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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福報財經網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100510330號
處分日期：
102/01/04

大勝先機

10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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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永誠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罰鍰
限公司製播之「大勝先機」節目，受雇人韋國 NT$400,000
慶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易分析，有以引用過去
績效或其他易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表示方式招
攬客戶之廣告行為，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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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
期貨交易法第100條第1項第1款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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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警告及罰鍰新臺幣24萬元，並命令該公司
停止韋國慶2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10月15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10042491號、101年10月15日金管證期字
第10100424911號裁處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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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加坡商全球紀

Discovery旅遊 通傳內容字
生活頻道
10248001080號
處分日期：
102/01/17

登上豪華
遊輪：海
洋迎風號

101/08/24
節目與廣告
18: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內容略如下：(一)於節目開場，旁 警告
白說明：「……要安排到亞洲一遊，連最有經 NT$0
驗的旅行家都會感到頭痛，除非他們發現最獨
特的旅行方式，搭船。」畫面即播送「海洋迎
風號」遊輪外觀、設備及環境。旁白續說明：
「沒錯，搭上皇家加勒比海國際遊輪暢遊亞
洲。這趟豪華行程帶著冒險家前往泰國、越南
和中國，6個令人屏息的亞洲城市，3個風情各
異的國家，一趟難忘的冒險。即使從未搭過遊
輪，也不會想錯過這趟旅程。」(二)旁白指
出：「目的地也許陌生，但皇家加勒比海國際
遊輪的膳宿，是出了名的奢華又價格合
理。」畫面出現遊輪內房間設施。Philip
Levine說明：「皇家加勒比海遊輪公司一直都
是開創者，……皇家加勒比海是第一家公
司，全年有主要遊輪航向亞洲。」旁白續說

股份有限公司

實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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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家加勒比海派出夢幻系列船隊，悠然
航行於南海，特色牆面及挑高中庭，是乘客對
這個頂級度假村的第一印象。」Philip
Levine續指出：「他們有攀岩場，還有很棒的
水療，他們還有很棒的游泳池，甚至有個泳池
會讓人不想出去外面，因為天氣不好時，他們
還有日光浴室，所以除了知道他們會將你帶至
目的港，還有最適合你的船。」另畫面持續播
送遊輪環境導覽。....(八)旁白指出：「我們
的皇家亞洲遊輪之旅，包括從海路造訪泰
國、越南、香港，最後來到中國大
陸。」Philip Levine：「我認為搭郵輪造訪亞
洲，是最方便、最有效率、價值導向的方
式。」分享者Jennifer Doncsecz：「遊輪公司
讓一切都變得很舒服，……他們讓大家可以輕
鬆遊覽亞洲，一切都安排好了。」於節目總
結，旁白結論：「皇家加勒比海之旅，總長
逾3500哩，從海路造訪7座城市，並以獨家陸上
旅行探訪大陸……。」Philip Levine：「我認
為亞洲遊輪體驗，對初次造訪亞洲的遊客，甚
至是曾到亞洲的人，都會讓他們感到安
全。」分享者Jennifer Doncsecz：「搭乘遊輪
前往亞洲，是體驗遊輪的絕佳方式，每天都給
人不同的感覺，而不是每個停靠港都和前一個
很像。」分享者Jon Mattalia：「你只需要擔
心，走出機場順利登船的部分，其他都安排好
了。」前揭內容呈現，明顯有為特定遊輪業者
及其經營之旅遊航線（行程）宣傳、推
介（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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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飛凡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非凡商業台

通傳內容字
10100495260號
處分日期：

富比士秦
報局

101/08/26
妨害兒童或
12:00~13: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以「鬼月開講 鬼開眼」為主
題，由主持人及來賓討論、分享各式靈異事

罰鍰
NT$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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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八大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100491720號
處分日期：
102/01/21

