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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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1~108/12/31

受處分單位

頻率

違法事實

1

金台灣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88.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37840號
處分日期：
108/01/04

無所不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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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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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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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3
違反廣電
18:00~19:00 法-節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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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金台灣廣播電臺（屏東地
區，頻率FM88.9MHz）107年8月23日18時至19時 NT$12,000
播送之「無所不談」節目，節目主持人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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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棗燕、黑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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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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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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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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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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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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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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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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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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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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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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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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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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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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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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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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台灣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中興廣播
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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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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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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靉友之聲調頻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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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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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2 山城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12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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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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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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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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草嶺之聲廣播電
臺股份有限公司

89.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209150號
處分日期：
108/05/01

美人交誼廳 108/01/24
違反廣電
22:00~0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草嶺之聲廣播電臺（雲林地
區，頻率FM89.7MHz）108年1月24日22時至24時
播送之「美人交誼廳」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
推薦「百便通丸（百毒下）、艾利清、喜多納
金盞花葉黃素、喜多納」等特定商品，部分內
容透過介紹上述產品之名稱、療效、見證、服
用方法、優惠組合、服務時間及服務電話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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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部調頻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91.9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207000號
處分日期：
108/05/15

五三俱樂部 108/02/05
違反廣電
02:00~0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部調頻廣播電臺（頻
率FM91.9MHz）108年2月5日02時至04時播
送「五三俱樂部」節目，主持人節目中與聽眾
叩應並接受聽眾訂購商品，以口述介紹之方
式，順勢推介「速通、好眼力、補骨精水、補
骨精丸、腎氣丸、寧嗽散、…」等商品，說明
前揭商品之名稱、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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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及服務電話（0800-889-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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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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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5 大寶桑廣播電台

92.5MHz

通傳內容字第

風中的風吹 108/05/08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頻

警告 NT$0

違反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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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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10800314580號
處分日期：
108/06/19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8/01/01~108/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6:00~17:00 法-廣告超
秒

警告 NT$0
率FM92.5MHz）於108年5月8日16時至17時播
送「風中的風吹」節目，播送總時間為1小
時，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之廣告，惟實際播出時
間為28分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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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嘉義之音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1.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25330號
處分日期：
108/08/28

茉莉家族

108/04/08
違反廣電
06:00~08: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嘉義之音廣播電臺（嘉義地
區，頻率FM91.3MHz）108年4月8日6時至8時播
送之「茉莉家族」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
述及聽眾call in購買方式，順勢推介「膝蓋一
度勇」，說明前揭商品之名稱、療效、成
分、服務電話及促銷活動等商業資訊，係以節
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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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103.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7950號
處分日期：
108/08/29

早安easy
go

108/07/01
違反廣電
05:00~07:00 法-廣告超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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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7月1日5時至7時播
送「早安easy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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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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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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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1~108/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
定。
18 大寶桑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92.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3130號
處分日期：
108/08/30

藝甯俱樂部 108/05/21
違反廣電
18:00~20: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之大寶桑廣播電臺（頻
率FM92.5MHz）108年5月21日18時至20時播
送「藝甯俱樂部」節目，2位主持人以專訪林檢
驗師，並且與聽眾叩應方式順勢推介「粉
光」等特定商品，說明前揭特定商品之效
能、價格及服務電話0800259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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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中國廣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總臺

648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7940號
處分日期：
108/08/30

中小企業通 108/06/18
違反廣電
12:30~2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北總臺（頻率AM648kHz；同
步轉播頻率：新竹AM882kHz；苗
栗AM1413kHz；臺中AM720kHz、埔
里AM1413kHz；嘉義AM1350kHz；臺
南AM1296kHz；高雄：AM864kHz；臺
東AM819kHz；花蓮AM885kHz、1116kHz；宜
蘭：AM630kHz）108年6月18日21時30分至22時
播送之「中小企業通」節目，主持人訪談「生
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藉由受訪者說
明保護膝關節所需營養成分，包括鈣質、膠原
蛋白、葡萄糖胺、軟骨素、薑黃素、益生菌等
功效，順勢鋪陳推介含有上述成分之「腳骨
勇」商品，強調該商品獲得美國及加拿大專
利，並介紹食用方式，且於節目中提供買一盒
再送一個月，及限時30分鐘買兩組再多送一個
月的優惠，同時宣播0800-808-968聽眾諮詢電
話，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節目
內容內容鼓勵聽眾消費，廣告意涵明顯，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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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1~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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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宜蘭鄉親熱線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8250號
處分日期：
108/08/30

