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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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3.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13910號
處分日期：
107/02/12

幸福好時光 106/11/21
違反廣電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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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率FM103.3MHz；同步轉播頻率：苗
栗FM102.9MHz；臺
中FM102.1MHz、107.3MHz；嘉
義FM103.1MHz；高雄FM103.3MHz；宜
蘭FM102.1MHz；花
蓮FM102.1MHz、103.3MHz；臺
東FM102.1MHz；金
門FM96.3MHz）106年11月21日10時至11時播
送「幸福好時光」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
述及與來賓對談方式，宣傳「中廣學苑」開設
之「催眠」、「星座實用班」課程，並提供上
課日期、報名電話02-25030800，同時介紹上課
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商業資訊，及將
致贈上課學員主持人提供之贈品，以鼓勵聽眾
報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業服務宣傳，致
節目未能明顯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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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3.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13960號
處分日期：
107/02/12

幸福好時光 106/11/15
違反廣電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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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率FM103.3MHz；同步轉播頻率：苗
栗FM102.9MHz；臺
中FM102.1MHz、107.3MHz；嘉
義FM103.1MHz；高雄FM103.3MHz；宜
蘭FM102.1MHz；花
蓮FM102.1MHz、103.3MHz；臺
東FM102.1MHz；金
門FM96.3MHz）106年11月15日10時至11時播
送「幸福好時光」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
述及與來賓對談方式，宣傳「中廣學苑」開設
之「高粱酒」及「清酒」品酒課程，並提供上
課日期、報名電話02-25030800，同時介紹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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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商業資訊，及將
致贈上課學員主持人提供之贈品，以鼓勵聽眾
報名，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業服務宣傳，致
節目未能明顯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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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東廣播
電臺

126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18880號
處分日期：
107/02/12

阿宏club

106/10/02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4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3.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13940號
處分日期：
107/02/13

幸福好時光 106/10/31
違反廣電
10:00~11: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東廣播電臺（頻
率AM1269kHz）106年10月2日0時至2時播送「阿
宏cl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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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鋅和鉻
的餐包（營養餐包）」商品，並說明前揭商品
之名稱、成分、容量、療效、優惠組合、優惠
價格、服用方法、促銷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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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
率FM103.3MHz；同步轉播頻率：苗
栗FM102.9MHz；臺
中FM102.1MHz、107.3MHz；嘉
義FM103.1MHz；高雄FM103.3MHz；宜
蘭FM102.1MHz；花
蓮FM102.1MHz、103.3MHz；臺
東FM102.1MHz；金
門FM96.3MHz）106年10月31日10時至11時播
送「幸福好時光」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
述及與來賓對談方式，宣傳「中廣學苑」開設
之「健康百歲醫學院」、「說話課」及「泰式

罰鍰
NT$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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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等課程，提供上課日期、報名電
話02-25030800，並介紹上課師資、課程內容等
商業資訊，及以提供個人「懸賞」、「中廣好
物市集」將致贈學員贈品、宣稱課程所餘名額
有限等方式，鼓勵聽眾報名，係以節目形式為
特定商業服務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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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陽光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9.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33260號
處分日期：
107/02/21

宗教論壇

106/10/24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陽光廣播電臺（頻
率FM99.1MHz）106年10月24日22時至24時播送
之「宗教論壇」節目，主持人以口述及民眾叩
應對話之方式，順勢推介「重陽延壽法會」服
務及「萬能霜、眼睛藥」等商品，詳細說明前
揭服務及產品之價格、療(功)效、贈品（觀世
音佛祖法像項鍊）、重陽敬老贈送活動（產品
買滿2,000元送萬能霜、滿3,000元送固鈣寶營
養素、滿5,000元送固鈣寶營養素及金線蓮養生
茶、滿1萬元送10人份電子鍋）、服用方法、服
務處地址及02-89881439報名服務電話等商業資
訊，以宣傳及推介特定服務或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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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區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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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國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81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21130號
處分日期：
107/02/22

茉莉家族

106/10/23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國聲廣播電臺（頻
率AM810KHz）106年10月23日0時至2時播送
之「茉莉家族」節目，主持人以口述、訪談及
接聽叩應等方式，順勢推介「魚油」產品，說
明該商品之功效、特色、價錢、優惠活動等商
業資訊，並提供服務電話，係以節目形式明顯

罰鍰
NT$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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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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89.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95540號
處分日期：
107/05/04