核處情形

件，涉有違反前揭法令規定之情節略如下：秦
報鬼照片：八八水災造成屏東河流沿岸大量堆
積漂流木，當時一輛協助打撈的怪手本來只坐
了1個打赤膊的駕駛，但照片洗出來卻多了1個
白衣人。教授拍照現靈異，離奇死亡好懸
疑。日本情侶拍照，暗藏玄機不單純。遊玩韓
國濟州島，照片中有異象。災後整理留存
影，公職人員遇靈異。房客租屋鬼壓床，屋主
恍然發現是兇宅:臺北市錦新大樓於73年
至99年，連續發生多起火災及意外，造成死亡
人數高達23人。鬼月採訪不吉利，議員辦公室
有詛咒:來賓江中博談於鬼月至被槍殺之陳進棋
議員辦事處採訪，所遇靈異事件，說明該辦事
處磁場不簡單。靈異V8大公開：視訊看到
鬼。錄影現場沒異事，節目播出現靈異。車站
白衣男被鬼附身。日本學生拍照，驚現跳樓往
生者。最恐怖靈異V8大公開，家族出遊拍到
鬼。情侶半夜約會，靈異事件頻發生:來賓江中
博談三峽大豹溪之靈異現象，呼籲少去為
妙。前揭節目內容靈異等超自然現象之相關情
節與影像，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
形，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定。

102/01/18

4 八大電視股份有

受處分內容說明

11克拉女
王

101/09/09
違反節目分
14:00~15: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保護級，由利菁及小鐘 警告
共同擔任節目主持人，本集討論話題為「哪些 NT$0
訊息即將透露發生親密關係」，現場邀請來賓
楊琪、吳玟萱、NIKI、黃荻鈞、張雁名、班傑
及陳勢安等藝人，針對所討論之話題請來賓說
出對約會男女穿著之內衣褲顏色、款式、形狀
及男女私密處之體毛形狀之感受喜好，並有陳
勢安寫真書中露臀畫面，及以小木偶、鼓棒來
影射男人生殖器等情節，整體內容呈現大部分
圍繞在具性意涵之成人話題上。旨揭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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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越保護級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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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台灣番薯傳播事

台灣番薯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01680號
處分日期：
102/01/23

笨湖新聞

101/09/05
節目與廣告
21:00~22: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涉有為「日本胡麻油」特定商品宣 罰鍰
傳之內容略如下：主持人於節目中向觀眾推薦 NT$200,000
日本胡麻油之使用方式（可拌飯、麵）。來賓
於節目中述及日本胡麻油品質非常好，其成
分（含豐富蛋白質）及使用方式（可拌
飯、麵、青菜），並宣稱主持人這兩天吃
後，腳有力、不痠、可站3小時之效果；另於節
目結束前稱有需要者請打電話訂貨。主持人宣
稱此為真正日本白鐵桶原裝進口胡麻油，買胡
麻油2組特價3千元，並送迪士尼書包，為了子
孫也為了大家身體健康，請觀眾跟他們購
買，電話打不進來的話，請稍後再打，一定可
以打通；節目中並顯示番薯菜市專
線06-222-6176。廣告出現「胡麻油2組特價3千
元，送價值1,200元之正版迪士尼書包；訂購專
線06-222-6176」等內容，與節目相搭配。前揭
內容明顯表現出該節目為特定商品（日本胡麻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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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
10100515310號
處分日期：
102/01/28

玻鑽之爭

101/08/23
妨害兒童或
18:00~20: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普遍級；惟播出暴力及 罰鍰
NT$200,000
傷害他人等情節，易引發兒少不良學習與模
仿，情節略述如下:(一)以言語恐嚇及拉扯女主
角頭髮，掌摑並推倒女主角，再將其推落水中
等嚴重肢體暴力情節。(二)接連重複出現掌摑
情節且內容過長，並出現家僕以手環抱女主
角，使其無法動彈，女配角藉機掌摑女主
角，並以電熨斗威脅，意欲燙傷女主角容貌等
劇情，過程中家僕並在旁叫喊助勢。前揭暴力

