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台長 電話 傳真 地址/網址

台北市松江路375號10樓 

http://www.bcc.com.tw/ 

台灣廣播電台 陳振欽 (04)2265-3366 (04)2265-3399 台中市忠明南路758號35樓

台南廣播電台 傅素絹 (06)298-8560 (06)298-8244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248號19樓~5

高雄廣播電台 傅素絹兼任 (07)332-2889 (07)332-4538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4樓~1

嘉義廣播電台 傅素絹兼任 (05)227-2190 (05)223-5310 嘉義市吳鳳南路121號 

花蓮廣播電台 陳秀卿 (038)322-115 (038)344-005 花蓮市水源街25號

台東廣播電台 陳秀卿兼任 (089)322-074 (089)324-910 台東市桂林北路52巷23號

宜蘭廣播電台 張湘蓉 (039)382-173 (039)383-293 宜蘭縣壯圍鄉古結路8號

新竹廣播電台 陳振欽兼任 (035)689-798 (035)688-723 新竹縣新豐鄉青埔村青埔仔125之1號

苗栗廣播電台 陳振欽兼任 (037)320-404 (037)337-224 苗栗市高苗里中山路1008巷78號

台北市廣州街17號
http://www.prs.gov.tw/

台中台 周玉玫 (04)2251-1911 (04)2254-4415 台中市博愛街 99號

高雄台 林志誠 (07)359-0000 (07)349-2123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455號

新竹台 林  琳 (03)550-0301   (03)550-3065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1-1號

台南台 林永沛 (06)571-5428 (06)571-5427 台南縣麻豆鎮南勢里85-21號

花蓮台 林秋綿 (038)228-801 (038)234-100 花蓮市府前路21-2號

宜蘭台 王碧華  (03)928-1116 (039)284-012 宜蘭市中山路5段48號

飛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張小燕 (02)2363-6600 (02)2369-9650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2號 25F

財團法人台東知本廣播事業基金 錢亞蓀 (089)351376 (089)351366 台東市新生里20鄰四維路3段59巷8號12樓之10

財團法人民生展望廣播事業基金 張東洋 (05)7830391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37之24號14樓

財團法人真善美廣播事業基金會 梁家樸 (04)24624775 (04)24624774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950號15樓之2

財團法人北宜產業廣播事業基金 陳泉旺 (03)9382650 (03)9380980 宜蘭市嵐峰路一段148號4樓

財團法人太魯閣之音廣播事業基 董事長-畢元釗 (038)359-321 (038)359-320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12號9樓之1

財團法人澎湖社區廣播事業基金 劉銘龍 (06)9270802 (06)9270765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2之1號6樓之2

財團法人中港溪廣播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錢復蓀 (037)471-495 (037)471-514 苗栗縣竹南鎮文林街47號16樓之1

南台灣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進興 (07)535-1749 (07)535-1750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38號38樓之1

HITFM聯播網

台北之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蔡詩萍 (02)2395-7255 (02)2394-7855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之1號10樓

中台灣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柯俊任 (04)2358-4451  (04)2358-4478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3段123號21樓之2A

高屏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王苹安 (07)333-8586 (07)333-2028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號35樓之2

台灣廣播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2號9樓
http://www.taiwanradio.com.tw/home1.htm

台北台 陳柏菁 (02)2369-3319 (02)2368-5182 台北市水源路87號4樓

新竹廣播電台 馬維楓 (03)522-3046 (03)522-6306 新竹市高峰路506巷2號

台中廣播電台 廖述明 (04)2560-4486 (04)2560-4489 台中縣大雅鄉橫山村永和路六甲巷1-6號

中興廣播電台 孫正明 (049)233-3319 (049)231-3472 南投縣加老東路115巷29號

正聲廣播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1號7樓

http://www.csbc.com.tw/

台中台 蔡梓貞 (04)2487-3103~4 (04)2486-0133 台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二段760號

嘉義廣播電台 戎藩國 (05)222-4900 (05)228-2570 嘉義市垂楊路17號

雲林廣播電台 翁傳王 (05)632-2055 (05)633-5278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16巷32號3樓

