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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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東森綜合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通傳播字
10048012620號
處分日期：
100/04/01

DITOUNA立
雪白-化粧
品廣告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099/12/03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罰鍰
內容略如
NT$200,000
下:於99年12月3日、4日、9日、12日、15日
及17日播送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
之「DITOUNA立雪白」、「深層潔膚露」及「燕
窩精萃美妍露」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宣
稱：「……DITOUNA立雪白的透白因子，快速深
入角質層細胞，啟動細胞再生，修護受損細
胞，肌膚可以媲美換膚手術……」、「這不是
普通的美白，這是DITOUNA立雪白，秋冬美白專
用。新一代透視美白科技，雙層美白，一、強
力吸黑，二、基因透白……」、「……強力吸
黑DITOUNA立雪白，超強吸附性帶電荷有機分
子，強力吸附和分解真皮深處黑色素，所到之
處淨白透亮……」、「……DITOUNA深層潔膚
露，全新珍珠感配方，塗抹一層，瞬間產生泡
沫狀的淨白因子，快速清除深層髒汙和有害物
質……」、「……台鹽製造研發的DITOUNA燕窩
精萃美妍露，含有10種天然寶貴成分，與24小
時天然全天候的防護，3大功效包括了美白保
濕、抗皺除斑、修護疤痕……」、「……專家
證實，燕窩不僅在食補滋養上有驚人的效
果，經過多年研究，燕窩還有一種可以讓人類
逆轉老化，回復青春基因的抗老因子那就是燕
窩唾液-燕窩酸……」等，雖領有北衛粧廣字
第9910051號、衛署粧廣字第990855號廣告核定
表，惟該廣告內容與核定表不符且未再重新申
請，案經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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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李儐坦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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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託播者詠
儐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9萬元，此有臺中市
政府100年3月10日府授衛藥字第1000042260號
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

第 2 頁 / 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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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1~10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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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鑫傳視訊廣告股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107560號
處分日期：
100/04/06

AMINO嫩白
美顏霜-化
粧品廣
告，

0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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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9年11月17日、19日及29日播送 罰鍰
NT$400,000
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之「AMINO嫩白美顏
霜」產品（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20日裁處書簡
稱為「嫩白美顏霜」）廣告，內容宣稱（摘
錄）：「……能快速分解黑色素，精準掃
黑，改善大範圍的暗沉與膚色不均，……阻斷
黑色素生成，阻止斑點往表層浮現與擴散，讓
黑斑、曬斑、陳年老斑，務必都能消
除……，醫美級、院長級的嫩白美顏
霜，……能夠讓受損老化的肌膚改頭換
面……」「……用了醫美院長建議的AMINO嫩白
美顏霜……它對於輕度、中度的妊娠紋，也有
意想不到的修護效果，……」等，與廣告核准
內容（北市衛粧廣字第99050487號）不符，違
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臺南市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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儐陳述說明，坦承係因行
銷因素致使廣告宣播及刊登內容與核准不
符，未再重新送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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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3月10日府授衛
食藥字第1000037949號函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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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播字
10048013090號
處分日期：

CC
FLASHY芙
樂雪美肌

099/08/25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於99年8月25日播送亨澤企業有限 罰鍰
公司託播之「CC FLASHY芙樂雪美肌素」化粧品 NT$400,000
廣告，涉與核准(北衛粧廣字第09902004號)不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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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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100/04/06

素化粧品
廣告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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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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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3440號
處分日期：
100/04/11

新聞進行
式1100

099/08/13
廣告超秒
10:55~11:42

內容略如下:99年8月13日10時55分8秒
至11時42分51秒播送之「新聞進行式1100」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7分43秒，依規定得播
出7分57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8分53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56秒，此有本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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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代網際事業股

MUCH TV

通傳播字
10048013650號
處分日期：
100/04/18

CC
FLASHY芙
樂雪美肌
素化粧品
廣告

099/08/29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播送亨澤企業有限公司託播之「CC 罰鍰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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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高雄縣衛生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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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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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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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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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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75840號
處分日期：
100/04/22