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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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節內容，已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
情形，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定。
7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
10100522180號
處分日期：
102/01/28

玻鑽之爭

101/09/10
妨害兒童或
18:00~19: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普遍級，內容為通俗言 罰鍰
情連續劇集，並於上開普遍級時段播送；惟播 NT$200,000
出暴力及傷害他人等情節，易引發兒少不良學
習與模仿，情節略述如下:女配角為掩蓋其犯罪
事實，遂以電擊器電暈他人。女配角手持木棒
猛烈毆打他人，畫面並播出木棒上釘有鐵
釘，惟女配角仍朝向他人身上揮擊，以致其傷
重身亡。另其他劇中人物遭受毆打等畫面情
節，其動作行為及表現之意涵，對兒少身心易
產生不當影響。系爭節目播送之部分內容劇
情，已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形，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定。

8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07000號
處分日期：
102/03/06

發毛源養
護組合,
神采快速
染髮乳,
一條根貼
布及一條
根抹得輕
鬆凝膠,
新歡系列
葛蕾蒂絲

101/05/26
廣告內容未
09:01~09:21 經主管機關
, 101/06/25 核准即宣播
09:00~10:00
, 101/08/06
07:28~07:48
, 101/08/16
07:16~07:36

內容略如下:一、101年5月26日臺中市政府衛生 罰鍰
局查獲播送「發毛源養護組合」廣告，宣稱： NT$200,000
「…我們有一罐專業的洗髮精，你在洗的過程
強化你的毛囊，給你的毛囊洗乾淨，再來幫你
頭髮拉的直，拉的直就對。再來這個是養髮液
就對，洗完髮後再用養髮液做保養，按摩就
對，給你頭殼頭皮做按摩就對，它可以給你毛
囊再度發育，使你的毛囊活化就對，你每天做
使用，清潔加保養效果加
倍…。」\r\n二、101年6月25日雲林縣政府衛
生局查獲播送「神采快速染髮乳」廣告，宣
稱：「咱的神采快速染髮液，可以說幫我們染
髮兼護髮就對了， 這是最新科技研發的，長效
型草本的配方，15分鐘輕輕鬆鬆就做好了，再
來又不傷頭皮、不傷髮質、又不含Amonia、又
不會刺鼻、不會刺激眼睛，你一次染差不多可
以維持3個月的時間，所以這長效配方又不會掉

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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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三、101年8月6日雲林縣政府衛生局查
獲播送「一條根貼布及一條根抹得輕鬆凝
膠」廣告，宣稱：「咱這一條根這個東西就是
這樣，他可以幫我們舒筋活血、消炎兼消
腫…老人膝蓋常常會痠痛、脖子會痠、會
麻、會痛的，這貼布拿回去貼著，貼之前先用
一條根凝膠抹一抹貼上去，馬上紓緩你的痛
苦…。」四、101年8月16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查獲播送「新歡系列葛蕾蒂絲」廣告，宣稱：
「…皮膚問題，法令紋、魚尾紋、嘴邊肉、皮
膚暗沉、斑點、毛孔粗大，使用前後比較圖(體
驗後凹洞變淺、痘疤撫平)等文詞，且未刊載廣
告核准字號。」案經函轉嘉義縣政府衛生局查
處，復經廣告託播者代理人王逸宏陳述說
明，坦承不諱（經查記錄在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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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5千元；此有嘉義縣政
府101年12月21日府衛藥食字第1010014477號裁
處書及102年1月29日嘉衛藥食字
第1020003164號函送側錄光碟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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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運豐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運通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58740號
處分日期：
102/03/07

期股大贏
家

101/07/23
違反法律強
18:00~18:3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受雇人李春華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 罰鍰
易分析，有以易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表示，及 NT$200,000
請觀眾來電與服務人員洽詢等方式招攬客戶之
廣告行為，核已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前揭內容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顧問事業
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爰依期貨交
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處運達證券投
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4萬元，此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1月23日金管證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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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00023561號裁處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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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股大贏家
10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07980號
處分日期：
102/03/14

