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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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中華財經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通傳播字
09900546910號
處分日期：
100/03/01

股市A指標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3/01~100/03/31

違法事實

099/09/22
節目廣告化
07:30~08:0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畫面疊印「DVD剩7套明 罰鍰
起恢復原價」字樣，主持人並稱：「股市淘金 NT$200,000
做對2件要事，第一把我的預告訊息帶回去，第
二把我的DVD帶回去，特別提醒全國觀眾朋
友，DVD感謝全國觀眾朋友熱烈支持，只剩
下7套，今天賣完之後，將來一律恢復原價，所
以希望擁有彥蓉老師DVD的，電話撥通最重
要，很多人在說DVD的秘密在哪裡，為何彥蓉老
師的績效總是遙遙領先呢？請問遙遙領先的秘
密武器在哪裡？倍數獲利的模式，包括如何買
低點？如何賣高點？透過數據來作認證，當然
不會做錯方向，所以任何一張股票，透過A指標
數據來作認證，當然非常清楚，到底是多幫還
是空幫？到底是要報多久？到底會漲多少？透
過A指標數據5秒鐘就好，真的嗎？現在來驗證
這檔股票，精剛今天上漲6%，可惜很多人報上
報下，人生覺得痛苦，在股市當中，永遠找不
到出口，就像在森林裡鬼打牆一樣，一直繞來
繞去，繞不出去，為什麼呢？因没有在股市當
中找到屬於你的成功模式，你所追隨的老師也
無此模式，真是令人遺憾，但為何在此過程當
中，不是只有精剛，任何一張股票，你會發現
你跟著我低檔買進，高檔來到時，也一樣知道
做賣出，可惜你低檔不知做買進，不知這個地
方會突破，不知道這裡一定會過，所以你會發
現在市場當中不斷投入很多資金，不斷增
資，不斷標會，不斷跟銀行貸款，你發現不斷
被歸零，因為你不知這個叫低點。」(二)主持
人另宣稱：「...，每隔一段時間經過之後會被
追繳、斷頭。因為你可能跟錯老師，你可能用
錯方法，這個方法這麼準到底在哪裡，通通都
在A指標操作系統中，包括這2張DVD（取出股
市A指標DVD產品實物）只剩下7套，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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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7,000元，今天賣8,000元，今天賣完就没
有，明天中午以後，一律恢復4萬元，所以你想
要擁有這個方法，今天一定要把電話撥
通，……人生夢想如何實現，難道靠死薪
水，難道在此坐吃山空嗎？請問如何完成？方
法是什麼？如果没有，將DVD帶回去，剩
下7套。……把握最後一天的優惠，中秋節快
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願你88一整
年，今天是最後一天優惠，想要加入會員，想
要擁有操盤DVD，電話撥通最重要。」並疊印節
目諮詢專線02－2371－2851。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特定商品「股市A指標－必勝買股成功
模式DVD」、「股市A指標－必勝賣股成功模
式DVD」，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
意涵，節目未與廣告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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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09900587440號
處分日期：
100/03/01

