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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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1~108/04/30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1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6370號
處分日期：
108/04/22

克林俱樂部 107/09/26
違反廣電
19: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樹下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7年9月26日19時至20時播
送「克林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推介與宣
傳「鈣好」、「杉林溪的青茶」、「合作社的
比賽茶」及「茶仔油」等特定商品，詳細說明
前揭商品之價格、使用方式、效用、促銷言論
與服務電話0800-889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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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0.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6790號
處分日期：
108/04/22

滿面春風

罰鍰 NT$9,0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樹下廣播電臺（頻
率FM90.5MHz）108年1月24日10時至12時播
送「滿面春風」節目，主持人推介與宣傳「冬
蟲夏草」、「活力鈣」、「奈米珍珠粉」、
「UC2」及「糖博士」等特定商品，詳細說明前
揭商品之價格、使用方式、效用、成分、優
惠、專利與實驗、促銷言論與服務電
話0800-225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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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山城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77930號
處分日期：
108/04/24

春夏秋冬知 108/02/05
違反廣電
足輕鬆感恩 02:00~05:00 法-節目未
廣播網
與廣告明顯
分開

108/01/24
違反廣電
10:00~1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山城廣播電臺（頻
率FM90.7MHz）108年2月5日2時至5時播送
之「春夏秋冬知足輕鬆感恩廣播網」節目，主
持人宣播服務電話0800-889-953，鼓勵聽眾撥
打購買商品，且購滿一定金額即可獲贈「紅
包」(每滿2,000元即贈送200元)、「壓煞平安
秘符」，與立法院副院長提供之「一元紅
包」(錢母)，並公開接受聽眾call in訂購「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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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好眼力」、「補骨精丸」、「腎氣
丸」、「補骨精水」、「婦寶丸」等商品，及
提供價格等商業資訊，內容鼓勵聽眾消費，廣
告意涵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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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65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7947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放送頭俱樂 107/12/23
違反廣電
部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臺中地區，頻
率AM657kHz）107年12月23日14時至16時播送
之「放送頭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提
及今天最好康，藉由贈品(西華免火再煮鍋)數
量有限，多次提供服務電話 (0800710123)促
銷，以贈品吸引聽眾購買商品，且服務聽友現
場叩應訂購商品，亦告知聽友訂購商品之價
格(1組3,5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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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正聲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廣播
電臺

657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7995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感情休息站 107/12/20
違反廣電
22:00~23: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中廣播電臺（臺中地區，頻 警告 NT$0
率AM657kHz）107年12月20日22時至23時播送
之「感情休息站」節目，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
藉由口述介紹方式推介「6號讓你明葉黃素
及10號滿意Q10」等商品，並說明前揭部分商品
之名稱、療效、成分、服務電話及贈品(龍頭龜
身招財開運大利器-龍龜手鍊、紅寶石收音
機、生命能量手錶、大薑母、竹炭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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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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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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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8/04/01~108/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警告 NT$0

6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97.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276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伍參俱樂部 108/02/05
違反廣電
02:00~0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靉友廣播電臺（頻
率FM97.3MHz）108年2月5日2時至5時播送
之「伍參俱樂部」節目，主持人宣播服務電
話0800-889-953，鼓勵聽眾撥打購買商品，且
購滿一定金額即可獲贈「紅包」(每滿2,000元
即贈送200元)、「壓煞平安秘符」，與立法院
副院長提供之「一元紅包」(錢母)，並公開接
受聽眾call in訂購「速通」、「好眼力」、
「補骨精丸」、「腎氣丸」、「補骨精水」、
「婦寶丸」等商品，及提供價格、療(功)效等
商業資訊，內容鼓勵聽眾消費，廣告意涵明
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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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

63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707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春夏秋冬知 108/02/07
違反廣電
足輕鬆感恩 02:00~05:00 法-節目未
廣播網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興廣播電臺（頻
率AM630kHz）108年2月7日2時至5時播送「春夏
秋冬知足輕鬆感恩廣播網」節目，主持人五三
於節目中，藉由Call-in方式接受聽眾電話訂
購「速通、補骨精丸、好眼力、腎氣丸、糖解
解糖茶」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名稱、價
格、療效及服用方法，買2千送紅包2百、買6千
送紅包6百、買1萬送紅包1千、買12,000元送紅
包1,200元及服務電話0800-889953等商業資
訊，係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致有
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未能明顯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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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

63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709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春夏秋冬知 108/03/01
違反廣電
足輕鬆感恩 02:00~05:00 法-節目未
廣播網」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興廣播電臺（頻
率AM630kHz）108年3月1日2時至5時播送「春夏
秋冬知足輕鬆感恩廣播網」節目，主持人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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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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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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節目中，藉由Call-in方式接受聽眾電話訂
購「補骨精膠囊、速通、腎氣丸、鈣好五骨
精、寧嗽散」等商品，說明前揭商品之名
稱、價格、贈品、服用方法及服務電
話0800-889953等商業資訊，並與廣告互相搭
配，明顯節目與廣告未區隔，係節目形式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致有電臺所播送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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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

10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630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18756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春夏秋冬知 108/02/06
違反廣電
足輕鬆感恩 02:00~05:00 法-節目未
廣播網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興廣播電臺（頻
率AM630kHz）108年2月6日2時至5時播送「春夏
秋冬知足輕鬆感恩廣播網」節目，主持人五三
於節目中，藉由Call-in方式接受聽眾電話訂
購「速通、補骨精、腎氣丸、寧嗽散」等商
品，說明前揭商品之名稱、價格、買2千送紅
包2百、買6千送6百、買1萬送1千及臺中服務電
話04-22427553等商業資訊，係節目形式明顯為
特定商品宣傳及服務，致有電臺所播送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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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1228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伍參俱樂部 108/02/06
違反廣電
02:00~05: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靉友廣播電臺（頻
率97.3MHz）108年2月6日2時至5時播送之「伍
參俱樂部」節目，主持人宣播服務電
話0800-889-953，鼓勵聽眾撥打購買商品，且
購滿一定金額即可獲得「紅包」(每滿2,000元
即贈送200元)及「壓煞平安秘符」等優惠與贈
品，並公開接受聽眾call in訂購「速通」、
「好眼力」、「腎氣丸」、「補骨精水」、
「婦寶丸」、「寧嗽散」及「新一代養肝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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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等商品，及提供價格、療(功)效等商業資
訊，內容鼓勵聽眾消費，廣告意涵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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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罰鍰： 2 件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12290號
處分日期：
108/04/30

警告： 9 件

春夏秋冬知 108/02/06
違反廣電
足輕鬆感恩 02:00~05:00 法-節目未
廣播網
與廣告明顯
分開

撤銷： 0 件

受處分人經營之山城廣播電臺（頻
率FM90.7MHz）108年2月6日2時至5時播送
之「春夏秋冬知足輕鬆感恩廣播網」節目，主
持人宣播服務電話0800-889-953，鼓勵聽眾撥
打購買商品，且購滿一定金額即可獲得「紅
包」(每滿2,000元即贈送200元)及「壓煞平安
秘符」等優惠與贈品，並公開接受聽眾call
in訂購「速通」、「好眼力」、「腎氣丸」、
「補骨精水」、「婦寶丸」、「寧嗽
散」及「新一代養肝丸」等商品，及提供價
格、療(功)效等商業資訊，內容鼓勵聽眾消
費，廣告意涵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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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元

警告 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