漲聲響起

101/11/07
違反法律強
15:00~15:3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啟發投顧前業務人員楊昇忠 罰鍰
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引用其他易 NT$100,000
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之違規情
事。前揭內容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第14款
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102條、第111條及第117條規定，處啟發投顧
糾正及罰鍰新臺幣60萬元，此有該
會102年1月30日金管證投罰字第1010059936號
裁處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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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財訊國際傳播股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80890號
處分日期：
102/03/20

風起雲湧

101/11/06
違反法律強
18:30~19: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啟發投顧前業務人員楊昇忠 罰鍰
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下列違規情 NT$200,000
事：未依規定於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時，作
成投資分析報告，載明合理分析基礎及根
據。在電視媒體未列合理研判分析依據，對不
特定人就個別有價證券之買賣進行推介。前揭
行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1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
第11款之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102條、第111條第8款及第117條規定，核處
啟發投顧糾正及罰鍰新臺幣60萬元。此有該
會102年1月30日金管證投罰字第1010059936號
裁處書及102年2月19日金管證投字
第1020004981號函送之節目側錄光碟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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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第 8 頁 / 共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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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2/01/01~102/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2 新加坡商全球體

衛視體育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33280號
處分日期：
102/04/16

NBA熱火對
小牛

101/12/21
未依指定之
20:52~20:52 時段、方式
播送節
目、廣告

內容略如下:於101年12月21日播放「NBA熱火對 罰鍰
NT$100,000
小牛」節目時，於20時52分34秒
至20時52分53秒播送「仕高利達金牌蘇格蘭威
士忌-追隨自我篇」酒類廣告，未依規定於指定
時段內（每日21時至翌日6時止）播送，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8條第2項
規定。

13 運豐國際多媒體

運通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85800號
處分日期：
102/04/16

百戰百勝

101/12/08
節目與廣告
00: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財經台頻道101年12月8日播出「百 警告
NT$0
戰百勝」節目，由江國中主持，節目中推
介「江老師免費講座」，涉有為特定服務推介
之內容略如下:節目前段出現「江老師免費講座
請先來電預約 12/7(五)台北、12/9(日)高
雄、12/9(日)台中」之說明及出示圖卡，並輔
以說明「上次演講會講的，威盛、綠能漲
了26％……，繼3檔之後誰是飆股大黑馬，請務
必先預約」，主持人強調該說明會對投資人有
利，並鼓勵報名。接續說明「台北一年一度的
控盤轉折技術班，一定要學……」，並出示圖
卡「12/8(六)技術班 台北年終感恩回饋 控盤
轉折技術班」。廣告時段出現上揭相同圖卡廣
告(即「江老師免費講座」)，並揭露報名電
話(02)2389-5489，出現節目內容與廣告相搭配
情況。節目末段(約22時51分許)主持人續以口
語提示說明「……如果你有心想賺大錢，參加
演講會或會員是你最好的選擇。」該節目中為
宣傳目的，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推廣、宣傳特
定講座之意涵，致節目內容與廣告未區分，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14 鼎豐傳播事業股

恒生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96140號
處分日期：
102/04/19

股市聖手

101/12/14
節目與廣告
15:3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孔祥慈分析個股行情走 罰鍰
NT$200,000
勢後，隨即表示：「摩台籌碼結構你也可以
學，孔祥慈唯一的一次，首度推出影響你一生