高雄廣播電台 張正國 (07)731-6025 (07)732-2468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38號

台東廣播電台 張正義 (089)322-644 (089)340-871 台東市新生路380巷21號

宜蘭廣播電台 王雁台 (03)932-2414 (03)932-2307 宜蘭市建軍路45號

漢聲廣播電台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3號5樓

http://www.voh.com.tw/

台中台 李永華 (04)2213-4595 (04)2212-9243 台中市振興路178號

台南台 陳怡玲 (06)312-4660 (06)313-4594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路139號

花蓮台 湯進川 (038)324-582 (038)347-482 花蓮市中正路643號

(02)2321-5191 台北總台 龍之龍

董事長-馬長生

(02)2501-9688 (02)2515-4958台北總台 董事長: 趙少康

廣播電台媒體一覽表廣播電台媒體一覽表廣播電台媒體一覽表廣播電台媒體一覽表

中國廣播電台

台北總台 總台長-沈伯陽 (02)2388-8099  (02)2389-0656 

警察廣播電台

(02)2351-8001

(02)2314-4882

飛碟聯播網

 (02)2361-7231 

(02)2321-6155 

(02)2311-3178總經理-李永貴正聲廣播公司

台灣廣播公司台北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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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台 何萬傑 (07)5870-559 (07)581-2160 高雄市左營區明德新村40號

澎湖台 王東周 (06)927-7100 (06)926-4725 澎湖縣馬公市復國路莒光營區

復興廣播電台

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80巷5號

http://www.fhbs.com.tw/tc/home.php

台中台 (轉播站) 無 (04)2389-3683 (04)2382-4523 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中台路81號

高雄台 (轉播站) 無 (07)370-2540 (07)370-661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19號

教育廣播電台

台北總台 陳克允 (02)2388-0600 02) 2389-3126  台北市南海路41號

彰化分台 張明陽 (04)726-3070 (04)2724-8124 彰化市虎崗路5-1號

高雄分台 成志雄 (07)715-0800 (07)711-0032 高雄市廣東三街380號

花蓮分台 孫承珍 (03)822-5625 (03)8225-771 花蓮市東興路457號

台東分台 林武英 (089)324-110 (089)328-690 台東市馬亨亨大道 135號

大眾聯播網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號34樓 -2

http://www.kiss.com.tw/

南投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文貞 (04)2260-9997 (04)2260-9977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60號37樓A1

城市廣播網

財團法人台北健康廣播電台 蕭文龍 (02)2898-6901 (02)2898-4901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 13 號 10 樓之一

大苗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蘇明傳 (037)270-776 (037)270-745 苗栗縣苗栗市站前 1 號 16 樓之 3 

城市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袁志業 (04)2266-9888 (04)2265-3981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58號28樓

台南知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陳大俊 (06)311-6999 (06)313-8124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之119號18 樓

好事聯播網

總經理-倪蓓蓓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08號6樓

負責人-孫國祥 http://www.bestradio.com.tw/989/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0號 34樓-1

http://www.bestradio.com.tw/983/

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廣播股份有限 倪茜茜 (04)2238-9903 (04)2238-190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8號8F-2

連花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李鳳玲 (02)66001989 (02)66009895 花蓮市國聯四路65號8樓-3

亞洲聯播網

亞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郭懿堅 (03)220-9207 (03)220-2245
桃園市中平路102號22樓

http://www.asiafm.com.tw

亞太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梁修坤 (03)522-9203 (03)220-8729
新竹市北大路307號15樓之

1http://www.asiafm.com.tw

飛揚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郭懿堅 (03)220-9207 (03)220-2245
桃園市中平路102號22樓

http://www.flyradio.com.tw

快樂聯播網

全景社區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和雄 (02)2377-8600 (02)2378-180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33號9樓

望春風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淑宜 (04)2261-2266 (04)2263-0399 台中市忠明南路789號38樓-1

高雄市苓雅區苓安路70號1樓

http://www.happyradio.com.tw/

歡樂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蔣孝泉 (03)833-7000 (03)834-4347 花蓮市林森路196號3樓之2

