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頁 / 共 8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1/01~100/01/31+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年代網際事業股

東風衛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446390號
處分日期：
100/01/03

生活好自
在

099/08/07
節目廣告化
16:00~17:00

內容略如下：(一)標榜「超級不沾鍋」鍋具之 罰鍰
鍋蓋，另以獨特鑽孔設計，使其可排放內部對 NT$1,000,000
流氣體，避免鍋身因氣體竄流晃動不穩，並於
使用時翻掀鍋蓋，遭高溫蒸氣燙傷。(二)強
調「超級不沾鍋」本身為黑色，係時下流行顏
色，以外觀色系而言，可清楚分辨食材於烹煮
過程之變化，是物理性不沾黏，即使是以鐵鏟
翻攪食材亦不易刮壞。(三)標榜「超級不沾
鍋」鍋具經過特殊設計，材質以特殊金屬合金
再鑄造，並精算過金屬之脹熱係數，不論火力
大小，都可使其均勻散熱，且亦通過SGS之專業
檢測認證，未有任何毒素成分。省時 少油煙令
人安心的好鍋具 烹調料理好健康、螺紋鍋底
超硬合金 不沾 耐用 最放心、做菜選對好鍋具
不怕沾黏好清洗。並於每節廣告插播前，均播
送宣介鍋具特點功用情節畫面。前揭內容明顯
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致節目內容
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

2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09900573840號
處分日期：
100/01/03

肽完美-化
粧品廣告

099/08/06
違反法律強
13:00~16: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播送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委託博鈞 罰鍰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肽完美」化粧品廣 NT$100,000
告，廣告宣稱：「首先是介紹龍膽石斑胚胎
素，稱其中有特別的生長激素，在測試的兩個
人中，沒有任何過敏的問題。基本上它是一個
極有效果，但是它的安全性又非常的好。稱其
龍膽石斑胚胎素，它含有大量蛋白質、氨基酸
可以強化上皮組織的完整生長。其中片段有真
人臉部試用，描述上妝前使用其產品，比上什
麼保濕的效果都還要來得好，它能夠啟動細胞
間的活化訊息，是肌膚抗皺、修護的首選臉上
的雀斑、曬斑、皮膚乾燥，使用了以後就不一
樣，肌膚比以前還要更淨白、更透亮能讓你很
明顯就改善所有臉的糟糕狀況，真是肽神奇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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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舉凡除皺、緊實、修護受損肌膚，使用過
的人都說讚，誇稱其為史上最好用的保養
品……。」超出廣告核定範圍，案經桃園縣政
府衛生局查獲，復經取具託播人之受任人曾雅
慧約談紀錄，坦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超出核定
範圍，並已向該公司申請更改廣告內容，確實
違反規定，屬實在卷，核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
理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
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罰
鍰新臺幣1萬元，此有桃園縣政府99年11月1日
府衛藥字第0990008541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
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
第1款規定。
3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09948057670號
處分日期：
100/01/03

肽完美-化
粧品廣告

099/08/23
違反法律強
09:00~11: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播送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委託博鈞 罰鍰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肽完美」化粧品廣 NT$100,000
告，廣告宣稱：「首先是介紹龍膽石斑胚胎素
稱其中有特別的生長激素，在測試的兩個人中
沒有任何過敏的問題。基本上它是一個極有效
果，但是它的安全性又非常的好。稱其龍膽石
斑胚胎素，它含有大量蛋白質、氨基酸，可以
強化上皮組織的完整生長。其中片段有真人臉
部試用，描述上妝前使用其產品，比上什麼保
濕的效果都還要來得好，它能夠啟動細胞間的
活化訊息，是肌膚抗皺、修護的首選，臉上的
雀斑、曬斑、皮膚乾燥，使用了以後就不一
樣，肌膚比以前還要更淨白、更透亮，能讓你
很明顯就改善所有臉的糟糕狀況，真是太神奇
了。舉凡除皺、緊實、修護受損肌膚，使用過
的人都說讚，誇稱其為史上最好用的保養
品……。」超出廣告核定範圍，案經桃園縣政
府衛生局查獲，復經取具託播人之受任人曾雅
慧約談紀錄，坦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超出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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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並已向該公司申請更改廣告內容，確實
違反規定，屬實在卷，核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
理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
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罰
鍰新臺幣1萬元，此有桃園縣政府99年11月2日
府衛藥字第0990008542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
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
第1款規定。
4 財訊國際傳播股