育衛星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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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VIP面對面的限額教學……座位有限，現
在1月底開班，就這一班，名額有限，已經快額
滿了，你要好好的把握。你想學就學個釣竿去
釣魚，你學到我這種程度，……你就可以精確
掌握多空轉折，成為股市的贏家，那如果你真
的覺得你賺得很辛苦，賠得很快，你沒有辦法
精確掌握轉折，1個月的體驗，你就用這1個月
的體驗來體驗一下，我幫你規劃到封關，我幫
你賺紅包，就這麼簡單，前10個名額，我還給
你1份大禮，讓你上這堂技術班，影響你一生財
富的一堂課，就只有今天前10個名額，第11個
就沒有了，趕快把電話撥通，做好預約的動
作。」(二)畫面圖卡簡介：「影響你一生財富
的一堂課，透視摩台籌碼結構奧秘－技術
班，深入產業趨勢，掌握個股多空：1、公開台
股領先指標－摩台籌碼；2、大盤如何精確掌握
高、低轉折；3、產業趨勢論多空，技術面掌握
個股多空買賣操作；4、掌握籌碼面洞悉主力大
戶動向；5、展望2013年行情及選股方
向。」(三)於節目末段再次說明：「找一個讓
自己安心的方法，……自己單打獨鬥、跟錯老
師……你一定都還來得及，精確掌握多空轉折
摩台籌碼結構，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們不是死
多頭、不是死空頭……你認同孔祥慈的對臺北
股市多空轉折，先抓轉折再選股票這個地
方，就可以雙邊累積操作、雙邊累積獲利，你
就可以真正的賺安心、穩定的暴利的話，你今
天把這個電話撥通，一個月的體驗，這個體驗
你務必把握，因為現在我是零持股，我下一個
動作，你就可以跟我同步跟上，不僅如此，這
一個月的體驗，你說到底有什麼好處對各
位，就是讓你沒有負擔、讓你輕鬆、讓你沒有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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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我幫你規劃到封關，讓你先賺過年的大
紅包……我想這就是給各位最大的幫助，我沒
有天天股票讓你買，但當我出手的時候，你總
是穩定的獲利，不會再讓你感覺到，賺得很辛
苦，但是賠得很快，跟著孔祥慈的團隊，就有
這個好處，把握這唯一的10個名額。」(四)於
廣告時段，插播3次摩台籌碼結構技術班廣告：
「超級好消息，首度開班授課，影響你一生財
富的一堂課，透視摩台籌碼結構奧秘技術
班，深入產業趨勢，掌握個股多空，VIP面對面
限額教學，務必把握機會，永誠國際報名專
線：(02)25428999。」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該
節目為特定商業服務(摩台籌碼結構奧秘－技術
班)進行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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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代網際事業股

era news年代
新聞

通傳內容字
10248012620號
處分日期：
102/04/19

從台灣看
全球

101/12/22
未依指定之
20:55~20:56 時段、方式
播送節
目、廣告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101年12月22日20時55分54秒
NT$100,000
至20時56分14秒播出「冰火系列-派對
篇」、20時57分04秒至20時57分19秒
及20時57分29秒至20時57分44秒播出「軒尼
斯XO酒-關係篇」、20時58分14秒
至20時58分44秒播出「金門寶月泉高粱酒-珍貴
篇」等4則酒類廣告，未依規定於指定時段
內（每日21時至翌日6時止）播送，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8條第2項規
定。

16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西片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118300號
處分日期：
102/04/24

關鍵救
援72小時

102/01/19
未依指定之
06:30~06:30 時段、方式
播送節
目、廣告

罰鍰
內容略如下:道於102年1月19日播放「關鍵救
NT$100,000
援72小時」節目時，於6時30分25秒
至6時30分45秒播送「金門皇家58度典藏高梁
酒-喜酒篇」酒類廣告，未依規定於指定時段
內（每日21時至翌日6時止）播送，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8條第2項規

份有限公司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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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7 鼎豐傳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恒生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96200號
處分日期：
102/04/26