賺大錢系
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099/12/15
節目廣告化
11:30~12:0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宣稱軟體操作是把交易思考 罰鍰
模式放入程式中，有如本人親自操作，……自 NT$200,000
動下單系統所使用操作策略，首先在每根K線判
定主力在什麼位置，是多方空盤還是空方空盤
是在多方曲勢盤還是在壓縮盤內，或是在多空
不明整理盤內，每一動作都依照邏輯概念進行
操作，如此才能有為有守，像今天電子盤到目
前為止都還在空方空盤格局內，其所產生任何
訊號，都會到全自動下單系統內，該空就
空，該多就多，没有模稜兩可的空間，這操作
就如此簡單。(二)（取出產品實物）這是全自
動下單系統，用戶只要每天打開電腦程式就會
跑出來，LOGO一出現，就表示和伺服器主機連
線，只要有任何動作就會照表操課，這系統是
全自動及半自動的，也可以用模擬方式下正式
單，有任何訊號便成交，……只要0.031秒時間
就將訊號送到券商伺服器中，直接到期交所成
交，這一套「API全自動下單系統」是之前法人
操作工具，我們的指標是看得懂盤的軟體，可
以判斷你所在位置在何處，……我們的用戶只
要是採用「API全自動下單系統」，就跟法人用
同樣工具，平起平坐，現在API門檻很低，只要
在合法券商處操作超過3個月，操作筆數超
過10筆，就可使用「API全自動下單系統」來進
行操作，所以各位觀眾你們現在如果還用網路
下單或用簡訊給營業員下單，...只要拿起電話
打給我們線上服務人員就可以跟法人平起平
坐。......(四)於節目中持續疊印「諮詢專
線0809-088-899」字樣及於每節廣告插播「好
消息好消息針對台灣最完整的一套股票期指操
作教本，賺大錢系統正式隆重推出，賺大錢系
統能幫投資人掌握最佳買賣點，賺大錢系統能
幫投資人真正做到趨吉避凶，賺大錢系統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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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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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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您對得多、賺得多，不要再猶豫，讓賺大錢系
統幫你賺大錢，請速撥賺大錢專
線（02）7701-5130。」字樣及旁白廣告與節目
名稱「賺大錢系統」相同。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特定商品「API全自動下單系統」軟體
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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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076520號
處分日期：
100/04/22

全民好健
康－健康
保胃戰

099/12/30
節目廣告化
13:00~14:00

內容略如下：(一)標榜「黃金牛蒡」內含綠原 罰鍰
NT$600,000
酸成分可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對於發
炎、潰爛的胃壁形成保護膜，可修補胃黏
膜、降低胃腫瘤發生，經過3位博士十多年研發
及高科技萃取分析，發現內含牛蒡菊醣、綠原
酸及精胺酸及可溶性纖維等成分，「黃金牛
蒡」中豐富精胺酸是男性強精荷爾蒙，有如威
而剛是男性壯陽藥，對胃腸及男性功能方面有
全方位幫助...(二)宣稱牛蒡菊醣可分解乳
酸、短鏈脂肪酸成益生菌原料並轉化成蛋白
質、維他命B群、維他命K、葉酸及菸鹼酸等營
養素，並具有壓制有害菌、減輕肝解毒負
擔、改善便秘下痢、減少腸道腫瘤、抑制膽固
醇、合成酵素活性、清理肝膽毒素、增加可溶
鈣濃度...。另太胖或太瘦者食用牛蒡菊醣能調
整體重，增加免疫球蛋白的IGA，抑制腸道發炎
及過敏，牛蒡菊醣是特殊菊醣，使用牛蒡菊醣
修復腸胃是上上策。(三)復標榜「黃金牛
蒡」具有以下成分：天然oligo寡糖
及Bifidus菌、丙酸、丁酸...，並經過台北醫
學大學、中興大學及美國FDA安全性認
證。(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證：林小
姐：經朋友介紹使用牛蒡保胃食品，其和一般
止痛藥不同，……吃完一段時間發現胃整天都
不痛，自從吃牛蒡保胃食品不再胃痛。前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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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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黃金牛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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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高點傳媒股份有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48015480號
處分日期：
100/04/22