健康滿百

099/10/07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健康樂肝內含之成分及效
NT$600,000
果：冬蟲夏草TCM777菌絲體：可強壯益肺
腎、補精髓、解毒、止血及化痰。黃耆萃取
物：可幫助血液循環，激發干擾素的生成，並
具強心、止汗作用。(二)護肝專業認證及功
效(冬蟲夏草TCM777複方)：１、2001年獲得美
國FDA認證。２、增加肝臟免疫、對抗自由
基。３、含超過2-3倍的核苷類。４、10件以上
學術性的動物與人體試驗。 (三)「健康樂
肝」是將品質優良之冬蟲夏草以高科技萃
取，並置於零下80度液態氮養成TCM777冬蟲夏
草菌絲體。TCM777菌絲體其中含有很好之核
苷，與野生冬蟲夏草相比，TCM777不僅價格符
合經濟效益，菌種單一，且時間、溫度等都在
控制的範圍之內，萃取之成分也很穩定。另又
有國家品質保證及國內、外證書認證，可吃得
安心、用得安心。(四)主持人訪問見證來賓B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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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帶原者吳先生及其太太，經兩人說明，吳
先生家族中之長輩有多人因肝癌死亡，為免丈
夫遭受相同病痛折磨，藉由鄰居介紹一健康方
式，並經實地訪察尋找後，才安心令其丈夫使
用。而在吳先生使用健康樂肝3個月後，不但肝
功能指數沒有繼續惡化，精神情況還不斷好
轉，使用後半年，肝功能指數亦一直維持在健
康範圍內。(五)見證人傅先生說明：「因其從
事汽車音響工作，時常超時加班，而在服用冬
蟲夏草複方後，身體恢復許多，再沒有頭痛跟
眩暈等問題，甚而連口臭毛病幾乎都沒有
了，身體好了以後，包括裝音響的速度都快很
多，也有更多時間可以陪伴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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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595950號
處分日期：
100/03/01

健康大道

099/09/22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魚油蜆鈣使用者林志家提出 罰鍰
見證：曾因左手骨折復原情況遲緩，經母親朋 NT$800,000
友介紹其一直以來用來保健骨頭之「魚油蜆
鈣」，因使用後感覺改善很大，希望對林小弟
有所幫助。(二)宣稱「魚油蜆鈣」除可促進骨
骼癒合，對性情、學習力及記憶力更好。...人
體吸收率高達95％，幾乎百分百吸收，除鈣
外，鎂、鐵、磷可幫助鈣質吸收，並曾獲得首
爾舉行世界發明展金牌奬及人類健康貢獻特別
奬，「魚油蜆鈣」能完整照顧人的頭腦、視
力、骨骼及軟骨。(三)主持人問：「為什
麼『魚油蜆鈣』對小孩身高、腦部發育幫助這
麼大？」養生專家回答：「針對小孩記憶
力、學習力，DHA是非常好的幫助，對於老年痴
呆症亦好，DHA對於小孩唸書大量消耗眼力有幫
助，……。(四)使用者提出見證：李母：兒
子2年前身高142公分，現在身高164.5公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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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2.5公分且身材適中。女兒以前跳民族舞蹈
作下腰動作會頭暈，現已不頭暈且臉色紅
潤，非常感謝「魚油蜆鈣」。(五)主持人宣
稱「魚油蜆鈣」所以能在短期內迅速累積這麼
多使用者見證，願意站出來公開隱私，是因使
用「魚油蜆鈣」身體狀況真的有改善。節廣告
插播「魚油蜆鈣給孩子們在起跑線上，增加一
份助力，幫長輩在骨質疏鬆補充多一份保
障，魚油蜆鈣尚蓋好，請撥諮詢專
線0800—302—302」字樣及旁白廣告。前揭節
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魚油蜆鈣」，並
介紹其成分、使用方式及效果，已明顯表現出
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4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615560號
處分日期：
100/03/01