鳳凰密令

101/12/14
節目與廣告
18:30~19: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何淮溱說明介紹收費講 罰鍰
座：１、「這場演講會真的相當重要，你如果 NT$200,000
真的來演講會1趟，你就知道選股的方向，這次
鳳凰飆股要送給你，賺到農曆年前……我還有
很多股票再創新高，19支漲停板……要怎麼在
未來的15天以內，再創造19支漲停板，小事一
件，所以鳳凰飆股很多，你錯過這些股票，沒
有從底部上來都沒有關係……你有錢的
話……你要好好的來演講會，我跟你公告1檔尚
未介紹的股票……這檔股票正在做啟動，我要
送給你，賺到農曆年，這場演講會就在這邊當
下，你要趕快去做預約……在臺中、臺南、高
雄、臺北4場。」２、「我也和你講過，我們的
演講會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第1個我們是收費
的，你每次來演講會，去比較，有沒有東西帶
給你，那就好了，我是一定收費的……我這地
方是這樣，要你跨出成功的第1步……連瑞昱這
種這麼有量的股票，法人的最愛之一，它本身
會再回到59.5嗎？這只是在演講會送的，所以
這500元的收費實在是太便宜了……最重要公
布1檔補你，這檔股票在演講會從來沒講
過……我這個人講的話都是很領先的，這是領
先的研究報告……你要跟上……這是最新的題
材……你要好好把握……演講會你要採預約報
名……最重要你現在當下，什麼都不用想，你
要跟上我們的鳳凰團隊才有未來，只有這樣子
而已，因為我的股票是市場上最強的，而且我
的股票不是漲停板才跟你講的，我想這大家都
看得到。」(二)廣告圖卡與節目所用之道
具（圖卡）有關聯，內容播出：「亞洲投顧何
淮溱老師收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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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六）10：00~12：00臺中昭盛52行
館（立言室），14：30~16：30臺南天下飯
店（B廳）；12月16日（日）10：00~12：00高
雄西子灣飯店(站前館）（會議
室)，15：00~17：00臺北基泰國際研訓中
心（祥瑞廳）02－3393－3789。」；差異僅有
廣告圖卡疊印電話。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該節
目為特定商業服務(收費講座)進行宣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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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財訊國際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78150號
處分日期：
102/04/29

前進主流

101/12/08
節目與廣告
07:30~08: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謝文恩表示：「……為什麼 警告
我能掌握你不能掌握，重點就在於說第一個你 NT$0
不懂得Focus，第二個你的專業度不夠，那麼要
怎麼樣Focus，怎麼樣好好操作宏達電，多空雙
向，這個禮拜6千萬不要錯過，只有這個禮拜六
而已，下午3點30分在大台北地區我們有1場非
常重要投資講座，要告訴你宏達電明年展
望，還有現階段整體操作策略……這一切種種
都在我們禮拜六下午3點30分的演講，會給大家
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當然，你禮拜六真的有
事或是住在花東地區不克前來的……要怎麼樣
擁有這麼好的專業跟知識，好好把握今天最後
一天小資專案，讓你負擔少一點，讓你專業多
一點……」，並出示2張寫有「預約2013年財富
計畫 1.宏達電明年展望與體操作策略 2.股王
爭霸誰將勝出？3.低價轉機股的機會何
在？12/8(六)下午3：30大台北地區 採預約邀
請制 請提早卡位」及「謝天謝地 謝老師 小資
專案 負擔少一點 專業多一點 多空靈活操作
守住您的財富」圖卡。廣告時段中播出之廣告
圖卡與節目中出示之圖卡相互搭配。前揭內容
涉嫌為特定服務進行宣傳，節目內容未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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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
19 財訊國際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78460號
處分日期：
102/04/29

