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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48010470號
處分日期：
100/06/10

同伊

099/12/20
廣告超秒
19:59~21:15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2月20日19時59分38秒
至21時15分34秒播送之「同伊」節目，播送總 NT$400,000
時間為1小時15分56秒，依規定得播出12分39秒
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3分15秒之廣告，廣告
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36秒，此有本會節目廣
告監看紀錄表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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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48012750號
處分日期：
100/06/10

同伊

099/12/21
廣告超秒
11:59~13:15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2月21日11時59分38秒
至13時15分44秒播送之「同伊」節目，播送總 NT$300,000
時間為1小時16分6秒，依規定得播出12分41秒
廣告，惟實際共播出790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
過法律規定上限29秒，此有電視廣告監測記錄
表為佐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
規定。

3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48013120號
處分日期：
100/06/10

同伊

099/12/24
廣告超秒
10:59~12:14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2月24日10時59分35秒
至12時14分52秒播送之「同伊」節目，播送總 NT$500,000
時間為1小時15分17秒，依規定得播出12分32秒
廣告，惟實際共播出800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
過法律規定上限48秒，此有電視廣告監測記錄
表為佐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
規定。

4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00126730號
處分日期：
100/06/13

歐蕾
PRO-X 專
業方程式
系列40秒

099/12/20
違反法律強
22:48~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2月20日22時48分播送寶僑 罰鍰
家品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歐蕾 PRO-X 專業方 NT$100,000
程式系列」40秒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
「……改善皺紋……台灣著名皮膚專家盧靜
怡……」及「北市衛妝廣字第99100362號」等
文詞，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准之廣告核准內
容不符，案經民眾檢舉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與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先後查獲，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周孝怡
坦承略以：「案內廣告皆為本公司所刊播。產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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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屬性是一般化妝品。……本公司願意承擔違
規的罰款……請予以改正機會，並從輕處
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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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
臺幣19萬元，此有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100年3月22日北市衛藥食字第10032035500號
側錄光碟，以及100年5月30日北市衛藥食字
第10046986500號更正函可稽，並函知本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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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1660號
處分日期：
100/06/13

中
天1700新
聞

099/07/02
廣告超秒
16:54~17:43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中天新聞台頻道
於99年7月2日16時54分10秒至17時43分13秒播 NT$500,000
送之「中天1700新聞」節目，播送總時間
為49分3秒，依規定得播出8分11秒之廣告；惟
實際共播出13分6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
規定上限295秒，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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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2420號
處分日期：
100/06/13

中
天1100新
聞

099/07/03
廣告超秒
10:55~11:43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中天新聞台頻道
於99年7月3日10時55分28秒至11時43分2秒播送 NT$500,000
之「中天1100新聞」節目，播送總時間
為47分34秒，依規定得播出7分55秒之廣告；惟
實際共播出14分5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
規定上限6分10秒，此有本會節目廣告監看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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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興傳播股份有

國興衛視

通傳播字
10048023680號
處分日期：
100/06/13

自在零距
離

100/02/11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內容略如下：(一)「水溶性殼醣胺」可去除體
內有害物質，其帶有很強正電荷元素，為一高
生物性、高水溶性及高分子量的元素，能抓取
身體中毒素，有如掃毒大隊，並取出「水溶性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800,000

第 3 頁 / 共 21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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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01~100/06/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殼醣胺」產品實物加入果汁中，果汁下方出現
色素、香料及有毒物質等沉積物，並稱殼醣胺
抓取毒素物質後可排出體外，讓身體處於完全
無毒狀態，就不會有肝病、腎病、肺病情
形。(二)「水溶性殼醣胺」對高血壓、高血脂
及高血糖都有很好控制效果，能有效預防糖尿
病，幫助穩定血糖值，協調腎臟排毒功能，讓
人體抵抗力增強，不易產生過敏發炎現象，較
不易生病與老化，對於心臟、肝臟、脾臟、肺
部及腎臟各方面都有很好保養功效，最重要是
能完全代謝體內毒素。(三)標榜「水溶性殼醣
胺」可飯後吃，剛吃進去的食物或體內累積毒
素，經由腸胃消化「水溶性殼醣胺」後，能排
出毒素且不會造成腸胃負擔，不易傷胃，因此
殼醣胺最好是選擇水溶性、分子小、純度高及
能飯後使用，吸收度才會最好，一定可以成為
身體內最好清道夫。(四)「水溶性殼醣胺」使
用者提出見證：業務員孫先生原因急性肝炎及
敗血症住院1星期，出院後很注重身體保健，都
靠「水溶性殼醣胺」加強排毒，補充精氣
神，幫助肝臟排毒，當工作過度或太操勞
時，都靠「水溶性殼醣胺」恢復彩色人生，胃
口變佳、體力好、氣色圓潤，所以使用「水溶
性殼醣胺」幫助大，年輕人最大本錢是健康身
體，「水溶性殼醣胺」可幫助排除體內毒
素，是人生精氣神最大的依靠。前揭節目內容
推介、宣傳特定商品「水溶性殼醣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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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48023940號
處分日期：
100/06/13

