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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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商亞太星空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受處分頻道
衛視中文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
10200289770號
處分日期：
102/07/16

節目名稱
女狼俱樂
部之窈窕
大作戰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2/07/01~102/07/31

違法事實

102/04/22
節目與廣告
13:57~14:57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塑身衣款式大解密：主持
人、莊老師及來賓針對現場所準備之假人模特 NT$0
兒所穿塑身衣，說明其缺點與穿塑身衣之痛苦
經驗。寇乃馨：一般市面上常見由萊卡布料製
成的塑身衣，你看它的彈性(用手拉塑身衣)最
可怕的是什麼？當它能夠這樣出來的時候，你
的肉也會出來，它沒有辦法塑型。莊老師：所
以說像這種塑身衣只要一吃飽飯，你的小腹一
定跑出來。(二)窈窕曲線大解密： 節目現場由
專業模特兒展示所推介之塑身衣，主持人：塑
身衣到底要不要量身訂做？莊老師：一定要量
身訂做，因為每人的胸部、胸圍及要塑的重點
都不一樣。(三)搶救身材大戰你穿對了嗎？
１、主持人：無感纖型的意思是它是無彈性
的？那要怎麼穿才不會讓你覺得穿不上？莊老
師：無感纖型的意思是說，它穿起來沒什麼感
覺，這一件最主要的穿法只要撥胸部就好
了，因為它是外套式穿法。主持人：你看這個
叫做S拉繩(現場示範並操做)，它最厲害的是可
以調寬窄，並且說明S型拉繩有得過世界發明的
專利，還有得過發明獎。莊老師強調：它有得
到德國、美國及瑞士之發明金牌獎。(此時畫面
疊印出「台灣之光 塑身衣設計展露頭角」)
２、姚黛瑋：所以這樣的一件塑身衣，我這樣
訂做以後，不管我胖瘦都可以按照這拉繩去調
整，其實是可以穿一輩子的對不對？主持
人：它在8吋以內都可以調，那超過8吋怎麼
辦？莊老師：要修改！且要選擇免費的，並強
調該款塑身衣修改它是免費，換這些零件也不
用錢，還有巡迴車它會到你家(此時畫面疊印
出「貼心服務 讓女人成為貴婦」)。主持人強
調：所以一定要選擇這一款布料。莊老師：這
一款內衣它才有辦法穿著繼續塑，穿著之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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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吋的空間可以調整。(四)塑身款式比一
比：１、節目中準備了市面上各種不同款式之
塑身衣，並說明其缺點：彈性大，故穿時會多
出一坨，像三層肉一樣，然後穿上外衣之後你
就會發現有鼓起的游泳圈、米其林輪
胎……等。２、主持人說明：這幾件我們在市
面上特別為大家蒐集來無感纖型的塑身衣，它
都有軟鋼，並特別請莊老師介紹其功效。莊老
師：為甚麼我會特別喜歡這種軟鋼，因為我本
身脊髓不舒服，很痛！所以我希望軟鋼可以把
我撐得住，後來我越穿越舒服，所以我現在
穿9條軟鋼。主持人強調：你看它超透氣，莊老
師：它是配合無感纖型布料下去做的，它會支
撐她，另說明其褲底之拉鍊與護墊之設計，強
調於生理期時亦可穿。３、主持人強調：各位
姐妹們要買塑身衣，也要睜大眼睛喔，要選沒
有彈性的無感纖型、S拉繩是世界專利，而
且1件幾乎穿一輩子，萬一要維修要找免費
的，軟鋼多少是自己可以選……。莊老
師：對！像有些穿鐵衣的人她就會要求說，我
全部要，布料要用三層，加強其硬度。主持
人：那它就可以用這個替代鐵衣的感受。莊老
師強調：它於美國有得到替代醫療獎，(此時畫
面疊印出「貼心設計獲美頒替代醫療獎」)。
另請模特兒展示1套由18條軟鋼所製成的塑身
衣，並於現場示範如要參加晚宴或者要去談事
情時，所能穿著之款式和搭配方式。....
(七)節目最後邀請藝人陳萍於現場試穿，改造
前28.7吋，改造後24.6吋，並有旁白：「陳萍
身材雖然不差 但實際狀況卻是略顯鬆垮 再經
過改造以後 陳萍的曲線竟然更為突出 立刻變
身為 火辣十足的俏媽咪」。(八)於每節節目進
廣告前播放節目活動專線：02-2378-3838及節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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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結束時播出之服務專線02-2746-6688，經民
眾申訴係為「蘿琳亞塑身衣」之客服專線。前
揭內容呈現出該節目明顯為特定商品（蘿琳亞
塑身衣）宣傳、推介之意涵，致節目未與廣告
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2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85250號
處分日期：
102/07/17

