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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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1~100/11/30+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00398640號
處分日期：
100/11/07

肌因微晶
球重建美
肌法-化粧
品廣告

099/11/05
廣告內容未
13:30~16:00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於11月5日13時30分至16時0分播送 罰鍰
博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託播之「肌因微晶球重 NT$100,000
建美肌法」化粧品廣告，內容刊登：「……皮
膚出問題其實幾乎都是角質層與皮脂膜在出問
題，當這兩大防護系統重新建立完成之
後……您只要將瓶器裡面的油水搖晃融合之
後，將它產生的基因微晶球塗抹於臉上……全
程只要1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
肌膚所該擁有的一切物質。穿透吸收率高
達5倍，勇奪瑞士科技獎的殊榮，絕對一擦見
效……過敏……使用10天絕對讓您恢復年輕肌
膚……」等詞，案經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查
獲，移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調查，並經廣告託
播者受任人於100年2月16日至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說明，確認該廣告未申請核准即刊登，核其
違規情事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
規定，爰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博
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萬元，此有新
北市政府100年7月25日北府衛食藥字
第1000097256號裁處書、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100年8月12日北衛食藥字第1001039930號函
及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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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2 八大太陽電視股

娛樂K台

通傳播字
10000428120號
處分日期：
100/11/28

銀貂活氧
動動機

100/08/11
廣告超過三
16:35~16:43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無標廣告二
字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銀貂活氧動動機」8分鐘 警告
廣告，廣告時間超過3分鐘，未於播送畫面上標 NT$0
示廣告二字，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
第2項規定。

3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第一台

通傳播字
10000427840號
處分日期：

銀貂活氧
動動機

100/08/10
廣告超過三
09:49~15:49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銀貂活氧動動機」8分鐘 警告
廣告，廣告時間超過3分鐘，未於播送畫面上標 NT$0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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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29

播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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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0/11/01~100/11/30+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無標廣告二
字

示廣告二字，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
第2項規定。

核處情形

4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播字
1000042810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銀貂活氧
動動機

100/08/11
廣告超過三
09:26~09:34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無標廣告二
字

內容略如下:播送「銀貂活氧動動機」廣告，播 警告
出時間8分鐘，超過法律規定上限之3分鐘，且 NT$0
未於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字，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5 高點傳媒股份有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0042970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銀貂活氧
動動機

100/10/08
廣告超過三
12:35~00:00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無標廣告二
字

警告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銀貂活氧動動機」廣
告，廣告時間共計為8分鐘，未於播送畫面上標 NT$0
示「廣告」二字，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

6 運豐國際多媒體

運通財經台

通傳播字
1000043024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時間作手

100/06/30
節目廣告化
23:00~00: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宣稱：「你跟著『大 罰鍰
NT$100,000
戶系統』作股票，不用像過去一樣死抱活
抱，也不會有滿手套牢股票的遺憾，你跟
著『大戶系統』，用最新金流的觀念、用最踏
實的方式，一步一步做下來，你的100萬透過金
流力量，今天已變成2,962萬元。」、「當你
用『大戶系統』時，金流會賺，手中只須一檔
持股，買賣訊號最明確，不會有忽買忽賣情
況，所有買賣訊號都領先傳統軟體一步，只
有『大戶系統』是百分之百由我個人開發，全
部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你在昨天擁
有『大戶系統』，今天好事一樣會持續發
生，你今天跟著『大戶系統』，你會作3筆
賺2筆賠1筆，賺賠加總後一口當仍可再
賺4,400元，很多朋友說過去用了非常多交易軟
體，幫助操作期指，財富無法累積起來，因你
過去及現在用的是解盤老古董，你買的軟體買
賣訊號竟然會憑空消失，週期不固定，市價追
單滑價大，一遇到盤整多空雙殺，進場不知停

限公司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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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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1~100/11/30+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損停利，解盤或自動下單永遠挑對的講，但是
你可以很放心擁有『大戶系統』，當你用『大
戶系統』時，買賣訊號是非常明確，絕對不會
忽買忽賣也不會消失，週期一定是固定在10分
線作當沖，全數百分之百定價，包括盤整
盤、趨勢盤雙頭賺，進場停損停利同步有，每
個交易訊號賺的賠的一定公開在節目中跟各位
分享。」(二)於節目中每節廣告插播「大戶系
統緊急公告：擁有大戶系統可以擁有最高品質
的六大保障，大戶系統保證做到以上承
諾：1、手機非本人親自服務。2、多空訊號與
電視不同。3、定價非穿價點價。4、需要改動
任何參數。5、操作周期未每天一致。6、單一
商品若有不同價格、會期。若有以上情事，保
證全額退費，選擇唯一，而且最好的大戶系
統。亨達投顧（02）8101-0600。」字樣及旁白
廣告，與節目中推介「大戶系統」產品相搭
配。二、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
品「大戶系統」，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
品宣傳之意涵，致使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7 亞洲衛星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華人商業台