健康滿百

100/02/26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內容略如下:(一)現場邀請臺商黃偉達宣稱：
「……因為在大陸做生意常常需要交際應
酬，造成身體與腸胃很大的負擔，而每當腸胃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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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悶悶、脹脹的時候，就會去藥房買一些胃
乳、制酸劑，回臺灣才發現已經胃發炎。後來
聽說有一個叫黃金牛蒡，從此我去大陸就不再
帶一些西藥的胃酸劑、胃乳，我就帶這個黃金
牛蒡，個人覺得是最有效果。」(出現牛蒡萃取
過程，並有知名藝人廖峻介紹之側標)。主持
人:「你認識黃金牛蒡，吃了之後它對你的胃病
的改善效果有多快？」黃偉達:「我覺得效果非
常的快。」（出現疊印字幕：只要10分鐘，得
到舒緩。）(二)徐業麟復宣稱：「我們這個黃
金牛蒡，許每一個臺灣民眾一個美好
的『胃』來……，你只要稍微有腸胃困擾的
人，下去10分鐘之內大概都可以緩解，你持續
這樣保養，基本上一到二個月的時間，你就會
發覺到原來你所有腸胃的問題，都可以得到徹
底的解決。」(三)來賓蔡太太見證：「……常
會有胃脹氣、腹痛、胃灼熱的狀況，一般就會
去藥房買胃散跟胃片吃，吃了之後便秘的情況
會加重，不吃的話胃又不舒服，有天看節目
時，有介紹一種萃取我們屏東的黃金牛蒡，它
有一種『菊醣』的成分可以解決便秘，又可以
照顧胃，我吃了1個禮拜，困擾我1個月的便秘
就整個解決了，最重要的是它改善了我胃脹氣
的毛病，尤其是小朋友，她們的便秘狀況也有
改善，腸胃的功能、吸收能力也有變好，故整
個學習能力、專注力都改善了。」......
(七)來賓張小姐：「小朋友也可以吃牛蒡精華
素嗎？」徐業麟：「我們這個牛蒡精華素它本
身是天然萃取，沒有西藥的成分，所以不管是
大人或者小孩都非常適合」，主持人:「有沒有
幾歲以下的不能吃？」徐業麟：「其實沒有都
可以吃，…….很小很小的朋友放在牛奶或是果
汁裡面，其實一起服用，效果也是非常

核處情形

第 5 頁 / 共 21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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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01~100/06/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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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era news年代
新聞

通傳播字
10000134000號
處分日期：
100/06/14

年代晚報

100/01/25
違反性侵害
18:56~18:57 犯罪防制法

罰鍰
內容略如下:「era news 年代新聞」頻
NT$60,000
道100年1月25日播出「年代晚報」節
目，於18時56分至18時57分許報導「國中警衛
涉性侵高校女 塞零用錢露餡」新聞時，播出以
下內容涉有揭露性侵被害人身分：畫面拍攝涉
嫌遭性侵的短髮高一女生，穿著有帽外套，背
對鏡頭，一見記者來訪，即在停置路邊之汽
車、摩托車、樹叢及旗幟中閃躲奔跑。 播出涉
嫌遭性侵女學生與母親等人談話之過程，並拍
攝其所就讀國中之大門及校園，部分畫面雖有
將該名女生、母親以及校名予以馬賽克處
理，惟已有足以辨識當事人身分之虞。受處分
人播出前開節目內容，業已報導足資識別被害
人身分之資訊，已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24060號
處分日期：
100/06/14

新聞八點
通

100/01/30
違反節目分
20:02~20:06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1月30日「新聞八點通」節 罰鍰
NT$400,000
目，播出以下新聞內容逾越普遍級規
定：20時2分許報導「江國慶37HRS凌遲 『痛苦
指數』破表」、「殘酷刑求屈打成招 江國慶索
命遺言」新聞時，主播說明：「……當時目擊
行刑現場的民眾說，江國慶臨終前的遺言堅稱
人不是他殺的，……，而執行前他咬牙切齒地
說他一定要化為厲鬼，向害他的人索命。」內
容翻拍犯人坐電椅，以及由北韓流出之刑求影
片畫面，並輔以字幕「八大酷刑訊問 江國慶索
命遺言點名陳肇敏」、「江國慶八大酷刑 電
擊、夜間體訓、強光照射、罰跪痛毆、冰塊冰
下體、以頭浸水、強逼吞沙、威脅活埋 37小時
恐怖偵訊」等內容。並輔以播出下列內容：播
出電影「風聲」、「艋舺」刑求虐人畫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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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逼供刑求放惡犬」，畫面出現抹香料於
人胸前並放惡犬咬人，「狼犬衝上前狠狠撕咬
受刑人身體，瞬間血肉模糊」等內容。播出電
影「滿清十大酷刑」畫面，出現被虐影像及慘
叫聲，並以口述及文字說明「滿清十大酷刑
」內容：「剝皮」酷刑：僅僅一刀，即皮膚肌
肉分兩半;「站立絞刑」：以尖銳物穿腸破
肚，死狀悽慘，苦不堪言等內容。在報導該則
新聞時，雖然部分畫面已經馬賽克處理，惟因
長時間不斷重複出現刑求等暴力、血腥、恐怖
行為，且描述刑求內容細節，內容逾越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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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13條規定。
11 八大太陽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娛樂K台

