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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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台灣番薯傳播事

國衛頻道

通傳播字
10000236720號
處分日期：
100/08/16

電話廣告

100/03/22
妨害公共秩
01:09~00:00 序或妨害善
良風俗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3月22日凌晨1時9分許播出 罰鍰
之電話廣告，以女子身著內衣躺在床上或沙發 NT$200,000
上表演性暗示姿勢及做出各種挑逗性動作，且
從各角度特寫女子胸部、臀部、嘴唇等鏡
頭，並有「喇叭情人試玩會 口技一流 又嗆又
辣保證讓你酥酥0941-488-520快來跟我玩
喔」、「玩美情人 想要愛人手機55-1238 市
話0951-376-666」、「台灣妹大陸妹不稀奇 金
絲貓與您一對一 0941-424-888」、「 哥哥快
來電 妹妹陪你聊整夜551-217 0951-375-375辣
妹聊天室 台灣妹 一對一線上聊天」、「快樂
聊天室 線上退火 保證快樂0941-888-888」、
「特別的愛 只給特別的你0951-100-988」、
「今夜你想幹什麼 愛愛濕樂園 溫暖唇瓣 愛愛
不打烊 最激情享受0941-488-999」等之性暗示
動作、言詞、聲音及字幕等情節，內容有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3款規定。

2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00255870號
處分日期：
100/08/16

三立新
聞8點檔

100/05/19
節目廣告化
20:50~00:00

內容略述如下：寇乃馨說明：「我跟你講 真的 罰鍰
是衣服厲害」。節目中提到：「哇 真的可以這 NT$200,000
樣拉耶 事業線直接多了3吋」。記者旁白說
明：「請塑身達人喬一喬、拉一拉，竟幫寇乃
馨調出22腰的傲人曲線，量身訂做的塑身
衣，可任意調整鬆緊，到底是啥麼原理？」 塑
身達人莊碧玉：「這種特色就是說，我可以放
鬆也可以拉緊，拉緊的話，你可以馬上塑
腰，如果說我今天可能有一點不舒服，我要放
鬆OK，（布料）一定是要內衣專用，像我們雕
塑身材專用那種，無感纖型布料，它的結實度
才夠」。 記者又說明：「靠著特殊布料和剪裁
設計，正港MIT的創意，還申請到專利，即使走
高檔路線，要價上萬起跳，仍舊締造一年業績
上億，塑身衣讓愛美女性喬出好身材，似乎也

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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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要塑造出夏天市場熱呼呼的買氣」。新聞副
標：瞬間喬出好身材 塑身衣瞄準夏熱銷旺
季。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塑身衣」，並
介紹、說明其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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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蓬萊仙山電影電

蓬萊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33640號
處分日期：
100/08/16

電話廣告

100/03/22
妨害公共秩
02:54~00:00 序或妨害善
良風俗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3月22日凌晨1時9分許播出 罰鍰
之電話廣告，以女子身著內衣躺在床上或沙發 NT$200,000
上表演性暗示姿勢及做出各種挑逗性動作，且
從各角度特寫女子胸部、臀部、嘴唇等鏡
頭，並有「喇叭情人試玩會 口技一流 又嗆又
辣保證讓你酥酥0941-488-520快來跟我玩
喔」、「玩美情人 想要愛人手機55-1238 市
話0951-376-666」、「台灣妹大陸妹不稀奇 金
絲貓與您一對一 0941-424-888」、「 哥哥快
來電 妹妹陪你聊整夜551-217 0951-375-375辣
妹聊天室 台灣妹 一對一線上聊天」、「快樂
聊天室 線上退火 保證快樂0941-888-888」、
「特別的愛 只給特別的你0951-100-988」、
「今夜你想幹什麼 愛愛濕樂園 溫暖唇瓣 愛愛
不打烊 最激情享受0941-488-999」等之性暗示
動作、言詞、聲音及字幕等情節，內容有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3款規定。