通傳播字
1000043177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時間作手

100/06/30
節目廣告化
07:00~07:3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宣稱：「你跟著『大 罰鍰
NT$200,000
戶系統』作股票，不用像過去一樣死抱活
抱，也不會有滿手套牢股票的遺憾，你跟
著『大戶系統』，用最新金流的觀念、用最踏
實的方式，一步一步做下來，你的100萬透過金
流力量，就變成2,955萬元。」、於節目中主持
人強調在台灣只有其擁有這著作權，並稱當你
用「大戶系統」時，你會擁有一鍵主流、一鍵
選股2種功能，幫各位掌握一波一波金流工
具，一步一脚印踏實做下來，100萬透過金流力
量變成2,955萬元。「…每檔股票當你擁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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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0/11/01~100/11/30+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違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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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戶系統』時，都可變成賺錢工具，因股票不是
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擁有『大戶系
統』，……最棒最賺錢的軟體不需作過度行
銷，客戶獲利的口碑，自然就是最好的行銷，
『大戶系統』用戶永遠是全市場最幸福的，當
你用它時，可擁有最新的技術、最新的觀
念；還會擁有主持人私人手機，親自服務，擁
有最高品質的六大保證，及合法投顧軟體，權
益完全保障。」(二)節目結束前出示：「操作
符合人性才能真實獲利，親身體會，大戶系統
是最新技術及最新的觀念的POWER，只有行動的
勇氣可以改變現狀」圖卡，主持人並敘明詳情
可與助理連絡。二、前揭該節目內容推介、宣
傳特定商品「大戶系統」，已明顯表現出媒體
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致使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
8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公司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播字
1000043480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財富特快
車

100/07/31
節目廣告化
11:00~00:00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宣稱：「為什麼股票可以 罰鍰
這樣狂飆?當你有一個好的選股方法，賺錢就會 NT$200,000
變得很輕鬆，因為操盤系統擁有超高的精準
度，所以它帶你買的股票就會怎樣，飆股出
擊，天下無敵。它是你獲利的保險，賺錢的利
器，那你是軟體會員，自己看自己驗證，只要
有指標，你就賺得到。」、「指標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你找到當下準備要噴出的股
票。……準備火山爆發，準備狂飆一大段，如
果你想大賺，待會廣告的時候把電話撥通。」
「那如何去找到像這樣的股票，你可以慢慢的
一檔一檔去對，歡迎現場參觀比較，來電預約
不會教到會……（畫面出現諮詢電
話02-8511-3006），解套計畫加上噴出訊
號，帶你贏在起場點，……如果你想大賺，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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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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1~100/11/30+統計類別：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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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定下一波，準備大波段狂飆的超級飆股，拿起
電話跟上明松老師，讓明松幫你賺大
錢……。」節目畫面左側疊印「F1軟體飆
股」側標及於圖表上方標示「F1飆股系統」字
樣，並於節目中廣告插播「88父親節最大優
惠、軟體12.8萬/1年、現在8.8萬/13個月、速
撥:(02)85113366」字樣旁白廣告及F1特快車決
策系統廣告，與節目中推介「F1系統軟體」產
品相搭配。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
品「F1系統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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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0043641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銀貂活氧
動動機

100/08/10
廣告超過三
19:30~19:38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無標廣告二
字

警告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銀貂活氧動動機」廣
告，播送時間為8分鐘，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 NT$0
之上限3分鐘，未於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
字，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播字
1000044530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富林控盤

100/08/12
節目廣告化
20:00~00: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宣稱：「……紅樹代
表的東西是什麼，紅樹代表的是哪一方，你如
果有看我們富林控盤，你應該都很清楚，多方
的代表是紅樹跟多空線呈紅色，……如果多空
線呈紅色，表示多方的力量比較強一點，當然
如果再搭配紅樹的話，那就更強……。」、
「……投資的觀念就是這個樣子，你照指標來
做的話也是一樣，……如果你今天是我們的用
戶的話，在這邊7732出現綠樹，我敢
講……，你有沒有辦法每筆單都做，有沒有辦
法照著指標做，從頭報到尾……，可是指標沒
有叫你出啊，……你看我們的指標，你看富林
控盤，今天盤中的時候有出嗎，綠樹7732，請
問一下綠樹代表什麼，……空方代表的是什
麼，綠樹跟多空線呈藍色，……既然你知道它

股份有限公司

10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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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站在空方來講的話，那我請問你做單要做什麼
單……。」(二)系爭節目畫面左側顯
示「8/11紅樹7692、8/12綠樹7732」指標字
樣，並疊印免費諮詢電話0800-305-666，且另
於節目最後疊印諮詢專線(02)2506-6389及「富
林2011 尊爵Ⅱ版 獲利如樹 財富成林 博宇數
位：0800-305-666」字卡。(三)於系爭節目每
節廣告插播「富林控盤第二代尊爵版、紅樹
買、綠樹賣、聽聲辨位 屏除滑價的困擾、回測
數據系統 操作有憑有據、富林控盤 獲利如樹
財富成林、富林二代尊爵版 2011璀璨登場、富
林尊爵專線 02-2506-8806」字樣及旁白廣告與
節目名稱「富林控盤」相同。二、前揭節目內
容推介、宣傳特定商品「富林控盤」系統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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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亞洲衛星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華人商業台