華爾街大
師

102/03/13
節目與廣告
16:30~17: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兩側畫面顯
NT$800,000
示「昨KISS指標8048空+97點 今KISS指
標7958翻多+52點 新鉅科第二把握噴
出」及「30年專業操盤功力 精準掌握多空轉
折」字樣。(二)主持人宣稱：１、「……指數
操作你絕對要專業的工具，張大文30年的專
業，再加上專業的工具，所以幫你無往不
利，我們KISS指標，動能轉揚動能翻紅，你就
做多，箭頭向上動能翻紅你就做多，箭頭向下
動能翻綠你就放空，賺錢就是這樣
啊……」，並搭配圖卡「KISS指標多空雙贏 電
腦精準掌握多空轉折」。２、「……跟著專業
賺錢真得很開心很輕鬆，你不跟專業真得很辛
苦，甚至賠一屁股，又辛苦又賺不到錢，何苦
來哉，是不是，如果有人比我專業，我講過你
撥電話進來，我幫你付錢，你參加他會員，我
很開心，但沒有人比張大文專業，那你只好乖
乖的來跟著我們，跟著專業，好不好，那我
們2013KISS指標決策系統，倚天箭加上主力動
能，限量只有100套，我們不是賣軟
體，這100套賣完抱歉沒有了，我們只是幫助有
緣的人，真正願意在指數操作，想創造奇
蹟，創造經濟奇蹟，跟著專業，希望你好好的
把握，現在數量已經有限了，自己好好的把
握，好不好2013決策版，希望大家把握這樣的
機會，跟著專業走，你才會賺錢。」，並搭配
圖卡「2013最新旗艦版 KISS指標決策系統 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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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箭+主力動能 限量100套」。３、「……這是
不是你要的，想清楚，你要你就撥電話進
來，好不好，KISS指標決策系統，倚天箭加上
主力動能，限量只有100套即將結束，好好把握
這樣的機會，跟著專業一起來輕鬆愉快的賺
錢。」，並搭配圖卡「2013最新旗艦版 KISS指
標決策系統 倚天箭+主力動能 限
量100套」，且於畫面中提供諮詢專
線：(02)7725-9988。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
特定軟體商品，已有明顯宣傳意涵，致節目未
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
3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80920號
處分日期：
102/07/18

窈窕大作
戰

102/04/26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由達人及主持人的互動，表
示全身型塑身衣及量身訂做的重要，出現商品
特色及效用。１、主持人口述：「它完全拉不
起來……它是整件塑身衣，它就從這邊（指肩
膀）一直塑到腳踝，莊老師已經讓我們看到
了，塑身衣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老
師，因為它是一體成型，所以它不會夾出
肉……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現這樣子平的
線條，是要全身塑……」。２、達人口述：
「量身訂做有一個好處，我要做哪裡塑哪
裡……我本來腿很漂亮只是中廣型的，只要做
到這裡啊（指小腹），我只要束這個小
腹……」，並由主持人配合：「所以這就叫做
量身訂做」。(二)內容詳細說明塑身衣使用方
式，並由達人莊老師展示特定商品，並出現特
寫鏡頭。達人口述：「這一件的特色是透過環
繞式勾繩，它可以完全打開……穿好之後再拉
起來，要不然這件太小，她穿不下……」。另
由主持人補充說：「所以這整件是像外套一
樣，先套上去，然後再這樣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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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左、右……」等言。出現商品特色及
使用方法。(三)藉由設計師陳孫華說明布料問
題，表示特定品牌之塑身衣布料雖無彈性，但
因縷空方式的設計，呈現透明會呼吸的狀
態，可使穿著者覺得舒服。達人說明以前的布
料不透氣又硬，再由主持人手持數款布料強
調：「我給大家見識一下什麼叫做現在沒有彈
性的布料……可是妳看喔，它真的沒彈性，它
真的一點彈性都沒有，它是拉不開的喔，可是
柔不柔、好柔喔……而且呢，老師雖然說穿了
它可以限制我們胃的食慾，可是照吃照喝不會
太誇張」。達人莊老師補充：「其實它穿起來
喔，像它，妳這樣子看好像是硬的，事實上它
是軟的，軟的啊。」參與者王思佳說及楊繡惠
附和說：「對ㄟ，它沒有彈性可是是軟的」、
「它很清透耶」出現商品特寫、效用及使用方
法。(四)節目中請示範者穿著前述塑身商
品，並透過與他牌塑身衣之比較，展示其效果
較佳。(五)於每節節目後之廣告時段播放「窈
窕大作戰 成功塑造S型完美比例 窈窕作戰專線
(02)2378-3838」(約20秒)，另於節目結束前出
現「服務專線：02-2746-6688」。而該廣告內
容與節目相關，致出現節目內容與廣告相搭配
之情形。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該節目為特定商
品（塑身衣）宣傳、推介（薦）之意涵，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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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鼎豐傳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恒生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18230號
處分日期：
102/07/18

趨勢大贏
家

101/10/18
違反法律強
16:30~17: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陳斌宇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 罰鍰
易分析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經金融監 NT$100,000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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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2款、第26條第3項規定，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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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第1項規定，處
大華投顧罰鍰新臺幣18萬元，並命令其停止受
雇人陳斌宇2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該
會102年6月24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200173151號、金管證期字第1020017315號
裁處書及節目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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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3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1,1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