DITOUNA立
雪白組
合-化粧品
廣告

09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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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
之「DITOUNA立雪白組合」化粧品廣告，其廣告 NT$100,000
內容宣稱：「……DITOUNA立雪白的透白因
子，快速深入角質層細胞，啟動細胞再生，修
護受損細胞，肌膚可以媲美換膚手術……」、
「這不是普通的美白，這是DITOUNA立雪白，秋
冬美白專用。新一代透視美白科技，雙層美
白，一、強力吸黑，二、基因透白……」、
「……第一步強力吸黑DITOUNA立雪白，超強吸
附性的帶電荷有機分子，強力吸附和分解真皮
深處的黑色素，所到之處淨白透亮……」、
「……DITOUNA深層潔膚露，全新珍珠光感配
方，塗抹一層，瞬間產生泡沫狀的淨白因
子，快速清除深層髒汙和有害物質」等，雖領
有北衛粧廣字第9910051號廣告核定表，惟刊播
內容與原核准之廣告核定表不符且未再重新送
審即宣播，案經本會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查處，並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李儐坦承不
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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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按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
處託播者詠儐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9萬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100年3月10日府授衛食藥
字第100004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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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萊塢影視股份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播字
10000070680號
處分日期：

健康百寶
箱

099/12/24
節目廣告化
16:00~17:00

內容略如下：(一)標榜「黃金牛蒡」內含綠原
酸成分可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對於發
炎、潰爛的胃壁形成保護膜，可修補胃黏

限公司

有限公司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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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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100/04/26

10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00075850號
處分日期：
100/04/26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膜、降低胃腫瘤發生，經過3位博士十多年研發
及高科技萃取分析，發現內含牛蒡菊醣、綠原
酸及精胺酸及可溶性纖維等成分(二)宣稱牛蒡
菊醣可分解乳酸、短鏈脂肪酸成益生菌原料並
轉化成蛋白質、維他命B群、維他命K、葉酸及
菸鹼酸等營養素，並具有壓制有害菌、降低肝
解毒負擔、改善便秘下痢、減少腸道腫
瘤、...及刺激腸黏膜細胞增生等功能，形成有
利於礦物質吸收環境，避免營養不良情形。另
太胖或太瘦者吃牛蒡菊醣能調整體重，增加免
疫球蛋白的IGA，抑制腸道發炎及過敏，牛蒡菊
醣是特殊菊醣，使用牛蒡菊醣修復腸胃是上上
策。(三)復標榜「黃金牛蒡」具有以下成
分：可溶性纖維、oligo寡糖及Bifidus菌、丙
酸：可減少膽汁酸、降低膽固醇、消除油
脂。(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證：林小
姐：經朋友介紹使用牛蒡保胃食品，其和一般
止痛藥不同，……吃完一段時間發現胃整天都
不痛，自從吃牛蒡保胃食品不再胃痛。...
(七)播出推介「黃金牛蒡」功效之VCR：想要胃
不痛必須中和胃酸、修補胃黏膜，形成完好如
初的保護膜，才能減輕潰瘍的疼痛及癒合，具
有抑制腸內壞菌、脂肪、醣類的吸收及改善便
秘等多種效益，且獲得國家的健康認證，特殊
的「牛蒡精華萃取液」就是你脫離胃病的關鍵
所在。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並
介紹其成分、使用方式及效果，已明顯表現出
媒體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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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滿百