通傳播字
1000014170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健康存款
簿

100/02/26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問：經過萃取的「黃 罰鍰
金牛蒡」對於腸胃保健有這麼好的效果嗎？來 NT$200,000
賓徐業麟回答：屏東所種植的「黃金牛蒡」一
定要經過萃取，可從其牛蒡表皮中萃取出菊
醣，是一種可溶性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
動，改善便秘問題及提供腸道有益菌，腸道有
益菌越多，壞菌越少。只有經過萃取的屏
東「黃金牛蒡」才含有菊醣及綠原酸成分，能
幫助腸胃保健。(二)現場觀眾問：使用萃取的
屏東「黃金牛蒡」，能否根治胃病？胃疼痛
時，使用萃取黃金牛蒡，疼痛多久會消失？小
朋友可吃牛蒡精華素嗎？徐業麟回答：黃金牛
蒡和西藥一起合用，可達到非常好改善效
果，其能修補胃黏膜，改善腸胃疾病，從此擺
脫西藥依賴。使用萃取「黃金牛蒡」10分鐘就
可達到胃痛舒緩，持續使用2個月，改善效果可
非常徹底。牛蒡精華素是天然萃取，無西藥成
分，對於大人、小孩都非常適合，小朋友可以
放在牛奶或果汁中一起服用，效果非常好，對
於小朋友注意力、學習力及體格都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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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三)標榜「黃金牛蒡」具有以下成分：牛
蒡菊醣、綠原酸、精氨酸、牛蒡酸、果
膠。(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證：台商黃先
生：原有胃炎情形，聽說「黃金牛蒡」是台灣
製造的，應該品質很好，到大陸時亦携帶萃取
的黃金牛蒡，真的是最有效果。主持人：你
吃「黃金牛蒡」後，對於胃病改善效果如
何？黃先生：吃後即便很痛，效果也非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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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通傳播字
1000017651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財神聚寶
盆

100/03/09
節目廣告化
12:00~13:00

之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持續疊印「五路財
神全新改版」、「『全身版』快來體驗」、
「本節目僅供軟體教學」字樣。(二)主持人宣
稱：投資朋友阿凱鼓勵你，股票不多，這些電
腦選的股票，投資朋友如果你照著系統走，可
以從頭抱到尾而且不會怕，都是在低檔佈
局，一樣行情有的人賺錢，有的人賠錢，原因
一是心態，二是工具。並取出「五路財神」圖
卡宣稱：「投資朋友還是鼓勵我們的『五路財
神』，不只教你進出，還可在盤中自動搜尋飇
股，不用手指按鍵，不用選什麼條件、步
驟，飇股會自己來報到。」(三)於節目中每節
廣告插播「全新推出五路財神、東財神讓你支
支賺漲停、南財神指數當沖波段我最神、西財
神讓你股市永遠賺不停、北財神風險控管我最
行、中財神讓你好運一年又一年、東南西北中
五路財寶幫你賺在手中、五路財神盤中自選飆
股幫您五路進財、五路財神是您在股市唯一明
燈、發財專線028967一1717」字樣及旁白廣
告，與節目中推介「五路財神軟體」產品相搭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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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五路
財神」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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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1325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中
天1100新
聞

099/07/04
廣告超秒
10:56~11:43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4日10時56分9秒
NT$500,000
至11時43分57秒播送之「中天1100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7分48秒，依規定得播
出7分58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4分10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372秒，及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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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4802234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冰冰好幸
福

099/07/24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強調穩定快樂法成分及功
效(遠離糖尿病四步驟)：第一步驟降糖、第二 NT$100,000
步驟穩定、第三步驟「解毒」、第四步驟「活
化」(二)說明西醫治療糖尿病的方法是以吃藥
打針方式，快速降血糖，是治標的方法，會產
生不良反應及副作用;而藥物之長期服用將會造
成肝腎的損害，打針則易造成傷口，如傷口照
顧不好，易引發蜂窩性組織炎，甚而截肢。雖
然有效，但是也是不好。(三)強調穩定快樂法
為純漢方配方，是二百多年前即有的古傳方
法，以現代科技萃取精華，並搭配科學去蕪存
菁，用非常精確的計量方式，利用君臣佐使的
黃金比例調配而出，將所有可能毒素全部去
除，使藥性完全發揮，在家無法自行調配熬
煮。可直接針對糖尿病的源頭-胰臟分泌胰島素
的問題，作一很好的調理與控制改善，對於身
體並無任何傷害性。(四)見證來賓郭亞倫先生
說明，已罹患10年糖尿病，深受糖尿病症所
苦，並陳述:「…我的朋友跟我介紹說…介紹一
套好的方法…我吃了之後，使用以後…我以前
的血糖，我去檢查四百多呢…現在喔 我吃
了1個星期，降到剩100，100左右。…」、「現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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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管怎麼操怎麼賺都不會累 所以說 真的 這
套方法真的是糖尿病患的福音。」於現場並取
出醫院之血糖檢測表單，實證先前血糖值原
為442，現已下降至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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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9條第1項規定
15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4802365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全民好健
康