4 台灣番薯傳播事

國衛頻道

通傳播字
10000068220號
處分日期：
100/08/19

好運旺旺
來

099/12/02
節目廣告化
11:00~12:00

內容略如下：(一)地球上一草一木，包含每個
人身上皆有磁場，易經記載數字的五行形成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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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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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股份有限公司

業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100,000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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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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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播放見證者說明佩戴「開運物品－數字
手（項）鍊」效果之VCR：1、外景主持人姮
均：自己佩戴數字手鍊後磁場能量變好，整個
運氣超好，工作滿檔，體力及氣色皆變好，想
法變得很正面，我真的太感謝它了。２、陳老
闆：未佩戴前易疲勞，自從戴數字手（項）鍊
後精神變好，戴這個十幾天而已，體會這個東
西對人體及循環有幫助，現在精神百倍，睡眠
變好，我真的太感謝它對我的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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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356710號
處分日期：
100/08/22

DITOUNA立
雪白-化粧
品廣告

10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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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0年2月25日、3月4日、3月8日、3月11 NT$400,000
日、3月25日、4月1日、4月8日、4月11日、4月
12日、4月15日、4月25日、5月6日及同月13日
播送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之「DITOUNA立雪
白」、「肌膚嫩白回齡霜」、「AMINO醫美修護
奇肌」、「晶亮極嫩精華」、「DITOUNA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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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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白」化粧品廣告，內容宣稱（摘錄）：「……
DITOUNA立雪白的透白因子，快速深入角質層細
胞，啓動細胞再生，修護受損細胞，抵禦黑色
素生成……」、「……能快速分解黑色素，精
準掃黑，還能從源頭攔截，阻斷黑色素生
成……」、「……斑點、皺紋、老化瑕疵一瓶
搞定，而肌膚嫩白回齡霜就是如此得人心的配
方……」、「醫美級、院長級、奈米級的肌膚
嫩白回齡霜，口碑越來越熱烈，更創下超高的
回購率，所以歡迎您來測試……」、「……讓
黑斑、曬斑、陳年老斑務必都能消除，呈現由
內而外的透亮感……」、「這個All in one的
肌膚嫩白回齡霜（淨白修護霜）……它兩個最
大訴求點，一個就是美白，一個就是修
護……第二個我們就是所謂很常用在美白針上
面就傳明酸、「能夠阻斷黑斑、皺紋與肌膚原
本扯不清的關係，甚至還有人發現它對於輕
度、中度的妊娠紋，也有意想不到的修護效
果……」等內容，涉與核准（北衛粧廣字
第9910051號、北市衛粧廣字
第100003229、10003349、10004270號化粧品廣
告核定表）內容不符，且未再重新申請，案經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基隆市衛生局、新
竹縣政府衛生局等分別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查處，並經調查坦承不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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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核處詠儐國
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6萬5仟元，此有臺中市
政府100年7月22日府授衛食藥字
第1000141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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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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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6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中天娛樂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通傳播字
10048036090號
處分日期：
100/08/22

肌膚嫩白
回齡霜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10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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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100年3月23日、3月25日、3月29日、4月4日 NT$100,000
、4月8日、4月10日、4月20日及同月29日播送
詠儐國際有限公司託播之「肌膚嫩白回齡
霜」化粧品廣告，內容宣稱：「……能快速分
解黑色素，精準掃黑，還能從源頭攔截，阻斷
黑色素生成……」、「……斑點、皺紋、老化
瑕疵一瓶搞定，而肌膚嫩白回齡霜就是如此得
人心的配方……」、「……它兩大最大的訴求
點，一個就是美白，一個就是修護……」、
「……醫美級、院長級、奈米級的肌膚嫩白回
齡霜，口碑越來越熱烈，更創下超高的回購
率，所以歡迎您來測試……」、「……讓黑
斑、曬斑、陳年老斑務必消除，呈現由內而外
的透亮感……」、「這個All in one的肌膚嫩
白回齡霜（淨白修護霜）……它兩個最大訴求
點，一個就是美白，一個就是修護……第二個
我們就是所謂很常用在美白針上面就傳明
酸……」、「……深入肌底、層層淨白、阻止
斑點往表層浮現與擴散……」、「……能夠阻
斷黑斑、皺紋與肌膚原本扯不清的關係，甚至
還有人發現它對於輕度、中度的妊娠紋，也有
意想不到的修護效果……」等內容，涉與核
准（北市衛粧廣字第100003229化粧品廣告核定
表）內容不符，且未再重新申請，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基隆市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金門縣衛
生局及高雄市新興區衛生所分別查獲，函移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並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
李沐函坦承不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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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條例
第30條第1項規定，核處詠儐國際有限公司罰鍰
新臺幣26萬5仟元，此有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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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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府100年7月22日府授衛食藥字第1000141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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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西片台