099/11/24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來賓馬小姐宣稱：
「……它的品種叫黃金牛蒡，且要靠萃取的方
法，才能把它的精華帶出來，你才能吃到它的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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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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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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那個重點地方……現在在我包包裡面，就不用
再帶那些胃散、制酸劑……大概10分鐘你就會
很有感覺，根本不用再靠這種制酸
劑……」。(二)徐業麟：「……黃金牛蒡已經
幫助千千萬萬的朋友，改善了腸胃道的問
題，……像馬小姐他們胃有問題的人，只
要10分鐘，就能夠得到舒緩，你只要試用
一、二個月之後，你就會發覺到……沒辦法改
善的胃部疾病的問題，都可以得到徹底的改
進。」(三)徐業麟：「……黃金牛蒡我們在萃
取它什麼東西，就是它表皮上面的『綠原
酸』，……用萃取的方式，綠原酸
多300倍，……綠原酸修補我們的腸胃壁黏
膜，避免胃酸傷害，還有改善我們胃部的發炎
出血、潰瘍穿孔、抗氧化，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腫瘤，避免導致癌化，增加對SARS、超級細菌
的抵抗力。」(四)徐業麟：「……黃金牛蒡的
萃取精華素裡面，它有第二個特殊的元素，也
就是我們所謂的『菊醣』，……它其實也是一
種膳食纖維，……有效降低胃腸幽門桿菌的生
長，可以幫助血液中膽固醇的平衡控制，促進
腸胃蠕動，解便秘……保健效果這麼好，還要
經過實驗室層層檢驗來把關……。（出現牛蒡
萃取過程，畫面上並有『GMP大藥廠為牛蒡嚴格
檢驗層層把關』之側標）」。 (五)來賓戴小
姐：「如果要吃黃金牛蒡的話，小朋友可以吃
嗎？還有老人家他們跟西藥搭配的話沒有關
係？」徐業麟：「……基本上它是天然的成
分，不含任何西藥的成分，所以大人、小孩來
吃都OK，尤其跟西藥配合完全沒有衝突，而且
它有輔助銜接療效的幫助。」(六)見證人司機
大哥：「因為我們要隨時載客人到目的地，開
車的時候胃不舒服，我都吃牛蒡，牛蒡是國家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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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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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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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級天然食品，專門在顧胃的，對胃的幫助很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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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播字
10000102240號
處分日期：
100/04/26

新鮮生活

099/12/24
節目廣告化
15:28~16: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說明調整過敏必須從源頭處
理，並表示免疫細胞若失衡就會產生很多過敏 NT$800,000
抗體，若能將其免疫系統平衡過來的話，過敏
自然而然就不會發作了。(二)節目中播放藝人
徐乃麟真情專訪VCR：說明身為父母家中有個異
位性皮膚炎過敏兒之心路歷程......(六)過敏
來自父母遺傳的機率是非常高的，根據國際文
獻記載，從懷孕3個月後，只要持續性補充益生
菌，它就會從媽媽的免疫系統去調整，即可降
低BABY 50％的過敏機率，所以很多的醫生推薦
我們的媽媽(孕婦)多吃益生菌，可以減少過敏
的機會。另強調我先生有嚴重的過敏性鼻
炎，但是我老大出生後都很OK，所以目前為止
他快三歲，沒有什麼症狀發作，所以利用這一
套方法，不管你是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鼻
炎、氣喘都可以一網打盡。(七)復強調安全最
重要，宣稱LS益生菌具備:通過美國FDA安全性
測試、通過財團法人生物科技中心測試、通過
衛生署把關健康食品認證。 (八)於節目播出
前播放「普羅敏專利菌調整過敏」產品之5分鐘
廣告，內容出現前揭節目主持人與來賓之對話
與見證，明顯出現節目與廣告相搭配之情
形。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LS益
生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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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
節目與廣告相搭配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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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娛樂台

通傳播字
10048015260號

DITOUNA立
雪白-化粧

099/12/10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送「DITOUNA立雪白組
合」及「DITOUNA立雪白」化粧品廣告，其廣告 NT$100,000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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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份單位

13 霹靂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霹靂台灣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處分日期：
100/04/26