100/02/26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內容略以如下：(一)主持人問：經過萃取「黃 罰鍰
金牛蒡」對於腸胃保健有這麼好的效果嗎？來 NT$600,000
賓徐業麟回答：「黃金牛蒡」一定要經過萃
取，從其表皮中萃取出菊醣，它是一種可溶性
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動，改善便秘問題及
提供腸道有益菌，腸道有益菌越多，壞菌就越
少。牛蒡中另一重要成分綠原酸，可修補腸胃
黏膜，避免胃酸傷害，改善胃壁發炎、出
血、潰瘍穿孔，具有抗氧化作用及避免胃腫瘤
導致癌化。只有經過萃取的屏東「黃金牛
蒡」才含有菊醣及綠原酸成分，能幫助腸胃保
健。(二)現場觀眾問：使用萃取的屏東「黃金
牛蒡」，能否根治胃病？回答：黃金牛蒡和西
藥一起使用，可達到非常好改善效果，其能修
補胃黏膜，改善腸胃疾病，從此擺脫西藥依
賴。使用萃取「黃金牛蒡」10分鐘後就可得到
舒緩，持續使用2個月，可徹底保健腸胃。牛蒡
精華素是天然萃取，無西藥成分，對於大
人、小孩都非常適合，小朋友可以放在牛奶或
果汁中一起服用，效果非常好，對於小朋友注
意力、學習力及體格都有幫助。(三)標榜「黃
金牛蒡」具有以下成分:牛蒡菊醣綠原酸、精氨
酸、牛蒡酸、果膠(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
出見證：黃先生原有胃炎情形，聽說「黃金牛
蒡」是臺灣製造的，應該品質很好，到大陸時
亦携帶萃取的黃金牛蒡，真的是最有效果。主

第 10 頁 / 共 21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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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01~100/06/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持人：你吃「黃金牛蒡」後，對於胃病改善效
果如何？黃先生：即使很痛，吃後效果也非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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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4802367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健康大道

100/02/18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問：經過萃取「黃金
牛蒡」對於腸胃保健有這麼好的效果嗎？來賓
徐業麟回答：「黃金牛蒡」一定要經過萃
取，從其表皮中萃取出菊醣，它是一種可溶性
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動，改善便秘問題及
提供腸道有益菌，腸道有益菌越多，壞菌就越
少。整個腸道變成適合益菌生長環境，便會百
毒不侵，因益菌可提高免疫力，在體內產生免
疫球蛋白，有便秘及過敏性鼻炎小朋友，經由
改善腸道問題，也能改善過敏症狀。只有經過
萃取的屏東「黃金牛蒡」才含有菊醣及綠原酸
成分，能幫助腸胃保健。(二)現場觀眾問：使
用萃取的屏東「黃金牛蒡」，能否根治胃
病？回答：黃金牛蒡和西藥一起使用，可達到
非常好改善效果，其能修補胃黏膜，改善腸胃
疾病，從此擺脫西藥依賴。使用萃取「黃金牛
蒡」10分鐘後就可得到舒緩，持續使用2個
月，可徹底保健腸胃。牛蒡精華素是天然萃
取，無西藥成分，對於大人、小孩都非常適
合，小朋友可以放在牛奶或果汁中一起服
用，效果非常好，對於小朋友注意力、學習力
及體格都有幫助。(三)標榜「黃金牛蒡」具有
以下成分：牛蒡菊醣、綠原酸、精氨酸、牛蒡
酸、果膠。(四)「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
證：黃先生：原有胃炎情形，聽說「黃金牛
蒡」是臺灣製造的，應該品質很好，到大陸時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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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携帶萃取的黃金牛蒡，真的是最有效果。主
持人：你吃「黃金牛蒡」後，對於胃病改善效
果如何？黃先生：吃後即使很痛，吃後效果也
非常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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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華藏世界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播字
10048024520號
處分日期：
100/06/17