全民好健
康

099/09/22
節目廣告化
13:00~14:00

內容略如下：(一)播出推介「四稜粉藤」產品 罰鍰
NT$600,000
之VCR，內容宣稱四稜粉藤(四方藤)內含津春
素，被稱為是「脂肪的替身」，據傳胖的人吃
了會瘦，重的人吃了會輕，輕的人吃了會
飄，其原理到底是什麼，何謂擠公車效應，6週
怎麼有辦法減少5.95公斤及減少脂肪組織生
成。(二)標榜「四稜粉藤」所含津春素成
分（最重要有效成分）可幫助雕塑最完美的身
材，分為40％及70％二種濃度。(三)宣稱「四
稜粉藤」特別效用是能活絡經絡，讓全身養分
運行無阻，帶動整個氣血及全身代謝並可吸附
身體800倍油脂，吃1克津春素可吸收800克油
脂，比一般吸油素、甲殼素更強。又津春素是
植物性的，没有過敏問題又有效果。另可減少
組織中脂肪囤積66％，去除肝臟中油
脂39％，可讓你6週少5.95公斤，一星期1公
斤，且養分無流失、血糖維持平衡，副作用是
你如果不想瘦太多，就不要吃，如果你是胖的
人吃了會瘦，重的人吃了會輕，輕的人吃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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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四)主持人王瑞玲稱：「剛吃時毫無動
靜，一星期後腸胃開始蠕動，津春素在體內可
去除脂肪，讓腰變小。」另標榜津春素中含有
其他有效成分，可專門消耗腰腹部白色脂
肪，不會消耗胸部脂肪……稱其為「脂肪替
身」，搶在脂肪前卡位的「四稜粉藤」津春素
成分，真令人佩服。(五)復標榜吃「四稜粉
藤」不是激烈的減重方式，是緩慢持續進
行，對月經不會有影響，體重會不知不覺減
少，有些人是半年減少10公斤或25公斤，1個月
最多是4公斤，且吃「四稜粉藤」三餐可正常
吃，不會有營養不良情形。(六)「四稜粉
藤」使用者提出見證：使用者高小姐：原體
重74公斤，半年內瘦25公斤且排便正
常，吃「四稜粉藤」令小腹平坦。(七)經實驗
證實，6週可減6公斤，脂肪代謝多10倍，三酸
甘油脂降低6.6倍，低密度膽固醇降低
多29倍，總膽固醇降低多20倍，血糖代謝
多3倍，可吸附高達800倍油脂，阻礙40％體重
增加及脂肪組織生成，減少組織中66％脂肪囤
積，阻止肝臟中39％與肌肉組織中66％脂肪堆
積，因此平均可再減1.7公斤，它給您的震撼是
體重數字僵持不下的減肥過程中，給您重大的
突破。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四
稜粉藤」，並介紹其成分、使用方式及效
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
涵，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5 八大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八大第1台

通傳播字
10048007730號
處分日期：
100/03/04

EZ無齡肌
淡斑修復
精華-化粧
品廣告

09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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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敬群國際有限公司託播
之「EZ無齡肌淡斑修復精華」化粧品廣告，其
宣播內容與核准(衛署粧廣字第9908156號)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高
雄縣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查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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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
播者受任人羅綮翊陳述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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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萬5千元，此有臺中市政
府99年12月22日府授衛藥字第0990372781號裁
處書及側錄光碟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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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送「EZ無齡肌淡斑修復精華」化粧品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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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36條第5款規定，處罰鍰
新臺幣20萬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
視法相關規定製播節目與廣告。
6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634610號
處分日期：
100/03/11

安美諾婕
妮絲淨白
再生修護
霜-化粧品
廣告

09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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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之「安 罰鍰
美諾婕妮絲淨白再生修護霜」及「DITOUNA肌因 NT$100,000
抗皺除紋霜」產品廣告，內容宣稱（摘錄）：
「……再生修護霜是先以海洋Q10、泛醇來抗發
炎活化表皮細胞組織，再生新生平滑膚
質，……強化淡斑除斑……」、「肌因抗皺除
紋霜……由內而外恢復支撐的彈力，從根本解
決抬頭紋、魚尾紋、法令紋等各種皺紋……立
即修復凹陷皺紋……」等，涉與核准（北市衛
粧廣字第99050487號、衛署粧廣字第9907070號
等）不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
定，案經臺南市衛生局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
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
播者受任人李君陳述說明，坦承係因行銷因素
致使廣告宣播及刊登內容與核准不符，未重新
送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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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託播人詠儐國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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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罰鍰新臺幣32萬元，此有臺中市政
府99年12月20日府授衛藥字第0990369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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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播字
10000009610號
處分日期：
100/03/11