博古通今

107/02/21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8

宜蘭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1670號
處分日期：
107/05/10

晚安一路發 106/12/18
違反廣電
20:00~2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人生廣播電臺（頻
率FM89.5MHz）107年2月21日10時至12時播
送「博古通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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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雙寶
精華錠」商品之名稱、療效、贈品(養身茶、伊
達康)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鋪陳、促銷，且節目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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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之聲廣播電臺（頻率FM
90.7MHz）於106年12月18日20時至22時播
送「晚安一路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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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言
論：健誠在節目中所推薦優良產品，不了解不
詳細，想要詢問，健誠公司的藥師群為您服務
解惑；我現在和他接洽，這是最新的東西；最
新的東西都在我這兒，他會找全台灣省最會廣
告的，我算最棒。含具指涉性產品之訂購與其
成本價格、功效及使用方式等相關商業訊息之
叩應對話:藥：聽眾：「揉香蕉的，老師你有去
公司嗎？我叔叔要吃，我有介紹，有效嗎？我
叔叔叫我問你」主持人:有。明天會到，無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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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有那麼多人買？」。咖啡：聽眾：「陳先
生你好，我叫你幫我寄東西來，寄6包咖
啡。」主持人：「什麼咖啡？」聽眾：「用泡
的咖啡。」主持人：「咖啡用寄的不划算，你
如果有來廟內拜拜，再買就好了。」眼藥
水：主持人：「要看啦，不然太貴了，?法
子，1公斤10萬元……滴下去馬上好，不是滴眼
睛，是滴口中，舌下吸收，從腦部去，從眼睛
進去，有黑影或雙影，你滴進去，眼睛閉一下
子再打開，好像玻璃霧霧一下子擦的亮晶
晶，很厲害。」聽眾：「有這種東西？」主持
人：「最新的東西都在我這兒……」藥膏：聽
眾：「上週四有叫你幫我寄來
金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2.1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1910號
處分日期：
107/05/10

心情加油站 106/11/29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聲廣播電臺（頻
率FM92.1MHz）於106年11月29日18時至19時播
送「心情加油站」節目，推介與宣傳特定商
品，提及以下商業訊息，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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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價格與優
惠：1個月900元，3個月2,700元，扣掉運費優
待你2,500元……6個月4,500元，1個月多
少？750元。促銷言論：產品開放讓人試用無效
可以退錢；電臺產品不放心，這有美國FDA認
證……有臺灣TFDA認證。服務電
話：0800-055099。廣告時段結束回到節目現場
時，未依規定播報節目名稱。

10 金台灣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2400號
處分日期：
107/05/21

阿宏俱樂部 107/02/12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台灣廣播電臺（屏東地
區，頻率FM88.9MHz）107年2月12日0時至2時播
送之「阿宏俱樂部」節目，主持人藉由訪問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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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及與民眾叩應訂購產品之方式，順勢推
介「酵素 (六年的酵素)」特定產品，整體節目
內容介紹商品名稱、療效、贈品(發財金紅包或
寶靈膏)、服用方法、包裝、優惠價格及服務電
話等商業資訊，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促銷，以吸引聽眾叩應購買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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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9,000

11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12460號
處分日期：
107/05/21

無所不談

107/03/20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107年3月20日22時至24時播
送「無所不談」節目中，主持人以口述介紹及
與聽友叩應訂購產品方式，順勢推介「瑪
卡、勇士錠、阿呂米、西藏紅花、殺菌除
臭、拉拉麵、鈣鎂靈、諾麗酵素、諾麗粉、樹
葡萄、薑黃、白?菜、血紅素、咖啡、一道彩
虹、丹參、蜂膠、美國魔髮、法蘭絨懶人被及
枕頭套、抹肚臍、聽得好、營養素、玻尿
酸、天山雪蓮、泡腳的、懶人毯、青春媽
寶、橄欖油、黑蒜頭、蔭鼓、礦物土及酸
風」等商品，並說明前揭商品之名
稱、療(功)效、成分、優惠價格、聽友見
證、訂貨、各地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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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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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華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122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201090號
處分日期：
107/05/29

青春好歌
聲-藝甯俱
樂部

107/03/20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聲廣播電臺（頻
率AM1224kHz）107年3月20日18時至20時播
送「青春好歌聲-藝甯俱樂部」節目中，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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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述推介「洗面乳、青春露、EGF精華液、緊
實霜、美麗王、阿固力、大豆異黃酮、護麗寶
膠囊(健康美麗九合一)及梅糖酸」等商品，並
詳細說明前揭商品之名稱、成分、療效、優惠
價格、服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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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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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9,000

13 財團法人真善美
廣播事業基金會

89.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67270號
處分日期：
107/09/03

早安美之晨 107/05/26
違反廣電
06:00~07:00 法-節目異
動未事先送
核備

受處分人所經營之真善美廣播電臺於5月26日
及6月2日6時至7時，未經本會許可即播送飛碟
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股市羅賓漢、金融曼
哈頓」，致節目播出內容與節目表不符，已違
反旨揭規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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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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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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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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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單位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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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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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警告 NT$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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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宜蘭廣播
電臺

1062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59630號
處分日期：
10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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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經營之宜蘭廣播電臺（宜蘭地區，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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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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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17 燕聲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1044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66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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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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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法第33條規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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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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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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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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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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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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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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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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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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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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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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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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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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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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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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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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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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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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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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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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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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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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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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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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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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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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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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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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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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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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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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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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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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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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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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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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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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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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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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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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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民本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

罰鍰： 10 件

855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2870號
處分日期：
107/11/20

警告： 25 件

無所不談

撤銷：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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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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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金額：NT$246,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