健康好棒

100/02/13
節目廣告化
09:00~10: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現場邀請臺商黃偉達宣稱：
NT$200,000
「……因為在大陸做生意常常需要交際應
酬，造成身體與腸胃很大的負擔，每當腸胃感
到悶悶、脹脹的時候，就會去藥房買一些胃
乳、制酸劑，然後吃一吃很快就好了，回臺灣
就醫時才發現已經胃發炎，後來聽說有一個叫
黃金牛蒡，從此我去大陸以後就不再帶一些西
藥的胃酸劑、胃乳，我就帶這個黃金牛蒡萃
取」(出現牛蒡萃取過程，畫面上並有知名藝人
廖俊介紹」之側標)」。主持人:「你認識黃金
牛蒡吃了之後它對你的胃病的改善效果有多
快？」黃偉達:「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快」畫面疊
印:「只要10分鐘 得到舒緩」。(二)徐業麟宣
稱：「我們這個黃金牛蒡，許每一個臺灣民眾
一個美好的『胃』來……，你只要稍微有腸胃
困擾的人，下去10分鐘之內大概都可以緩
解，你持續這樣保養，基本上一到兩個月的時
間，你就會發覺到原來你所有腸胃的問題，都
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畫面疊印:「黃金牛
蒡，還你一個美好的『胃』來」。(三)來賓蔡
太太見證：「……常會有胃脹氣、腹痛、胃灼
熱的狀況，一般就會去藥房買胃散跟胃片
吃，吃了之後便秘的情況會加重，不吃的話胃
又不舒服，有天看節目時介紹一種萃取我們屏
東的黃金牛蒡，它有一種『菊醣』的成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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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便秘，又可以照顧胃，我吃了1個禮拜，困
擾我一個月的便秘就整個解決了，最重要的是
它改善了我胃脹氣的毛病，尤其是小朋友，她
們的便秘狀況也有改善、腸胃的功能、吸收能
力也有變好，故整個學習能力、專注力都改善
了。」(四)來賓張小姐稱：「小朋友也可以吃
牛蒡精華素嗎？徐業麟：「我們這個牛蒡精華
素它本身是天然萃取，沒有西藥的成分，所以
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都非常適合」，主持
人:「有沒有幾歲以下的不能吃？」徐業麟：
「其實沒有都可以吃，……很小很小的朋友放
在牛奶或是果汁裡面，其實一起服用，效果也
是非常好。」(五)另以圖卡說明黃金牛蒡萃取
之4大基本元素之功效：菊醣、綠原酸、精氨
酸、牛蒡酸、果膠。前揭節目內容顯表現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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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八大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八大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00127800號
處分日期：
100/06/20

健康存款
簿

100/02/22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內容略如下：(一)「水溶性殼醣胺」可去除體
內有害物質，其帶有很強正電荷元素，為一高
生物性、高水溶性及高分子量的元素，能抓取
身體中毒素，有如掃毒大隊，並取出「水溶性
殼醣胺」產品實物加入果汁中，果汁下方出現
色素、香料及有毒物質等沉積物，稱殼醣胺抓
取毒素物質後可排出體外，讓身體處於完全無
毒狀態，就不會有肝病、腎病、肺病情
形。(二)「水溶性殼醣胺」對高血壓、高血脂
及高血糖都有很好控制效果，能有效預防糖尿
病，幫助穩定血糖值，協調腎臟排毒功能，當
體內過敏原多時，可利用「水溶性殼醣胺」有
效排除過敏原與提高免疫系統，讓人體抵抗力
增強，不易產生過敏發炎現象，較不易生病與
老化，「水溶性殼醣胺」可幫助達到窈窕體
態，對於心臟、肝臟、脾臟、肺部及腎臟各方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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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很好保養功效，最重要是能完全代謝體
內毒素......(五)「水溶性殼醣胺」使用者提
出見證：業務員孫先生原因急性肝炎及敗血症
住院1星期，出院後便很注重身體保健，都
靠「水溶性殼醣胺」加強排毒，補充精氣
神，幫助肝臟排毒，當工作過度或太操勞
時，都靠「水溶性殼醣胺」恢復彩色人生，胃
口變佳、體力好、氣色圓潤，所以使用「水溶
性殼醣胺」幫助大，年輕人最大本錢是健康身
體，「水溶性殼醣胺」可幫助排除體內毒
素，是人生精氣神最大的依靠。前揭節目未與
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
19 好萊塢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播字
10000130990號
處分日期：
100/06/20

清糖一極
棒

100/02/24
節目廣告化
16:00~17:00

內容略如下：(一)見證人嚴女士說明：「有一 罰鍰
天看電視……我們有認證的『清糖速』，想說 NT$800,000
嘗試看看，結果吃了真的不錯，醫生跟我
說……我血糖值都很正常了……現在胰島素都
很少在打，看到美食又可以吃。」(二)節目中
宣稱，台灣這幾年來，許多領先國際的相關研
究，已在知名的國立大學的醫學實驗室，從紅
麴與野生紅心芭樂等天然產物中，萃取出能有
效穩定與預防高血油、高血壓的清糖速，且獲
得國家的實質認證肯定。(三)知名養生保健專
家徐業麟宣稱：「我們萃取是要它的有效成
分（畫面中有紅心番石榴萃取粉末一盤，畫面
並有側標－『紅心芭樂萃取最好 台灣新科技結
晶』），通過國家認證，國家核可的……生物
科技的一個萃取方式，我們能有效利用它的成
分，而不會攝取過多，可能造成我們糖份升高
的危險例子，要萃取有效的芭樂成分，而不是
每天三餐都要啃芭樂。」(四)見證人李先生說
明：「之前一天吃24顆西藥，會煩惱以後會不
會洗腎，……幸好朋友介紹電視上那個『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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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使用三個多月以後，真的很明顯，現
在已經改善到1天只變成吃2顆，1顆高血
壓、1顆降血糖的，已經控制到我的血糖很穩定
了。」(九)主持人吳中純說：「『清糖速』它
有什麼特色？」(十)營養師徐愛婷說明：
「1、阻止最多種醣類吸收；2、能穩定血糖
值；3、品質有國家的健康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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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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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24290號
處分日期：
100/06/20