品廣告

通傳播字
10000074140號
處分日期：
100/04/27

冰冰好幸
福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宣稱：「……DITOUNA立雪白的透白因
子，快速深入角質層細胞，啟動細胞再生，修
護受損細胞，肌膚可以媲美換膚手術……」、
「這不是普通的美白，這是DITOUNA立雪白，秋
冬美白專用。新一代透視美白科技，雙層美
白，一、強力吸黑，二、基因透白……」、
「……DITOUNA深層潔膚露，全新珍珠感配
方，塗抹一層，瞬間產生泡沫狀的淨白因
子，快速清除深層髒汙和有害物
質……」等，雖領有北衛粧廣字第9910051號廣
告核定表，惟刊播內容與原核准之廣告核定表
不符且未再重新送審即宣播，案經基隆市衛生
局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並經廣
告託播者受任人李儐坦承不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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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詠儐
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9萬元，此有臺中市政
府100年3月10日府授衛食藥字第100004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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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2/24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說明「漂亮魔麗法」含 罰鍰
有5重活膚隔離功效：1、光感潤色技術：內含 NT$400,000
光感潤色激素，可修飾肌膚狀況令肌膚呈現自
然明亮裸妝效果。２、兩大專利修護配方：一
為表皮再造精華，二為高抗氧靈芝修護精
華。均具有深層修護再生能力，舒緩發炎及痘
痘問題，形成完整保護膜。並經臨床證實，亦
獲得多國認證。３、微粒MICA光纖防曬：添加
光纖微奈米遮蔽網，可防曬、隔離並阻
斷100%紫外線，且透氣、不油、不悶熱，是一
般防曬商品效果的20倍。４、高純度左旋C及甘
草酸：可促進體內膠原蛋白再生，促使肌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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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速吸收，並有美白抗皺、抑制黑色素生成，改
善斑點、皺紋、細紋及鬆弛等效用。５、海洋
保濕膠原：達到長效清透保濕效果，恢復肌膚
水嫩緊緻彈力。(二)見證人展示未上妝肌
膚，供現場主持人及來賓檢測，並說明原先長
時間上妝產生之青春痘、斑點等肌膚問題，亦
因找到正確方法而重拾個人自信。且使用1個星
期後，肌膚即有明顯改善，至現在為止，僅使
用2個月時間，亦因具有修護功能，連先前的痘
疤也一併消失。....(五)另主持人白冰冰並將
卸妝油加水，噴灑於見證人塗抹「漂亮魔麗
法」之臉部，證明其完全不脫妝。見證人並
說:「……我2個月前的皮膚，其實是非常非常
糟糕的，但是自從我用了對的方法後，短短
的2個月，讓我現在只要60秒，就可以非常輕鬆
的出門，所以用對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要。」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
品、服務宣傳之意涵，致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
分，以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14 華藏世界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播字
10000074190號
處分日期：
100/04/27

好運旺旺
來

099/12/08
節目廣告化
12:00~13:00

內容略如下：(一)地球上一草一木，包含每個 罰鍰
人身上皆有磁場，易經記載，數字的五行形成 NT$200,000
磁場輪動，而個人磁場強弱秘密，其實隱藏在
出生年月日中，找出自己不足數字，讓五行圓
滿，再利用適當材質，讓具有正能量的法師開
光及神明加持，就可以達到磁場能量，改運的
目的。(二)黃恆堉宣稱:調整自己的氣場相當重
要，因五行不足影響運途，調整氣場，貴人才
會源源滾滾來，加強磁場，運氣好時錦上添
花，低迷更可消災解厄。(三)王瑞玲舉證說
明:有一位70歲乳癌末期的阿媽，手術切除後醫
生說只能活3個星期到3個月的時間，他兒子先
用醫學的方法來治療它，然後再用精神上，就
是老師說的氣，給她好的磁場……。這位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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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0/04/01~100/04/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到現在已經活超過4年，完全沒有蔓延、沒有復
發，也沒有擴散，後來得知他兒子除了給他正
面的力量外，還幫她戴一個幸運物，我看了之
後嚇一跳！怎麼跟我的長得一模一樣(抬手出示
數字手鍊)，他說因看到好運旺旺來，就幫她媽
媽做了一個。(四)李羽宸復宣稱：每個人的命
都不一樣，故你要好的磁場一定要量身訂
做，它的效果才能發揮出來，透過易經中的河
圖洛書，算出自己專屬的幸運號碼，補出生年
月日中缺少的數字，達到補運目的，另把龍脈
石的項鍊和手鍊，刻上屬於你的幸運數字就有
相加相乘的效果。(五)黃恆堉強調：所謂開運
補運是彌補先天之不足，故專屬個人五行排列
才是最佳開運組合，提升自己氣場的幸運物配
戴在身上，這就是自己的開運，自己加持的最
好方法。此時畫面疊印:「提升氣場 人生才會
是彩色的」(六)節目最後播放配戴幸運數字
手（項）鍊使用者之見證:１、張友誠:新買機
車騎3個月後就不見了，我戴上之後接到警察局
打來的電話，竟然連失竊的車子都找回來
了。２、邱瓊儀:配戴幸運數字手鍊後，業績紅
不讓。３、林千惠:使用3個月正桃花變多、人
緣變好、人氣超級旺。(九)並於廣告中插播以
下廣告：「你想好命嗎 你想擁有更好的未
來」趕快撥打節目專線，專業的老師為你免費
諮詢0800-288-535。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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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育樂台