通傳播字
1000048458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漲跌密碼

100/08/29
節目廣告化
14:30~15:00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宣稱：「……你現在 罰鍰
知道，就太晚了，你什麼時候要知道，你一開 NT$200,000
盤就要知道了。一開盤我就跟會員講，8月29號
全部會員都有收到這種口訊，……不是現在早
盤才跟會員講，我昨天傳真稿就交代
了，……(畫面顯示傳真稿)8月26號上個禮拜五
傳真稿就講了……。近期在明天禮拜二，我將
召開一個股神系統軟體的說明會，讓很多有緣
的投資朋友親自來公司，你可以感受到股神系
統的魅力，你親自來按按看，看它到底跟別人
有什麼不同，(畫面出現說明會資訊圖卡)，這
在8月30號明天禮拜二晚上7點鐘，詳細內容可
以跟服務人員做個聯繫，待會我會展示股神系
統給你看，你看它跟別人有什麼不同，……一
切答案都在裡面。」，「……個電話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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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把它打通，前20名報名完而且有來參
加，會送你致富秘笈，這是我新編的一本
書，如何利用股神系統來找到好的股票，有什
麼方法技巧在裡面，通通寫得很清楚，你可以
詳細跟服務人員做個詢問，他會跟你做完整的
說明，當然名額有限，電話額滿為止，……所
以電話務必把它打通。」二、節目畫面左側顯
示「股神系統公開展示說明會」字樣，並於節
目最後疊印諮詢專線(02)2503-0999及「買錯宏
碁、勝華，錯過玉晶光、網家，這一次絕對要
你賺。股神系統公開展示會，100/8/30(二)晚
上7:00，來電預約報名，前20名 贈致富秘
笈」字卡。三、於節目中插播廣告，涉與節目
中推介之「股神系統」商品相搭配：「股神操
盤室、5大信譽保證、絕對永久有效，1、持
股5檔以內。2、帶進一定帶出。3、持股未出
脫、傳真稿一定追蹤。4、不吹噓、不說謊、不
行騙。5、決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勾
結坑殺散戶。股神系統，靈活操作，讓賺錢不
再是您沉重負擔，讓投資轉變成您致富財
源，大宇國際投顧(02)2500-6999。」字樣旁白
廣告。四、前揭節目中為促銷及宣傳目的，已
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推廣、宣傳特定分析軟體系
統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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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通傳播字
10000545960號
處分日期：
100/11/29

大勝先機

10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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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0年6月17日及同月29日播出永 罰鍰
誠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製播之「大 NT$200,000
勝先機」節目，受雇人韋國慶於節目中從事期
貨交易分析時，有透過宣稱過去績效及掌握行
情等方式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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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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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2款規定，依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
第2款規定，處永誠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罰鍰新臺幣24萬元，並命令該公司停止韋
國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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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00050206號裁處書、100年11月11日金管證
期字第10000502061號處分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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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信盈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

天良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50470號
處分日期：
100/11/30

絲丹蔻淡
斑美白精
華組

100/04/13
廣告內容未
10:36~10:47 經主管關機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天良綜合台頻道
於100年4月12日至同年7月11日止播送多富貿易 NT$200,000
有限公司託播之「絲丹蔻淡斑美白精華組」、
「新歡除紋保濕霜」、「天良機能護膚綠
皂」、「新歡縮得妙凝膠」等4件化粧品廣
告，宣播之廣告內容有：「…黑色素趕快跑掉
馬上代謝掉，實驗證明比熊果素有效去除黑色
素強3倍，比蘆薈強10倍…用了大概1個禮
拜，我的斑點少了四分之1；…新歡除紋保濕霜
可以活化纖維母細胞再生；…第一洗了可以殺
菌…皮膚長有溼疹乾燥，洗這個可以達到保護
的效果…。」等詞，案內廣告雖領有廣告核准
字號（北衛粧廣字第09907098號、北衛粧廣字
第09908081號、南市衛粧廣字
第1000310010號、北衛粧廣字
第09906067號），經查與核訂表內容不相符
合，超出廣告核定範圍。案經行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理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前
鎮區衛生所、基隆市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
局及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先後查獲，函轉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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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領有廣
告許可字號，但因工作人員一時不察超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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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確實違反規定，將會改正（經查記錄在
卷），核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
第2項之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核
處託播人多富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6萬5千
元，此有嘉義縣政府100年9月14日府衛藥食字
第1000013749號裁處書及側錄光碟佐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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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
定。

罰鍰：

8 件

警告：

5 件

核處金額：

NT$1,4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