嘉樂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馬瑞卿 (05)275-4020 (05)275-4010 嘉義市小雅路193號16樓之1

澎湖事業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周中建 (07)353-0827 (07)921-8397 澎湖縣馬光市光復路187號2樓

澎湖風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光文 (06)921-8111 (06)921-8397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1之204號1樓

寶島聯播網

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3號2樓之1

http://www.superfm98-5.com.tw/

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7)715-5000 (07)715-6660 高雄市輔仁路一五五號十六樓之二 

蘋果線上

青春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劉福松 (06)280-8987 (06)280-6780 台南市臨安路二段53號15-2

正港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童佳容 (05)231-1989 (05)231-8633 嘉義市德明路73號4樓2

青春線上

陽光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吳仁春 (07)566-6855 (07)566-6856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21樓之7

指南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鄭勝輝 (06)280-6815 (06)280-6780 台南市臨安路二段53號15-2

愛樂聯播網

(02)2579-0000 (02)2579-2985

(02)2880-5370姚祖德 (02)2882-3450

人人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07)336-5888 (07)338-0999

台北總台

(07)535-6000 (07)332-7069

(02)66009895

(07)392-9983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袁韻婕

港都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倪蓓蓓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周秉國

快樂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380-4224

(02)66001989

董事長-蔡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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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東興路47號7樓

http://www.e-classical.com.tw/

大新竹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駱素珍 (03)553-9007 (03)553-8807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9號8樓

台北流行音樂電台 李維國 (02)8780-0917 (02)8786-0917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10號17樓

董事長-張安平 台北縣新莊市中山路一段107號19樓之5

總經理-白健文 http://www.icrt.com.tw/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2號25樓 之一

http://www.news98.com.tw/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四段97號14樓之1

http://www.greenpeace.com.tw/

環宇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劉鎮崇

總經理-洪家駿
(03)543-9977 (03)543-7299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675號6樓之3

http://www.turc967.com.tw/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83號9樓

http://www.superfm99-1.com.tw/

台中市西區台中港路一段345號21樓

http://www.lucky7.com.tw/ 

台中市中港路二段1-18號8樓

http://www.mradio.com.tw/

台中市忠明南路789號37樓

http://www.family977.com.tw/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62-2號4樓

http://www.radio.taipei.gov.tw/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90號

http://www.kbs.gov.tw/index001.htm

(07)841-5061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二路5號

(07)821-0293 http://www.frs.gov.tw/index.asp

彰化市溫泉路35號

http://www.ksbc.com.tw/

董事長-高惠宇 台北市北安路55號

總台長-汪誕平 www.rti.org.tw

民本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呂美珠 (02)2301-3195 (02)2303-4701 台北市環河南路三段325號6樓

天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楊春喜 (02)2341-5991 (02)2397-2488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31號

華聲廣播公司 張錦雲 (02)2831-5127 (02)2833-6458 台北市士林區華聲街18號

董事長-李明鷺

黃玉忠

先聲廣播公司 馮俊華 (03)332-2585 (03)336-1850 桃園市中山路505號16樓之1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285號

http://www.taconet.com.tw/ts1314

台中市光復路134號

http://www.864.com.tw/

建國廣播公司 周世博 (06)632-3116 (06)6355138 台南縣新營市建國路78號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22號

http://www.victory-radio.com.tw/

高雄市九如二路492號

http://www.fengmin.com.tw/

成功廣播公司 董事總經理-陳全斌(07)231-1118 (07)272-2847 高雄市中華三路63號

民立廣播公司 張柏榔 (08)723-1919 (08)810-9036 屏東市民生路57-20號

燕聲廣播公司 吳明珠 (038)537-641 (038)537-640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南濱路一段31號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75號

http://yishih.ehosting.com.tw/

基隆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王東隆 (02)2428-3321 (02)2428-2246 台北縣基隆市忠四路13號12樓

台南市中華東路二段77號十五樓之一

http://www.fm1025.com.tw/

  (04)2202-5000

台北愛樂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平

台長-夏迪
 (02)8768-3399 (02)8768-3397

(04)2263-6433

(04)2323-1199

台灣全民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NEWS98)
孫偉鳴 (02)8369-2698