通傳播字
10048015170號
處分日期：
100/04/27

健康滿百

099/12/21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內容略如下：(一)標榜「黃金牛蒡」內含綠原 罰鍰
酸成分可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對於發炎、潰 NT$600,000
爛的胃壁形成保護膜，可修補胃黏膜、降低胃
腫瘤發生，經過3位博士十多年研發及高科技萃
取分析，發現內含牛蒡菊醣、綠原酸及精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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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溶性纖維等成分，「黃金牛蒡」中豐富精
胺酸是男性強精荷爾蒙，有如威而剛是男性壯
陽藥，對胃腸及男性功能方面有全方位幫
助，1,800公斤「黃金牛蒡」經過萃取只剩下
五、六十公斤。(二)宣稱牛蒡菊醣可分解乳
酸、短鏈脂肪酸成益生菌原料並轉化成蛋白
質、維他命B群、維他命K、葉酸及菸鹼酸等營
養素，並具有壓制有害菌、降低肝解毒負
擔、改善便秘下痢、減少腸道腫瘤、抑制膽固
醇、合成酵素活性、清理肝膽毒素、增加可溶
鈣濃度、降低腸道酸鹼度及刺激腸黏膜細胞增
生等功能，形成有利於礦物質吸收環境，避免
營養不良情形。另太胖或太瘦者吃牛蒡菊醣能
調整體重，增加免疫球蛋白的IGA，抑制腸道發
炎及過敏，牛蒡菊醣是特殊菊醣，使用牛蒡菊
醣修復腸胃是上上策。(三)復標榜「黃金牛
蒡」具有以下成分：可溶性纖維、天然oligo寡
糖及Bifidus菌的有益菌、丙酸、丁
酸...。(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證：林
小姐：經朋友介紹使用牛蒡保胃食品，其和一
般止痛藥不同，……吃完一段時間發現胃整天
都不痛，自從吃牛蒡保胃食品不再胃痛。前揭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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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育樂台

通傳播字
10048015570號
處分日期：
100/04/27

健康滿百

099/12/20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內容略如下：節目中來賓馬小姐宣稱：
「……它的品種叫黃金牛蒡，且要靠萃取的方
法，才能把它的精華帶出來，你才能吃到它的
那個重點地方……現在我包包裡面，就不用再
帶那些胃散、制酸劑……大概10分鐘你就會很
有感覺，根本不用再靠這種制酸劑……」。徐
業麟：「……黃金牛蒡已經幫助千千萬萬的朋
友，改善了腸胃道的問題，……像馬小姐他們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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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有問題的人，只要10分鐘，就能夠得到舒
緩，你只要試用一、二個月之後，你就會發覺
到……沒辦法改善的胃部疾病的問題，都可以
得到徹底的改進。」徐業麟：「……黃金牛蒡
我們在萃取它什麼東西，就是它表皮上面
的『綠原酸』，……用萃取的方式，綠原酸
多300倍，……綠原酸修補我們的腸胃壁黏
膜，避免胃酸傷害，還有改善我們胃部的發炎
出血、潰瘍穿孔、抗氧化，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腫瘤，避免導致癌化，增加對SARS、超級細菌
的抵抗力。」 徐業麟：「……黃金牛蒡的萃取
精華素裡面，它有第二個特殊的元素，也就是
我們所謂的『菊醣』，……它其實也是一種膳
食纖維，……有效降低胃腸幽門桿菌的生
長，可以幫助血液中膽固醇的平衡控制，促進
腸胃蠕動，解便秘……保健效果這麼好，還要
經過實驗室層層檢驗來把關……。（出現牛蒡
萃取過程，畫面上並有「GMP大藥廠為牛蒡嚴格
檢驗層層把關」之側標）」。來賓戴小姐：
「如果要吃黃金牛蒡的話，小朋友可以吃
嗎？還有老人家，他們跟西藥搭配的話沒有關
係？」徐業麟：「……基本上它是天然的成
分，它不含任何西藥的成分，所以大人、小孩
來吃都OK，尤其跟西藥配合完全沒有衝突，而
且它有輔助銜接一個療效的幫助。」見證人司
機大哥：「因為我們要隨時載客人到目的
地，開車的時候胃不舒服，我都吃牛蒡，牛蒡
是由國家級天然食品，專門在顧胃的，對胃的
幫助很大。」見證人司機大哥的老闆：
「……我的胃也不好啊，所以我吃牛蒡來修復
胃黏膜，我試了不錯才介紹給他們吃的，這吃
了絕對安心。」 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
商品，並介紹其成分、製造方式及效果，已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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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致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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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電影台

