一道彩虹、心肝寶貝、掃得好、青草
膏、青草霜、斬骨刀、欣康寧、卵磷脂、黑
米、桂棗燕、三清茶飲、一氧化氮、一條
根、勇士錠、褐藻醣膠、鎖得住、神通枕、元
氣咖啡、薑黃粉、烏龍茶、精力寶、好落
眠、苦茶油」等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致有電臺所

107/08/23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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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廣告
未區隔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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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廣播
電臺

106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122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17: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北廣播電臺（頻
率AM1062kHz）107年8月23日17時至19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方式順勢
推介「粒護傘、DHA、舒絡油、益生菌、一道彩
虹、心肝寶貝、掃得好、青草膏、青草霜、斬
骨刀、欣康寧、卵磷脂、黑米、桂藻燕、三清
茶飲、一氧化氮、一條根、褐藻糖膠，鎖得
住、元氣咖啡、薑黃粉、神通枕、烏龍茶、精
力寶」等商品，說明前揭部分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價格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
務，並與部分廣告內容互相搭配，致有電臺所
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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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13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處分人經營之快樂廣播電臺（頻
率FM97.5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一道
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膠、好落
眠、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燈、勇
士錠、美國益生菌、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並搭配廣告，提供成
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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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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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定。
18 望春風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89.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16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望春風廣播電臺（頻
率FM89.5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一道
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膠、好落
眠、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燈、勇
士錠、美國益生菌、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並搭配廣告，提供成
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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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風聲廣播電
臺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32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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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
率FM91.3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一道
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膠、好落
眠、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燈、勇
士錠、美國益生菌、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並搭配廣告，提供成
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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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社區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89.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38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全景社區廣播電臺（頻
率FM89.3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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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一道
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膠、好落
眠、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燈、勇
士錠、美國益生菌、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並搭配廣告，提供成
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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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嘉樂廣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7640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樂廣播電臺（頻
率FM92.3M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一道
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膠、好落
眠、酵素軟糖、掃得好、聽得好、野戰燈、勇
士錠、美國益生菌、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並搭配廣告，提供成
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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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民本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55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287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無所不談

107/08/23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本廣播電臺（頻
率AM855kHz）107年8月23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Call-in推介「珍珠精、枕頭、高麗精、蔘仔
精、一道彩虹、心肝寶貝、蜂王乳、褐藻醣
膠、好落眠、酵素軟糖、掃得好、野戰燈、美
國益生菌、聽得好、五十兼得好、黑蒜頭、六
六大順及黑米」等產品，另搭配廣告，提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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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價錢、功效、贈品及電話等資訊，鼓吹聽
眾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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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0 件

警告： 22 件

撤銷： 0 件

核處金額：NT$0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