通傳播字
10000256680號
處分日期：
100/08/26

血世紀

100/03/28
違反節目分
10:30~12:3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保護級，內容描述致命 罰鍰
瘟疫讓多數的人類全感染成吸血鬼，取代人類 NT$800,000
成為地球的統治者。吸血鬼靠著獵殺人類、以
純正血液做為養分，卻面臨全世界人類瀕臨滅
絕之危機，為解決人類血液不足之問題，吸血
鬼研究員愛德華主張尋找血液替代品，來停止
追緝僅存人類，並意外在人類生存者中，發現
重大醫藥研究，其中在播出以下內容時，出現
暴力、血腥、恐怖等畫面與情節：愛德華進行
實驗時，受試者口中吐出綠色液體，並噴在旁
邊醫療人員身上，且在注射艾皮蒙後身體突然
爆炸噴血(播出時間約10點48分至49分)。吸血
鬼退化者舔鮮血，並將法蘭基揮到牆上，法蘭
基用刀劃過退化者肚子，鮮血直流，最後頭顱
與身體分離，並掉落在地，警察進行勘驗時出
現退化者屍體及頭顱特寫(播出時間約11時01分
至03分許)。吸血鬼搶食鮮血發生暴動，並遭電
擊(播出時間約11時30分許)。許多退化者被鐵
鍊圈住頸部，拖至陽光下曝曬後燃燒成骷
顱，並化成灰燼(播出時間約11時58分至59分
許)。法蘭基遭許多吸血鬼警察啃食致死，吸血
鬼間又相互啃食(播出時間約12時19分至22分
許)。前揭內容因出現暴力、血腥、恐怖等畫面
與情節，內容逾越保護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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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00328770號
處分日期：

全新巴黎
萊雅完
美UVSPF50

100/05/27
違反法律強
22:42~22:43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5月27日22時42分至43分許 罰鍰
播送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全新巴黎 NT$100,000
萊雅完美UVSPF50PA+++超效防護隔離乳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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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9 聯鑫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MTV綜合電視
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100/08/26

PA

通傳播字
10048029590號
處分日期：
100/08/26

NEW OLAY
PROFESSIO
NA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管理條例)

液」25秒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
Defend Natural Aggression防護科技(凸顯放
大DNA三字)……」等文詞，與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核准之廣告核准內容（北市衛粧廣字
第10005127號）不符，案經行政院衛生署中醫
藥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管理局與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復經廣告託播
者100年6月28日陳述書坦承略以：「案內廣告
皆為本公司所刊播。產品屬性是一般化妝
品。……刊載Defend Natural Aggression乃屬
萊雅實驗室研發之紫外線防護科技，並非意
指DNA細胞，無影射含意，且此廣告目前已無公
開播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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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新臺幣11萬元，此有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100年7月7日北市衛藥食字第10034499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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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17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核處情形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送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託播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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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民眾向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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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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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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100/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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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美商超躍有限公

AXN

司台灣分公司

罰鍰：

10 件

警告：

通傳播字
10048030750號
處分日期：
100/08/29

0 件

檀島警
騎2.0

100/07/02
廣告超秒
19:00~19:54

核處金額：

NT$2,700,000 元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100年7月2日19時13秒
NT$500,000
至19時54分29秒播送之「檀島警騎2.0」節
目，播送總時間為54分16秒，依規定得播
出542秒廣告，惟實際共播出665秒之廣告，廣
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123秒，此有本會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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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