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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播字
10000073630號
處分日期：
100/07/01

好運旺旺
來

099/11/28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地球上一草一木，包含每個人 罰鍰
身上皆有磁場，易經記載，數字的五行形成磁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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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黃恆堉：我們活在這空間會
有五行脈動，利用五行磁場圓滿改變運勢；透
過易經中的河圖洛書解說數字的五行，形成磁
場靈動與吉凶，補出生年月日中缺少的數
字，達到補運目的，且量身訂做，篆刻在具有
磁場的開運物品上。(三)理事長李羽宸：我們
在尼泊爾之南龍地方，找到龍脈石，刻上屬於
自己的靈動數字，這就是開運。(四)磁場研究
分析師夏珮馨：英國＜觀察家報＞報導，英美
科學家說近百年來，地球磁場開始變弱，它的
嚴重後果，包括人類的免疫系統明顯削弱，因
此我們如能佩戴有相關磁場的開運物品保護本
身，就可趨吉避凶，甚至可賺大錢，得到財富
跟好運。(五)節目中藉由人體氣場攝錄儀，檢
測人體七輪及氣場並利用血流機，檢測血流速
度，而此2種科學儀器即可驗證開運物品真的能
立刻改變人體磁場。另節目中播放見證者說明
配戴「開運物品－數字手（項）鍊」效果
之VCR：李先生及全家人佩帶數字手（項）鍊
後，無論是磁場、心情、家人感情變好，旺財
又開運。...(八)每節廣告中插播以下廣告：
「你想好命嗎 你想擁有更好的未來」趕快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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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播字

健康零距

099/11/23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來賓馬小姐宣稱：

股份有限公司

節目廣告化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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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品種叫黃金牛蒡，且要靠萃取的方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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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林先生：
「……因胃食道逆流，之前看了主持人廖峻介
紹黃金牛蒡，吃大概4天就有反應，改善很
多，但吃半年後，真的完全感覺很正常，什麼
都可以吃，感覺不到腸胃病存在。」前揭內容
明顯表現出媒體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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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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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27290號
處分日期：
100/07/01

1700中天
新聞

099/07/07
廣告超秒
16:56~17:38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7日16時56分7秒
至17時38分17秒播送之「1700中天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2分10秒，依規定得播
出7分2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8分10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1分8秒，此有
節目廣告監播表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

罰鍰
NT$500,000

4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西片台

通傳播字
10048027810號
處分日期：
100/07/01

靈異駭
客2：回魂
時刻

100/04/11
廣告超秒
19:14~21:00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4月11日19時14分18秒
至21時00分24秒播送之「靈異駭客2：回魂時
刻」節目，播送總時間為1時46分6秒，依規定
得播出17分41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
出18分20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39秒，電視節目廣告監播表為佐證，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罰鍰
NT$400,000

5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00200030號
處分日期：
100/07/04

冰冰好幸
福

100/04/08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說明「美麗素顏法」含 罰鍰
NT$400,000
有5重活膚隔離功效：光感潤色技術(潤色裸
妝)、海洋保濕膠原(清透保濕)、微粒MICA光纖
防曬、高純度左旋C及甘草酸(親膚性佳)。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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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深層修復，舒緩
發炎、痘痘、敏感肌膚，形成皮脂保護膜功
效，亦可提升肌膚抵抗力，並獲得多國專利認
證，及臨床實證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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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個月，即可改善所有皮膚狀況。主持人
白冰冰詢問:「……你到底用了什麼方法，這麼
快就恢復成這樣？」見證人回答:「……出門要
一至二小時，可是後來我用對方法，我只要2分
鐘，就可以很快速的出門。」主持人續問，你
說你有什麼美麗素顏法？見證人回
答:「對。」(三)現場由2位藝人及見證人，以

限公司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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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使用之化粧品，進行右半邊臉化妝時
間PK賽。見證人只花33秒，即完成所有化妝步
驟，還能令臉部自然透出裸妝感覺，不會悶
熱、油膩，讓肌膚在最快的時間裡面，兼具保
養、彩妝及修護功效，等同將所有化妝程序一
次解決。...畫面接續主持人塗抹自己肌膚，來
賓妍容敘述:「你現在在擦的時候，它裡面的成
分，已經在你的肌膚所吸收，……肌膚看起來
透亮的效果會看出來了。」Joyce補充:「不會
悶熱 不會油膩 很透氣」白冰冰:「真的 不會
很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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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全日通娛樂傳播

