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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全球財經網

通傳播字
10000482260號
處分日期：
100/12/07

漲跌密碼

100/08/29
節目廣告化
1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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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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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節目畫面左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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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
品「股神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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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代網際事業股

MUCH TV

通傳播字
10000550750號
處分日期：
100/12/07

真女人緊
緻美胸精
華乳化粧
品廣告

10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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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8月16日、8月19日、8月22 NT$200,000
日、8月24日、8月26日及8月29日播送之「真女
人緊緻美胸精華乳」及8月18日播送之「新肌育
修色無痕霜」化粧品廣告，內容宣稱：
「……因為含有雌二醇，所以能促進乳房內脂
肪含量增加，改善乳房鬆弛萎縮，以及減肥後
胸部變小的困擾……」、「……保護膠原蛋白
細胞間質免於紫外線 自由基攻擊……減少發炎

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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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粗糙……使用數週即可修護疤痕組
織……」等詞，涉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北衛粧廣字
第10004035號、北市衛粧廣字第10008283號化
粧品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案經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及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查獲，復
經100年11月9日訪談廣告託播者之負責人楊允
誠（100年11月10日公務電話紀錄表亦載明）坦
承案內廣告均為該公司所刊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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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美利康國
際行銷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5萬5千元，此有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100年11月14日北市衛藥食字
第1005154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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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XN

通傳播字
10048055170號
處分日期：
100/12/15

真女人緊
緻美胸精
華乳化粧
品廣告

100/10/24
違反法律強
10:07~10:15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罰鍰
內容略如
NT$100,000
下:於100年10月7日、10月12日、10月18日
及10月24日播送由美利康國際行銷有限公司託
播之「真女人緊緻美胸精華乳」化粧品廣
告，內容宣稱：「……因為含有雌二醇，所以
能促進乳房內脂肪含量增加，改善乳房鬆弛萎
縮，以及減肥後胸部變小的困擾……」等
詞，涉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准（北衛粧廣字
第10004035號化粧品廣告申請核定表）內容不
符，案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復
經100年11月9日訪談廣告託播者之負責人楊允
誠(100年11月10日公務電話紀錄表亦載明)，坦
承案內廣告均為該公司所刊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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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美利康國
際行銷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5萬5千元，此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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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衛生局100年11月14日北市衛藥食字
第1005154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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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48058010號
處分日期：
100/12/28

霹靂謎城

099/08/24
廣告超秒
21:00~22:30

內容略如下:播送總時間為1小時30分，依規定 警告
得播出15分之廣告，實際共播出16分39秒之廣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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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5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播字
10048058060號
處分日期：
100/12/28

冰冰好幸
福

099/07/24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強調穩定快樂法成分及功
NT$0
效(遠離糖尿病四步驟)：第一步驟「降
糖」、第二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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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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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冰冰說明，遠離糖
尿病四步驟，就是以中藥漢方，降糖、穩
定、解毒、加活化，並詢問趙舜:「所以你說的
就是這種東西？」趙舜答覆:「就是這個…我吃
這個。」白冰冰續問:「…你是燉來吃 還是萃
取的。…」 趙舜回答:「萃取啦 我才沒有那麼
笨 一天吃5次。」並拿出先前血糖檢測表
單，血糖值原為324，現場實地操作檢視血糖值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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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檢測儀器顯示指數已為113。(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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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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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聯意製作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新聞台

通傳播字
10048058200號
處分日期：
100/12/28

新聞最前
線-標題正
妹賣臉

100/07/18
節目廣告化
21:15~00:00

內容略述如下：(一)主播報導：「你想要近距 警告
離和正妹接觸，為正妹模特兒拍照嗎？國內第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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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記者：「其實雪碧在
外拍界可不是新鮮人，當過網拍內衣的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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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正職則是美甲師，外拍經驗長達4年，以一
場外拍3到4千元來說，每個月12場，進帳
三、四萬沒問題，選擇直播電視台為自己開
源……」畫面出現「BeauTube 正妹電視
台www.beautube.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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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公司

全球財經網

通傳播字
10000596670號
處分日期：
100/12/29

瞞天過海

100/07/22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罰鍰
內容略如下:「全球財經網」頻道於民
國100年5月23日至7月22日播出「啟發證券投資 NT$200,000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啟發投顧)製播
之「瞞天過海」節目，受雇人（主持人）王軒
中於節目中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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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該
法）第70條、第72條、第83條第5項及第95條授
權訂定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3條
第2項第5款、第14條第1項
第7款、第9款、第13款及依該法第69條授權訂
定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
規則第15條第2項第5款、第16條第1項
第7款、第9款、第11款、第13款、第14款規
定，而依該法第117條規定，王軒中之故意、過
失，視為啟發投顧之故意、過失，爰依該法
第102條規定，處啟發投顧糾正，且依同法
第104條規定，命令該公司停止王軒中
自100年12月15日至101年1月14日業務之執
行，此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100年11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000056648號裁
處書、100年12月12日金管證投字
第1000060530號函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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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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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4 件

警告：

3 件

核處金額：

NT$7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