通傳播字
10000063520號
處分日期：
100/04/28

霜花店:朕
的男人

100/01/02
違反節目分
23:30~00:00 級處理辦法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送「霜花店:朕的男人」節
NT$300,000
目，標示為輔導級，內容改編韓國民間野
史，描述高麗皇帝與皇后及親衛隊長之間三角
情慾關係，並夾雜宮廷鬥爭等劇情。其中播
出：一、兩位男主角彼此肌膚緊貼，並激情擁
抱接吻。二、男主角將手伸入棉被中，作勢與
女主角交合。三、男女主角多段交歡過程
中，女主角跨騎至男主角身上、兩人身體交互
纏繞、男主角躺臥於女主角背上，身體隨交媾
動作與姿勢，劇烈起伏擺動等。其呈現之交媾
動作與呼吸喘息之聲音、表情，具強烈性意涵
的對白、聲音及動作，已逾越輔導級規定，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及電視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第9條規定。

18 高點傳媒股份有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084810號
處分日期：
100/04/29

健康大
道－健康
保胃戰

099/12/25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標榜「黃金牛蒡」內含綠原 罰鍰
NT$600,000
酸成分可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對於發
炎、潰爛的胃壁形成保護膜，可修補胃黏
膜、降低胃腫瘤發生，經過3位博士十多年研發
及高科技萃取分析，發現內含牛蒡菊醣、綠原
酸及精胺酸及可溶性纖維等成分(二)宣稱牛蒡
菊醣可分解乳酸、短鏈脂肪酸成益生菌原料並
轉化成蛋白質、維他命B群、維他命K、葉酸及
菸鹼酸等營養素，並具有壓制有害菌、降低肝
解毒負擔、改善便秘下痢、減少腸道腫瘤、抑
制膽固醇、合成酵素活性、清理肝膽毒素、增
加可溶鈣濃度、降低腸道酸鹼度及刺激腸黏膜
細胞增生等功能。(三)復標榜「黃金牛蒡」具
有以下成分：天然oligo寡糖及Bifidus菌、丙
酸、丁酸、可溶性纖維。(四)「黃金牛蒡」使
用者提出見證：林小姐：「經朋友介紹使用牛

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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蒡保胃食品，其和一般止痛藥不同，……吃完
一段時間發現胃整天都不痛，自從吃牛蒡保胃
食品不再胃痛」(五)播出「黃金牛蒡」功效
之VCR：「想要胃不痛必須中和胃酸、修補胃黏
膜，形成完好如初的保護膜，才能減輕潰瘍的
疼痛及癒合，具有抑制腸內壞菌、脂肪、醣類
的吸收及改善便秘等多種效益，且獲得國家的
健康認證，特殊的『牛蒡精華萃取液』就是你
脫離胃病的關鍵所在。」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特定商品「黃金牛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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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18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7,8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