健康Radio

108/05/14
違反廣電
14:00~16: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宜蘭地 警告 NT$0
區，頻率FM92.3MHz）108年5月14日10時至12時
播送之「健康Radio」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推介「葉黃素 (眼睛藥)」特定商品，部
分節目內容中介紹特定產品之成分、療效、服
用方法、價格、限量促銷、服務時間及服務電
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係以節
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以吸引聽眾購買
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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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宜蘭鄉親熱線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92.3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8260號
處分日期：
108/08/30

阿宏俱樂部 108/04/09
違反廣電
00:00~02: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宜蘭地 警告 NT$0
區，頻率FM92.3MHz）108年4月9日0時至2時播
送之「阿宏俱樂部」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藉
由口述及聽友叩應見證推介「新好膠囊(活性
碳)、清通寧、銀杏、鹿茸」等特定商品，部分
節目內容中介紹廠商、產品名稱、療效、價
格、贈品(寶美夢洗髮精)、優惠組合、服用方
法、服務電話及聽友見證等商業資訊，宣傳及
推介特定商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
宣傳，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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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

106.5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78970號

大豪時間

受處分人經營之指南廣播電臺（頻
率FM106.5MHz）於108年7月1日12時至14時播

108/07/01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廣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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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日期：
108/08/30

裁處日期：108/01/01~108/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秒

送「大豪時間」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
規定得播出18分鐘之廣告，實際播出時間
為31分7秒，廣告時間超過節目播送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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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23 宜蘭之聲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

90.7M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25880號
處分日期：
108/08/30

心靈快樂出 108/05/13
違反廣電
帆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警告 NT$0
受處分人經營宜蘭之聲廣播電臺（宜蘭地
區，頻率FM90.7MHz）108年5月13日12時至14時
播送之「心靈快樂出帆」節目，主持人藉由口
述推薦「光之水、安達拉水晶」等特定商
品，部分節目內容中介紹產品名稱、容
量、療(功)效、價格、規格、使用方法及服務
電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係以
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以吸引聽眾購
買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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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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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468240號
處分日期：
108/09/02

幸福酸甘甜 108/05/14
違反廣電
12:00~14:00 法-節目未
與廣告明顯
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臺（宜蘭地 警告 NT$0
區，頻率FM92.3MHz）108年5月14日12時至14時
播送之「幸福酸甘甜」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
藉由口述及聽友叩應見證推介「膠原蛋白、自
動拐杖椅、洗澡椅」等特定商品，部分節目內
容中介紹特定產品之療(功)效、價
格、服(使)用方法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宣
傳及推介特定商品，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
商品宣傳，以吸引聽眾購買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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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太陽廣播電台股

89.1MHz

通傳內容字第

大家來約會 108/07/23

受處分人經營之太陽廣播電臺（頻

違反廣電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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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頻率

份有限公司

26 正聲臺北廣播電
臺

罰鍰： 4 件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10800471400號
處分日期：
108/09/02

819kHz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79130號
處分日期：
108/09/06

警告： 22 件

午後兩點

撤銷： 0 件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8/01/01~108/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4:00~16:00 法-廣告超
秒

率FM89.1MHz）於108年7月23日14時至16時播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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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播出時
間為32分34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
上限節目播送總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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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0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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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12,000
率AM819kHz）108年3月26日14時至16時播
送「午後兩點」節目，主持人藉由口述推
薦「小鐵人 (液體鈣)、小神童(魚油)、有機洗
髮精、優固立、提拉抗老精華、優尼士及優康
寧」等特定商品，部分內容透過介紹上述產品
之名稱、成分、療效、價格、服用方法、贈
品(亮麗噴露、口紅、迷迭香洗手乳、面
膜5片980元)、服務處(儷人屋、善仕)及服務電
話等商業資訊，宣傳及推介特定商品及場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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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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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表及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
定。

核處金額：NT$4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