財訊財經台

通傳播字
0990062646號
處分日期：
100/01/10

大富
翁CLUB

099/08/11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顧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製 罰鍰
播之「大富翁CLUB」節目，受雇人翁鴻堯於主 NT$100,000
持節目中以透過宣稱過去績效之方式，作為招
攬期貨顧問客戶之廣告行為，經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2條第3項
授權訂定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
第2款及第26條第3項規定，爰依期貨交易法
第119條第1項第2款及第101條第1項規定，處顧
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4萬
元，並命令該公司停止翁鴻堯1個月期貨顧問業
務之執行，此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99年12月1日金管證期罰字第0990062757號裁
處書、99年12月1日金管證期字第0990062751號
處分書、99年12月15日金管證期字
第0990070165號函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
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
第1款規定。

5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09900591010號
處分日期：
100/01/11

肽完美-化
粧品廣告

099/08/24
違反法律強
13:00~16: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委託博鈞企業 罰鍰
NT$100,000
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肽完美」化粧品廣
告，廣告宣稱：「首先是介紹龍膽石斑胚胎
素，稱其中有特別的生長激素，在測試的兩個
人中，沒有任何過敏的問題。基本上是極有效
果，安全性又非常好。稱其龍膽石斑胚胎素含
有大量蛋白質、氨基酸，可以強化上皮組織的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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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生長。其中片段有真人臉部試用，描述上
妝前使用其產品，比上什麼保濕的效果都還要
來得好，它能夠啟動細胞間的活化訊息，是肌
膚抗皺、修護的首選，臉上的雀斑、曬斑、皮
膚乾燥，使用了以後就不一樣，肌膚比以前還
要更淨白、更透亮，能讓你很明顯就改善所有
臉的糟糕狀況，真是太神奇了。舉凡除皺、緊
實、修護受損肌膚，使用過的人都說讚，誇稱
其為史上最好用的保養品……。」超出廣告核
定範圍，案經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查獲，復經取
具託播人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之受任人曾雅慧
約談紀錄，坦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超出核定範
圍，確實違反規定，屬實在卷，核已違反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例
第30條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罰鍰新臺幣1萬
元，此有桃園縣政府99年11月3日府衛藥字
第0990008543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
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規
定。
6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48062000號
處分日期：
100/01/14

6D魔奏-化
粧品廣告

099/02/09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罰鍰
內容略如下:敬群國際有限公司託播之「6D魔
奏」化粧品廣告，其宣播內容涉與核准（北市 NT$100,000
衛粧廣字第98050412號等）不符，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行政院衛生署食品
藥物管理局、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及臺北縣政府
衛生局監錄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
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黃君陳述說明，坦
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未依廣告核准內容宣播確
實違反規定，並經記錄在卷，核已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者敬
群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46萬元，此有臺中
市政府99年9月15日府授衛藥字第0990267962號
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

第 5 頁 / 共 8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1/01~100/01/31+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規定。
7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00350號
處分日期：
100/01/14

肌因微晶
球重建美
肌法-化粧
品廣告

099/11/04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溫德文託播之「肌因微晶球重建美 罰鍰
肌法」化粧品廣告，其宣播內容有（摘錄）： NT$100,000
「肌因微晶球美肌重建法：…肌因微晶球塗抹
在臉上，只要1分鐘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肌
膚所該擁有的一切物質…絕對一擦見效的肌因
微晶球美肌重建法…即將讓乾燥、脫屑、過
敏、細紋、皺紋的您，恢復兒時嫩肌…」等其
宣播內容與核准(衛署粧廣字第9909007號)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行
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監錄查獲（錄案編
號：99TA0733、99TA0763）函移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蔡君陳述說
明，坦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未依廣告核准內容
宣播，確實違反規定，並經記錄在卷，核已違
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核處
託播者溫德文罰鍰新臺幣26萬5千元，此有臺中
市政府99年12月15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65460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
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規
定。