健康滿百

100/02/27
節目廣告化
15:00~16: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問：經過萃取的「黃 罰鍰
金牛蒡」對於腸胃保健有這麼好的效果嗎？來 NT$600,000
賓徐業麟回答：屏東所種植的「黃金牛蒡」一
定要經過萃取，可從其牛蒡表皮中萃取出菊
醣，是一種可溶性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
動，改善便秘問題及提供腸道有益菌，腸道有
益菌越多，壞菌越少。只有經過萃取的屏
東「黃金牛蒡」才含有菊醣及綠原酸成分，能
幫助腸胃保健。(二)現場觀眾問：使用萃取的
屏東「黃金牛蒡」，能否根治胃病？胃疼痛
時，使用萃取黃金牛蒡，疼痛多久會消失？小
朋友可吃牛蒡精華素嗎？徐業麟回答：黃金牛
蒡和西藥一起合用，可達到非常好改善效
果，其能修補胃黏膜，改善腸胃疾病，從此擺
脫西藥依賴。使用萃取「黃金牛蒡」10分鐘就
可達到胃痛舒緩，持續使用2個月，改善效果可
非常徹底。牛蒡精華素是天然萃取，無西藥成
分，對於大人、小孩都非常適合，小朋友可以
放在牛奶或果汁中一起服用，效果非常好，對
於小朋友注意力、學習力及體格都有幫
助。(三)標榜「黃金牛蒡」具有以下成分：牛
蒡菊醣、綠原酸、精氨酸、牛蒡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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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五)「黃金牛蒡」使用者提出見證：台商
黃先生原有胃炎情形，聽說「黃金牛蒡」是台
灣製造的，應該品質很好，到大陸時亦携帶萃
取的黃金牛蒡，真的是最有效果。主持人：你
吃「黃金牛蒡」後，對於胃病改善效果如
何？黃先生：吃後即便很痛，效果也非常快。
「黃金牛蒡」許台灣民眾一個美
好「胃」來，只要有腸胃困擾者，吃完10分鐘
都可得到舒緩，持續保養一、二個月，可徹底
解決所有腸胃問題，「黃金牛蒡」止痛速度不
輸胃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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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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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00145230號
處分日期：
100/06/22

東森晚間
新聞

100/01/25
違反性侵害
18:52~18:54 犯罪防制法

內容略如下:於18時52分至18時54分播送「女兒 罰鍰
哪來1千元？爆遭國中警衛性侵」報導時，播出 NT$60,000
以下內容涉有揭露性侵被害人身分：主播吳宇
舒於播報新聞時，其後方畫面播出一名身著帽
外套之短髮女生背對鏡頭，於停置路邊之汽
車、摩托車、路邊樹叢及路邊旗幟中，快速閃
躲、奔跑；另於18時53分38秒至45秒再度播出
前揭畫面。近距離拍攝桃園某國中之校門外
觀，並出現校園內部景觀及學生制服等。 受處
分人播出前開節目內容，業已報導足資識別被
害人身分之資訊，已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

2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娛樂台

通傳播字
10000106840號
處分日期：
100/06/24

閩台旺旺
遊

100/02/13
違反節目分
17:00~18: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出現將蛇的頭以剪刀活生生剪下
畫面，並以容器承接身體流出之血液，主持人
並說明：「……雖然把頭剪掉了，但尾巴還是
在動……」、「你看這個蛇的生命力真的很強
欸，牠頭已經被剪掉，可是身體還是在
動……」，有蛇頭、蛇身分屍特寫，用手擠捏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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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身取血鏡頭及出現宰殺蛇身畫面，主持人：
「這就是蛇鞭，……一條蛇兩個鞭……。」等
言。播出活兔餵蛇情節，出現手持活兔餵
蛇，蛇咬住兔子並以身體捲曲重壓使其窒
息、變形以利進食，兔子在蛇吻之下不斷掙
扎，最後仍被蛇大口吞食等情節。旁白說明：
「……像牠捲食物之後，讓牠心臟麻
痺……，死掉之後就會開始吞……。」畫面仍
可清楚辨認蛇身緊纏兔子的兔耳、兔腳等部位
後逐漸被吞食。 前揭節目播出內容，部分畫面
雖以黑白效果及馬賽克處理，惟因仍可清楚辨
識暴力、血腥、恐怖行為，且對活兔餵蛇內容
進行詳細描述，內容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23 霹靂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00136970號
處分日期：
100/06/24