台中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調頻

電台
(04)2323-2233

(02)8369-2399

全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林俊杰

好家庭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高   鈺 (04)2261-3000

(04)2323-5656

(02)8522-7077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 (02)8522-7733

董事長-劉專真

董事長-賴靜嫻

(04)2329-9599

綠色和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徐國勇

台長-陳德利
(02) 2973-0409 (02)8973-2231

(04)2202-3000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7)532-1759

台北廣播電台 邱逢新 (02)2595-1233 (02)2592-2588

台北縣三重市河邊北街236號6F

高雄廣播電台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02)2885-6168 (02)2885-2315

謝書賢 (07)531-7183-5

中華廣播公司 (02)2972-8888 (02)2977-016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台灣區

漁業廣播電台
陳茂本 (07)811-9161

國聲廣播公司 朱世雲 (04)7288-105 (04)723-4246

勝利之聲廣播公司 總經理-李明威 (06)215-7524 (06)215-7529

(06)289-6958

台南市林森路一段149號15樓之11

天聲廣播公司 侯明和 (037)622-744 (037)627-677

中聲廣播公司 陳飛鶯 (04)2222-3436 (04)2223-8948

益世廣播公司 蔡征一 (02)2451-1458 (02)2451-5180

古都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白汐榮 (06)289-6333

張永昇 (06)238-1262 (06)283-1264

鳳鳴廣播公司 負責人-楊秀鳳 (07)312-6133 (07)322-0971

財團法人中國無線電協進會電聲

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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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中興路55號

http://www.etaiwanfm.tw/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一段859號9樓

http://www.tbcradio.com.tw/

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234號10F

http://www.fm995.com.tw/index.html

新竹市建中一路37號19樓之一

http://www.ss-radio.com.tw/

台中市五權路1-67號7樓之1

http://www.fm987.com.tw/

蘭陽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河山 (039)656-633 (039)658-227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三段217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2樓

http://www.am1368.com.tw/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 25樓

http://tw.club.yahoo.com/clubs/KER/

雲嘉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翁浩南 (05)2750-051 (05)2761-933
嘉義市民權路52號7樓

http://www.fm933.com.tw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89-3號12樓

http://www.super971.com.tw/

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二段850號

http://www.fm937.com.tw

新客家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美玉 (03)492-8625 (03)492-8642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411號16樓之1

台東縣蘭嶼鄉紅頭村漁人147號

http://www.lanan.org.tw/radeo.htm

桃園市中平路98號17樓~2

http://www.nbc915.com.tw/

人生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蔡    啟 (06)656-9511 (06)656-9513 台南縣新營市民治路78-16號

台東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詹敏 (089)320-016 (089)347-530 台東縣台東市四維路三段11號15樓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10樓

http://www.goodnews.org.tw/index.php

愛鄉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榮春 (06)583-1426 (06)583-1422 台南縣善化鎮民生路267號

西瀛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義瑞 (06)926-5531 (06)926-5539 澎湖縣中華路61-2號1F

新營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張田黨 (06)656-8605 (06)657-0623 台南縣新營市復興路301號17樓之6

南都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張忠武 (06)208-6575 (06)208-6576 台南市小東路246號24樓之1

嘉雲工商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黃天星 (05)275-6630 (05)275-6639 嘉義市日新街195號21樓之2

關懷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洪嘉穗 (04)728-9595 (04)725-9013 彰化市大智路5巷1號

台南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林天得 (06)312-2481 (06)313-2490 台南縣永康市小東路689之98號19樓 A2

下港之聲放送頭廣播股份有限公 陳弘越 (07)226-7777 (07)226-6999 高雄市新興區德順街11號

民生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廖瑞聞 (07)332-1101 (07)332-1102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6樓

台南市林森路一段149號20樓之8

http://www.fm911.com.tw/

淡水河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朝清 (02)8253-1288 (02)8253-1268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段289號34樓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二段11巷9號8樓

http://www.hclabor.com.tw/

(03)326-6161 

(03)357-2770

宜蘭鄉親熱線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總經理-黃政文 (03)930-5552 (03)930-7661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路５號