濟世青草
藥頭傳奇

099/10/19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送藍瑩（順生中醫診所負責醫
師）委託宣播「濟世青草藥頭傳奇」節目，內 NT$200,000
容介紹順生中醫診所，答覆民眾來信，介紹疾
病並提供祖傳醫藥秘方，略以：「1主持人陳
美：這封信來自澎湖，郭先生，有肝硬化、肝
癌。2徐院長：提供三個藥方，第一是牛黃清肝
丸，第二是五寶消腫散，第三是牛樟銷毒飲
等……。3再由李明泉講解藥方作用，治療肝癌
特效藥……。」案經臺中市衛生局
於99年10月20日衛醫字第0990061683號函暨嘉
義縣衛生局99年11月1日嘉衛醫字
第0990028738號函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查
處，並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三民區衛生所
於99年11月12日派員查察，該診所負責醫師藍
瑩委託職員許素莉小姐於陳述意見紀錄坦承該
項廣告為該診所刊登，以上事實核有違反醫療
法第85條第2項及第86條第3款規定，並依同法
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核處託播人藍瑩罰鍰
新臺幣6萬元，此有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99年12月6日高市衛醫字第0990055014號行政
裁處書副知本會，及100年1月5日高市衛醫字
第0990062280號函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
法節目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
第1項規定。

8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08450號
處分日期：
100/03/14

6D魔奏-化
粧品廣告

09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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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400,000
下:於99年5月27日、10月1日、10月4日
至8日、10月18日及19日播送敬群國際有限公司
託播之「6D魔奏」、「EZ無齡肌淡斑修復精

股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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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化粧品廣告，其宣播內容與核准(北市衛粧
廣字第98050412號、衛署粧廣字
第9908156號)不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之規定，案經本會、金門縣衛生局查獲，函移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
人羅綮翊陳述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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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萬5千元，此有臺中市政
府99年12月22日府授衛藥字第0990372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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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衛星娛樂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JET

日本台

通傳播字
09900599240號
處分日期：
100/03/18

生活新
知—女人
百寶箱

099/09/29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內容略如下：(一)「薑蜆」產品使用者提出見 罰鍰
證：使用者柯若臻女士（冬瓜公主）在先生鼓 NT$1,000,000
勵與朋友推薦下開始服用，没想到子宮肌瘤病
情獲得改善，剛吃前1星期分泌物增多，整
整1個月有血塊排出，介紹的朋友說那是在排
毒，1個月後子宮肌瘤消失，黑斑改善，其女兒
服用後經痛情形亦改善。使用者張先生（柯若
臻女士先生）：原脂肪肝指數升高，每天早晚
都吃3顆，改善很多，真的是很好東西。(二)標
榜薑黃素具有抗氧化作用（即能抗老化及抗
癌），是維他命C、E30倍，並有很強殺菌作
用，根據日本研究薑黃素在肝炎、肝病變及肝
癌方面效果非常好。(三)宣稱黃金蜆富含大量
優質蛋白，對於心血管方面改善，更優於肝臟
修護，……薑黃加黃金蜆可照顧血管健康，尤
其對心血管功效保護特別明顯，在肝臟、腎臟
及胰臟方面功效亦非常顯著，……且係經由花
蓮縣政府數據性研究，有如買一份保險，會吃
得更安心。(四)主持人宣稱：提到「薑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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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日子以來，對台灣觀眾朋友，真的造成很大
幫助，尤其到目前已累積上萬人親身見證，尤
其現場觀眾有這麼多女性朋友，願意勇敢站出
來跟大家分享，這麼難以啓齒女性疾病，這也
代表在他們身上真的看到幫助……。並於節目
中每節廣告插播「肝不好人易老，也是婦女疾
病的頭號殺手，多關心疼愛自己一點，讓薑蜆
守護你的健康幸福，請撥諮詢專
線0800—888—807」字樣及旁白廣告。前揭節
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薑蜆」，並介紹
其成分、使用方式及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
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10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00088500號
處分日期：
100/03/18