冰冰好幸
福

100/02/23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現場邀請來賓依依見證：
「我就是用這個『自然靚顏法』而且它有一點 NT$400,000
拉提的作用，讓我輕鬆60秒就可以。」並以裸
妝前(膚色暗沉）及裸妝後（光澤白皙更透
亮）照片比照說明，此時畫面疊印：「找對正
確方法只要60秒 打造完美裸妝So
Easy。」(二)節目中Joyce說明：「現在保養品
已經進入到醫療級保養品」，強調「自然靚顏
法」有醫療級的效果，擦起來完全不油膩、不
悶熱。此時畫面疊印：「清爽不油膩 不悶
熱」，另宣稱「自然靚顏法」有五重活膚隔離
功效，並以圖卡說明其成分、功效及作
用：１、光感潤色技術(潤色裸妝)：自然明亮
裸妝效果。２、兩大專利修護配方-表皮再造精
華、高抗氧靈芝修護專利(修護再生)：深層修
護、舒緩發炎、痘痘，獲多國家認證，並經臨
床證實有效。３、微粒MICA完美防曬(防曬隔
離)：光纖微奈米遮蔽網，阻隔100%紫外線，透
氣、不油、不悶熱。４、高純度左旋C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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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美白抗皺)：迅速吸收，美白、抑制黑色素
生成，改善斑點、皺紋、細紋鬆弛。５、海洋
保濕膠原(清透保濕)：長效深層保濕，恢復緊
緻彈力。(三)強調使用含五重功效之「自然靚
顏法」，可令肌膚達致潤色裸妝、修護再
生、防曬隔離、美白抗皺、清透保濕之效
果，針對長痘痘的肌膚，只要使用2個月，肌膚
即水噹噹，是1次到位、All in one五合一的好
方法。且黑斑也會好，雀斑則約三個月左
右，此時畫面疊印出：「3個月雀斑改善」、
「3個月淡化斑點」；另田璐璐問：「像我這個
先天的也會淡化掉？」Joyce稱：「當然也
會」，又說明臉上不管是深層或淺層的斑
點，用「自然靚顏法」都會慢慢幫你淡化，不
管是先天或後天，體內或是陽光造成的斑
點，它都是有效果的。(四)另見證者來賓依依
說明:「因為我上了這個之後去海邊玩，……不
管再大的浪打來都一樣……。」因此，現場即
由主持人白冰冰測試效果，將卸妝油加水，噴
灑於見證人塗抹「自然靚顏法」之臉部，證明
其完全不脫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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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
24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152320號
處分日期：
100/06/24

誠心來作
伙

100/01/10
節目廣告化
18:00~00:00

內容略如下：(一)觀眾於節目中打電話訂購產 罰鍰
品：觀眾：買1個大的金爐，住台北景美，曾購 NT$600,000
買你許多東西。主持人：我的東西好用嗎？觀
眾：好用，腰帶、清潔劑都購買，買1個大金
爐。其他觀眾接續打電話訂購金爐。(二)主持
人宣稱感謝電視機前觀眾，對於主持人推出東
西有信心、爭相購買，且打電話感謝，此東西
對於住在城市的人有很大困擾，又怕祖先收不
到，收到時又怕鄰居抗議，祖先不知有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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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眾先佛不知有無收到，感謝建誠老師找到
這麼好的東西，環保一定要做，不能不燒，否
則祖先無東西可用。(三)觀眾於節目中打電話
訂購產品：觀眾：購買2個金
爐……買1大1小。主持人：神明一定要用大
的，祖先小的，……尊敬神明要用大的，祖先
無法比神明大，所以是小的，大、小桶在此分
別，公司行號數量多，要買大的，敬拜家中祖
先，買小桶即可，家裡用小桶的，小桶的燒
光，祖先就很高興。觀眾:要買大的金
爐。(四)主持人復宣稱現在是講究環保時
代，有此種產品又純手工的，今天在「誠心來
作伙」節目中，跟朋友推薦，每個人都能接
受，尤其過年快到了，1次都買1組，大、小
桶1組(五)於節目畫面持續疊印「05 5339068
服務0800 033 889、0800 255 369」字樣及於
螢幕下方插播「誠心少煙環保聚財金
爐、100％手工台灣造、大尺寸金爐、直
徑1尺35、高90公分、原價3,500元、特
價2,800元、小尺寸金爐、直徑1尺、高60公
分、原價2,000元、特價1,500元」等字幕，並
播出「誠心少煙環保聚財金爐」產品廣告與節
目內容相搭配。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誠
心少煙環保聚財金爐」特定商品，並有廣告與
節目內容相搭配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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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鼎豐傳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恆生財經台