8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育樂台

通傳播字
10048000320號
處分日期：
100/01/17

龍膽石斑
胚胎素-化
粧品廣告

099/08/25
違反法律強
10:13~10:14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泳富豪廣告有限公司（以下稱泳富 罰鍰
NT$200,000
豪公司）委託博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託播
之「龍膽石斑胚胎素」化粧品廣告，宣稱：
「……修護受損肌膚，聽用過的人都說讚，這
簡直就是史上最好用的保養品，難怪會被稱為
台灣保養天后……每天2次，使用4週，毛孔改
善度約60%……」等廣告資料，其宣播內容超出
廣告核定範圍，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案
移桃園縣政府取具泳富豪公司受任人曾雅
慧99年10月22日約談紀錄，屬實在卷，已違反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第 6 頁 / 共 8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1/01~100/01/31+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
例第30條第1項規定，核處託播人泳富豪公司罰
鍰新臺幣1萬元，此有桃園縣政府99年11月3日
府衛藥字第0990008539號行政處分書可稽，並
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
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
第17條第1款之規定。
9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育樂台

通傳播字
10048000700號
處分日期：
100/01/17

「肽完
美」及「
肌因微晶
球美肌重
建法」廣
告

099/10/05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溫德文託播之「肽完美」及「肌因 罰鍰
NT$200,000
微晶球美肌重建法」產品廣告，其宣播內容
有（摘錄）：「肽完美：世界最超強胎盤
素…我們測試兩百人裡面，沒有任何一例是有
過敏性的問題出現…原本有雀斑、曬斑，還有
皮膚很乾燥，可是我用了以後就不一樣，我覺
得我的皮膚比以前還要淨白透亮…」、「肌因
微晶球美肌重建法：…肌因微晶球塗抹在臉
上，…只要1分鐘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肌膚
所該擁有的一切物質…絕對一擦見效的肌因微
晶球美肌重建法…即將讓乾燥、脫屑、過
敏、細紋、皺紋的您，恢復兒時嫩
肌……」等，涉與核准（高市衛粧廣字
第9901045號、衛署粧廣字第9909007號等）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行
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錄案編
號：99TA0642、99TA0736）及桃園縣政府衛生
局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
告託播者受任人蔡君陳述說明，坦承案內產品
廣告內容皆未依廣告核准內容宣播，確實違反
規定，並經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
規定，核處託播人溫德文罰鍰新臺幣26萬5千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15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65460號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
案。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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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
之規定。
10 財訊國際傳播股

財訊財經台

通傳播字
09900635730號
處分日期：
100/01/24

縱橫期股

099/06/04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受處分人經營之財訊財經台頻道於99年6月4日 罰鍰
及6月28日播出承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T$100,000
製播之「縱橫期股」節目，受雇人余適安於主
持節目中以招攬期貨顧問客戶之廣告行為，經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交易
法第82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
則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26條第3項規定，爰依
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及第101條第1項
規定，處承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
新臺幣12萬元，並命令該公司停止余適安1個月
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99年12月3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0990064916號裁處書、99年12月3日金管證期
字第09900649161號處分書、99年12月21日金管
證期字第0990070558號函檢送側錄光碟可
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定。

11 大禾多媒體股份

年代綜合台

通傳播字
09948061130號
處分日期：
100/01/26

瘦身最前
線

099/06/20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日本肥滿處方研究所曾針
NT$1,000,000
對「山茶花皂苷」進行大規模的人體實驗發
現，2000位測試者在15天內總體重下降10600公
斤，平均每位瘦了5.3公斤，更發現體內「山茶
花皂苷」含量增多則脂肪就減少的定律(二)山
茶花種子萃取之「山茶花皂苷」曾獲得脂肪燃
燒促進、脂肪蓄積抑制、肥滿預防改善及脂肪
吸收阻礙等四項瘦身去油專利，以及皮膚美
白、皮膚彈性改善以及皮膚抑菌外用等3項肌膚
淨白抗老的世界專利(三)說明「山茶花皂
苷」具有清洗腸道、抑制腸道油脂吸收、促進
代謝、去除油脂、淨白抗老，及美膚補充6大功
效。(四)邀請見證人張小姐、蔡小姐及黃小姐
表示，吃了山茶花配方分別瘦了25公斤、20公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第 8 頁 / 共 8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1/01~100/01/31+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斤及23公斤，且排便正常。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特定商品，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
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
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罰鍰：

11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3,1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