金台灣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天賜 (07)385-1889 (07)381-0910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1-8號5樓

山城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孫玉珍

台長-黃清助
(049)223-9169 (049)220-0269 南投市南陽路343之13號13樓

中部調頻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長-劉大煒 (04)756-7005 (04)756-7381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9之9號9樓

新雲林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 林芳文 (05)596-6451 (05)596-0538 雲林縣斗南鎮建國二路155號9樓之5

竹塹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洪維謙 (035)208-878 (035)522-3559 新竹市東香里新香街350號8樓

財團法人台北勞工教育電台基金 負責人-吳慎宜 (02)2392-1055 (02)2395-8056 台北市北平東路24號7樓之6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二段318巷32弄23號11樓之3

聯絡地址：新竹縣竹東鎮學府路29號

草嶺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寶玉 (05)537-6897 (05)532-8722 雲林縣斗六市大智街33號1樓

(05)633-8603

桃園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莊秋昭 (03)451-5636 (03)451-5852

神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龍平國 (05)632-3469

東台灣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莊益呈 (03)8224-816 (038)224-822

新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吳南杰 (035)728-828 (035)728-659

宜蘭之聲中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蕭秀碧

台長-余玫
(039)514-675 (039)514-853

省都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徐緒珍 (049)2306-688 (049)2306-689

金禧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徐昌齡 (07)346-1887 (07)346-1995

金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莊宏裕 (07)226-5699 (07)226-7768

財團法人 佳音廣播電台 呂思瑜 (02)2369-9050 (02)2362-7816

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世博 (04)2371-2988 (04)2371-2999

府城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康銀壽 (06)238-3738 (06)238-1941

財團法人蘭嶼廣播電台 丁紹慶 (089)732-073 (089)732-269

美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洪春健 (03)220-9747 (03)220-3778

桃園市中正路1247號21樓

新竹勞工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韓錦山 (03)594-0911 (03)594-0143

鄉親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黃淑瑛 (03)357-6878 

新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千娥

台長-林本長
(035)831-157 (035)583-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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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溪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王秋菊 (05)633-9962 (05)633-9819 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250號10樓

蘭潭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陳素卿 (05)281-5182 (05)281-5183 嘉義市德明路73號19樓之2

北部調頻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于  穎 (02)2424-7799 (02)2424-6622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22號15樓之3

北回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林忠德 (05)371-6149 (05)371-6343 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後潭188之28號7樓之2

董事長-陳德川

陳順平

(03)496-1489 

(02)2562-6680

大武山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蔡福生 (08)875-6450 (07)226-6999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山路361號15樓

屏東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李崑富 (08)736-2999 (08)737-1515 屏東市建興南路14號16樓之4

宜蘭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讚益 (039)330-608 (039)332-727 宜蘭市宜中路79巷7號12樓

潮州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介旭 (08)789-3050 (08)789-0398 屏東縣潮州鎮福康街19號11樓之2

南屏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洪翠蓮 (08)766-5030 (07)742-5430 屏東市中山路187號11樓

花蓮希望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張鎮堃 (038)320-463 (038)320-462 花蓮市花崗街42巷1之5號6樓之1

嘉南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憶樺 (06)282-7919 (06)282-5919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271號8樓之1

葉鴻洲 花蓮市中正路446號5樓

董長事-董椿霳 http://www.h2ocity.com/live/

曾文溪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賴嘉仕 (06)581-0107 (06)581-0094 台南縣善化鎮大信路65號11樓

林玉珊

董事長-江冠達

嘉義市大雅路一段209號10樓之1

http://kagi913.com.tw/

曾麗珍

董事長-黃仁貴

太平洋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王麗珠 (039)612-899 (039)961-2897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571號21樓

財團法人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台 彭來玉 (037)363-171 (037)353-639 苗栗市水源里陽明山莊141號3樓

鄉土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王偉 (07)536-1780 (07)536-1820 高雄市民權二路378號21樓之3

金馬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偉 (082)322-121 重設中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一段240巷11號