通傳播字
10000189560號
處分日期：
100/06/24

股市全芳
位

100/03/21
節目廣告化
14:30~15:00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李蜀芳針對不同概念股作簡 罰鍰
NT$100,000
要分析後，拿出圖卡說明，藉以招募會
員:「……當市場上面極度悲觀的時候，有太多
的反彈的強勢超級強股，而且你利用這樣一個
區間裡面，……台股已經把日本下跌地震上面
的指數都補過來，個股上面也是如此，所以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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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裡面，全新的投資組合，給你舊會員續約的
價格588的專案，會期我們從4月1日再起
算……」。於節目最後，主持人再次拿出圖卡
表示：「……形成超級之中的強股，……跟著
我們在全新的投資組合裡面，共同的在低檔之
中做布局，給你舊會員續約的價格588的專
案，會期我們從4月1日再起算，但是全新的佈
局投資組合，從現在就開始喔！」於每節廣告
時段，均播出節目分析師所屬永誠國際投顧公
司之廣告：「我們堅持專業，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累積經驗凝聚實力……投顧界永遠誠信的
品牌，永誠國際投顧 02-2523-1188」、「股市
裡一道『蜀』光出現了，散戶常因投資資訊的
缺乏，而造成投資的苦果，唯一真正擁有法人
實戰操盤經驗，……為投顧界建立全新典
範，我對我的操作絕對負責，相信會員也能賺
到錢，永誠國際投顧，給您全方位的理財
觀，入會專線02-2523-1188」。前揭內容明顯
表現出媒體為特定服務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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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優視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優視親子
台〈MOMO親子
台〉

通傳播字
10048026650號
處分日期：
100/06/24

NEW
OLAY...專
業方程式

1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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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4月10日播送寶僑家品股份 罰鍰
NT$100,000
有限公司託播之「NEW OLAY PROFESSIONAL
PROx 專業方程式」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
「……經皮膚專業測試 28天顯著抗皺……改善
皺紋……台灣著名皮膚專家盧靜怡……」等文
詞，涉與核准（北市衛粧廣字第99110488號化
粧品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宣稱虛偽誇大詞
句，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民
眾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信箱檢舉暨行政院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桃園縣政府衛
生局、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與臺北市政府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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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先後查獲，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周孝怡坦
承略以：「案內廣告皆為本公司所刊播。產品
屬性是一般化妝品。……本公司願意承擔違規
的罰鍰……本公司也將在最短時間內將修
正，請予以改正機會，並從輕量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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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
幣14萬元，此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0年6月1日
北市衛藥食字第10034408600號裁處書及側錄光
碟可稽，並函知本會在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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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育樂台

通傳播字
10000256170號
處分日期：
100/06/27

NEW OLAY
...專業方
程式

10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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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0年4月4日播送寶僑家品股份 罰鍰
NT$100,000
有限公司託播之「NEW OLAY PROFESSIONAL
PROx專業方程式」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
「……經皮膚專業測試28天顯著抗皺……改善
皺紋……台灣著名皮膚專家盧靜怡……」等文
詞，涉與核准（北市衛粧廣字第99110488號化
粧品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宣稱虛偽誇大詞
句，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民
眾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信箱檢舉暨行政院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桃園縣政府衛
生局、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與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先後查獲，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周孝怡坦
承略以：「案內廣告皆為本公司所刊播。產品
屬性是一般化妝品。……本公司願意承擔違規
的罰款……本公司也將在最短時間內修正，請
予以改正機會，並從輕量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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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寶僑家
品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4萬元，此有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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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衛生局100年6月1日北市衛藥食字
第1003440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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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新聞台

份有限公司

罰鍰：

28 件

警告：

通傳播字
10000125910號
處分日期：
100/06/28

0 件

民視大現
場

100/02/18
節目廣告化
20:24~20:25

核處金額：

NT$10,620,000 元

內容略如下:於20時24分至20時25分許報導標題 罰鍰
為「頭頂芭蕾女舞者功夫了得！」、「世界 NT$200,000
唯一 女子頭頂芭蕾 功夫了得！」、「芭蕾踩
頭頂 女舞者默契從小培養」、「正宗“空中飛
人”觀眾捨不得眨眼」、「民眾包遊覽車看特
技 值回票價」之新聞，內容報導國內很久沒有
看到的空中飛人以及全世界唯一雙人頭頂芭蕾
的馬戲特技表演，遊樂場現場並訪問遊玩民眾
表示：「很好看一級棒，現在全臺灣節目最好
的就是這個地方」、「我從宜蘭五結來到這
邊，我們的客人專程包遊覽車，就是專程來看
這場表演，真的好看」，文字記者並於新聞末
段口述：「民眾專程從宜蘭包遊覽車到台
中，就是為了一睹難得一見的馬戲特技表
演，想欣賞精彩演出的民眾，不妨到臺中月眉
糖廠來看看一飽眼福。」前揭內容藉由報導馬
戲精彩表演，為臺中月眉糖廠遊樂場進行宣
傳，已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廠商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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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