CC
FLASHY芙
樂雪美肌
素化粧品
廣告

099/10/18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分別於99年10月18、20日播送亨澤 罰鍰
NT$100,000
企業有限公司託播之「CC FLASHY芙樂雪美肌
素」化粧品廣告，涉與核准(北衛粧廣字
第09902004號)不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之規定，案經臺南縣政府衛生局及桃園縣政府
衛生局監錄查獲，函移嘉義縣政府衛生局查
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王逸宏陳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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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核處託
播者亨澤企業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3萬元，此有
嘉義縣政府100年1月31日府衛藥食字
第1000012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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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之規定。

11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09960號
處分日期：
100/03/18

民視二點
新聞

099/07/12
廣告超秒
13:58~14:58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12日13時58分26秒
至14時58分24秒播送之「民視二點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59分58秒，依規定得播
出9分59秒廣告，惟實際共播出668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69秒，此有電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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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廣告監測記錄日報總表可稽，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12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0100號
處分日期：
100/03/18

民視三點
新聞

099/07/13
廣告超秒
14:58~15:58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13日14時58分25秒
NT$500,000
至15時58分24秒播送之「民視三點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59分59秒，依規定得播
出9分59秒廣告，惟實際共播出720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121秒，此有電
視廣告監測記錄日報總表可稽，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13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08300號
處分日期：
100/03/21

中
天1100新
聞

099/07/01
廣告超秒
10:55~11:42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1日10時55分31秒
NT$500,000
至11時42分50秒播送之「中天1100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7分19秒，依規定得播
出7分53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3分25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5分32秒，此有
本會節目廣告監看表可稽，並有電視廣告監測
紀錄日報總表為佐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

1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09350號
處分日期：
100/03/21

法眼黑與
白

099/08/08
廣告超秒
13:54~14:53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新聞台頻道
於99年8月8日13時54分40秒至14時53分17秒播 NT$600,000
送之「法眼黑與白」節目，播送總時間
為58分37秒，依規定得播出9分46秒之廣告；惟
實際共播出10分28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
律規定上限42秒，此有本會節目廣告監看表可
稽，並有潤利公司電視廣告監測紀錄日報總表
為佐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

15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全球財經網

通傳播字
10000083660號
處分日期：
100/03/25

財金智庫

0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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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啟發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罰鍰
司製播之「財金智庫」節目，受雇人王煥昌於 NT$100,000
節目中宣稱過去績效及招攬客戶加入收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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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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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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啟發證券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2萬元，並命令該
公司停止王煥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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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月31日金
管證期罰字第1000001632號裁處
書、100年1月31日金管證期字第10000016321號
處分書及100年2月24日金管證期字
第1000006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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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48010170號
處分日期：
100/03/25

同伊

099/12/17
廣告超秒
10:59~12:14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2月27日10時59分34秒
至12時14分55秒播送之「同伊」節目，播送總 NT$500,000
時間為1小時15分21秒，依規定得播出12分33秒
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3分20秒之廣告，廣告
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47秒，此有本會節目廣
告監看紀錄表可稽，並有電視廣告監測記錄日
報總表為佐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
第1項規定。

17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0190號
處分日期：
100/03/25

中
天1100新
聞

099/07/02
廣告超秒
10:55~11:42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2日10時55分46秒
NT$500,000
至11時42分54秒播送之「中天1100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7分8秒，依規定得播
出7分51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2分51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300秒，此有本
會電視廣告監測記錄日報總表為佐證，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18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播字
10048010660號
處分日期：
100/03/25

EZ無齡肌
淡斑修復
精華-化粧
品廣告

09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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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經營之超視頻道
於99年10月20日播送敬群國際有限公司託播
之「EZ無齡肌淡斑修復精華」化粧品廣告，其
宣播內容與核准(衛署粧廣字第9908156號)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行
政院衛生署食品管理局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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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羅綮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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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萬5千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22日府
授衛藥字第0990372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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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18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7,5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