大地之聲廣播電台籌備處 陳亭君 (06)921-7397 (06)259-0162 澎湖縣湖西鄉城北村10號

天天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張信雄 (04)2265-8999 (04)2265-8188 台中市忠明南路760號42樓

凱旋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石堃瑟 (06)203-7979 (06)203-1979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425號21樓之2

(039)956-0096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168號13樓

(039)557-899 聯絡地址: 宜蘭縣蘇澳鎮漁港路83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1號17樓之2

http://www.formosahakka.org.tw/

董事長-張金松

台長 - 陳易美

董事長-張孝威 (03)516-3975 (03)516-3191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87號11樓之2

台長 - 楚雲 (02)2772-5975轉10 (02)2781-0358 http://www.ic975.com/main.php

歡喜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陳平 (04)2319-6768 (04)2319-8578 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242號6樓之1

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242號4樓之3

http://www.sunny891.com.tw/

台中縣豐原市中山路226號3樓

聯絡地址：台中縣圓環北路二段143號17樓之2

高屏溪客家與原住民母語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倪必超 (07)6529506 (07)651-0383 高雄縣大樹鄉九曲村九大路161號17樓

大寶桑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溫明鴻 (089)223-666 台東市連航路83號

天鳴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王文雄 (037)595402 (037)550-268 苗栗縣竹南鎮環市路一段138 巷2弄6-7號16樓頂

東方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楊碧村 (03)956-0077 (03)953-2828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168號13樓

馬袓市南竿鄉牛背嶺公視轉播站

GENIE_HIWAY@yahoo.com.tw

紫色姐妹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梁瓊丹 (05)632-8676 (05)631-0037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1段416巷34號4樓

嘉義環球調頻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陳忠勇 (05)2593800 (05)259-2233 嘉義縣番路鄉江西村平烟25號19樓-1

噶瑪蘭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陳鼎鈞 (03)965-4979 (03)965-8979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3段175巷36號2樓

貓貍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劉秀梅 (037)370-178 (037)370-318 苗栗市南勢里大坪營88號

桃園縣楊梅鎮青山五街21號10樓之15、16

自由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6)249-3769 (06)249-3768 台南縣仁德鄉後璧村德善路251巷7弄6號8樓之4

大溪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蔡臺萍 (03)496-1450

(05)277-8408

苗栗正義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37)860-777 (037)860-447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162-2號13樓

後山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3)832-2333 (03)832-2321

中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039)558-899 (039)956-0096

苗栗縣苑裡鎮博愛路5號

冬山河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江春福 (039)565-566

(02)2365-9143

大漢之音調頻廣播電台股份有限

公司
(037)667-971 (037)681-817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鍾慧文 (02)2365-7202

嘉義之音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田安豐 (05)277-8632

苗栗縣頭份鎮信東路一之一號

竹科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馬祖生活資訊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朱淑華 (08)362-6985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12樓之7A棟

(04)2329-5891太陽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溫翠琴

(04)2515-5878

青山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傅振輝 (04)2310-9611 (04)2310-4611

(04)2328-3689

全球通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張忠鵬 (04)2515-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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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聲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寶仁 (037)361-133 (037)371-133 苗栗市金鳳街57號

豐蓮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賴素月 (038)462-901 (038)462-902 花蓮市富強路22號7樓之1

羅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陳筱屏 (039)546-767 (039)547-878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號2樓

台灣聲音廣播電台籌備處 洪金祿 (02)25371489 (02)2537-2286 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76號9樓

領袖廣播電台籌備處 黃錦瑭 (06)336-1937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21樓之6

蘭友廣播電台籌備處 林朝煌 (02)2577-9998 (06)238-1941

東民廣播電台籌備處 李玫如 (089)236-046 台東市興盛路21號

花蓮客家廣播電台籌備處 蔡平陽 (038)571-980 (038)577-069 花蓮市富祥街213號

蓮友廣播電台籌備處 宋友宜 (02)2974-0677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4段244巷27號4樓

太武之春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林奎佑 (06)238-3183 (06)236-2678 台南市北區長勝路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