Z頻道

通傳播字
10000243670號
處分日期：
100/07/04

女神傳說

100/04/25
違反節目分
00:00~00:00 級處理辦法

容略如下:播出「女神傳說」節目，標示為保護 罰鍰
級，卻於普遍級時段播送，未依電視節目分級 NT$200,000
播送時段表規定播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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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規
定。

7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27130號
處分日期：
100/07/04

1100中天
新聞

099/07/06
廣告超秒
10:54~11:44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6日10時54分44秒
NT$500,000
至11時44分2秒播送之「1100中天新聞」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49分18秒，依規定得播
出8分13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3分30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5分17秒，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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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48027410號
處分日期：
100/07/04

霹靂謎城

099/08/21
廣告超秒
21:00~22:30

內容略如下:播送之「霹靂謎城」節目，播送總 罰鍰
NT$500,000
時間為1小時30分，依規定得播出15分之廣
告，實際共播出16分39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
過法律規定上限1分39秒，此有本會電視節目廣
告監看紀錄表可稽，並有潤利公司電視廣告監
測紀錄日報總表為輔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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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9 聯意製作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21600號
處分日期：
100/07/05

新聞最前
線

099/07/18
節目廣告化
21:00~00: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時播出「新聞最前線」節目
於21時15分許播出標題「”正妹賣臉”宅男想 NT$200,000
外拍 先花千元入會」、「正妹SNG跳錶收
費！60秒5塊錢」、「”點我就抽10趴”網路美
女賺外快」新聞，涉有為特定網
站（BeauTube正妹互動電視台）推介及宣傳內
容略述如下：(一)主播報導：「你想要近距離
和正妹接觸，為正妹模特兒拍照嗎？國內第一
個以正妹為號召，網路影音寫真頻道開站2週
後，頭一遭找來25位會員外拍，近距離看到模
特兒，真的是讓會員們樂翻，若以後想要像他
們這樣當攝影師，得先花上2,000元。」(二)記
者旁白：「25位幸運會員，被找來外拍試水
溫，但以後想像這樣，跟正妹面對面外拍，一
次得花2,000元。」畫面疊印「面對面外
拍2,000元」字幕。外拍會員：「之前都是透過
電子媒介，跟她們這樣接觸，這次能面對
面，當然更能夠刺激消費慾望。」(三)記者又
旁白：「真的一點也不貴，因為剛看到網路正
妹『真人版』，會員樂翻了！不只看到本人時
大聲『歡呼』，休息空檔，更迫不及待要『簽
名』」。外拍會員：「看到她們的照片，就覺
得她很漂亮，很欣賞她們。」記者：「辣妹模
特兒魅力，宅男無法擋，還有人用一張要價二
十多元的貼紙做美女相簿，業者看上這驚人消
費力，找來工作人員揹著通訊器材網路同時直
播，收費按時間跳，1分鐘5元，看30分鐘，跳
掉150元。」畫面疊印「5元/ X 30分
150元」字幕。(四)網站創辦人張熙紘稱：「希
望能夠讓會員更有購買我們點數的慾望」。記
者：「用近距離接觸刺激消費，要吸引超過9成
只用免費服務看正妹影音的會員浮上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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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付費服務』，因為開站後砸下百萬，有消
費力的會員卻只占5%，讓業者想盡辦法吸引會
員『消費』，但價格畢竟不便宜，有沒有
效？就得看宅男荷包夠不夠深。」(五)主播報
導:「其實這個影音頻道在國內算是新的嚐
試，卻能網羅不少在外拍界有三、四年資歷的
正妹加入，因業者祭出『誘之以利』，只要有
會員一下載，被點選的正妹就能抽1成，算下
來1個月進帳至少就有一、二千……」畫面出
現「5元/分 正妹寫實（時）片」字幕。前揭節
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網站（BeauTube正妹互
動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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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2,9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