股海羅盤

101/12/07
節目與廣告
20:00~20: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周銘聰於螢幕前，畫面兩旁 警告
會同時疊映「基亞基亞還是基亞恭喜會員 你奉 NT$0
天了嗎？趕快去奉天」、「12/15臺北臺
中12/16高雄收費演講(要預約) 因為那本生技
參考書很重很重！」等字幕。主持人周銘聰表
示：「……叫你奉天，叫你八仙過海，你不
聽，叫你去奉天，你也不聽……不要再說
了，跟著周銘聰，咱1孔掠雙隻，你要做電子股
看這裡……去打電話，2個奉天雙奉天，只
收1個價錢而已」，並出示4張寫有「八仙過海
來回做奉天專案 免錢的最貴 電視會員自己看
著辦」、「八仙過海來回做奉天專案 現在流行
一句話 你奉天了嗎？10張基亞差97萬元 相信
我，不用錢的最貴！別再鐵齒了！」……兩個
奉天一個價！」圖卡。節目末段，主持人表
示：「……在廣告的時候，我相信觀眾朋友有
看到這個東西福袋，這是周銘聰演講會帶過去
的……所有的觀眾朋友一定要預約，因為我們
要帶到現場……福袋有200份，我們送完為
止……因為我們金管會有規定，雖然跟你收那
些收費演講，只有2千元，我們還是要合約
書……你就簽一簽回傳到我們公司，讓服務人
員好做工作……電話撥通，收費演講袋裡乾
坤，一人一袋，我們會有神秘禮物，2個奉天雙
奉天1個價，跟著周銘聰一定賺翻……」，並出
示寫有「12月萬箭齊發護持證所稅上路 2012產
業結構大調整 『生技』史上最強的中概股
2013年福袋 生技總覽參考書 神秘禮物 加持過
的喔！收費演講 袋裡乾坤 一人一袋」圖
卡。廣告時段中播出之廣告圖卡與節目中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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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相互搭配。前揭內容涉嫌為特定商業服
務進行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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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衛星娛樂傳播股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
10200191670號
處分日期：
102/05/08

101養健髮
液-化粧品
廣告

102/02/04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廣告上無顯示粧廣字號，案經託播 罰鍰
者之負責人林君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說明，坦 NT$100,000
承該廣告未申請電視廣告核准，違反化粧品衛
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該局依同條例
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罰鍰新臺幣1萬元，此
有該局102年3月25日中市衛食藥字
第1020028383號裁處書、102年4月17日中市衛
食藥字第1020036879號函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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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壹傳媒電視廣播

壹電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067740號
處分日期：
102/05/23

晚間新聞

102/01/16
妨害兒童或
18:59~19:01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 報導102年1月15日晚間新竹民宅
火災時，播出受害者於窗台求救（尚未遭火焚
前），以近、遠距離交替拍攝，可清楚辨識受
害者，其後大火燒到受害者時，雖即以馬賽克
處理，其持續以近、遠距離交替拍攝手法紀錄
受害者求救及葬身火窟過程，畫面可辨受害者
掙扎及慘叫身影及受害者家屬之哭喊聲。前揭
播送內容已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
形，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定。

22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19090號
處分日期：
102/06/04

真心來吉
緣

102/04/18
廣告超秒
15:57~17:57

內容略如下: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警告
NT$0
得播出20分鐘之廣告，惟實際共播
出21分12秒，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72秒，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

23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18940號

1700新聞
網

101/11/02
廣告超秒
16:55~17:40

內容略如下:「1700新聞網」節目，播送總時間 警告
為45分31秒，依規定得播出7分35秒廣告，惟實 NT$0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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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共播出7分56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
定上限21秒，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
第1項規定。

處分日期：
102/06/05

24 亞洲衛星電視股

寰宇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18900號
處分日期：
102/06/11

阿煌之聲

10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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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經營之華人商業台頻道
於101年12月4日播送運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NT$400,000
限公司（下稱運達投顧）製播之「阿煌之
聲」節目，受雇人黃義煌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
易分析之同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核已
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前揭內容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5條
第1項第2款及第26條第3項規定，爰依期貨交易
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裁處，命令運達投顧停止
受雇人黃義煌1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
該會102年3月28日金管證期字第10200034441號
裁處書及102年4月23日金管證期字
第1020014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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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款規定。

25 中華福報財經網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20050號
處分日期：
102/06/11

股市A指標

101/11/02
違反法律強
19:00~19:3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股市A指標」節目，其前受雇人 罰鍰
即主持人陳彥蓉於節目中從事期貨交易分析之 NT$600,000
同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經金融監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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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
第2款、第26條第3項規定，依期貨交易法
第101條第1項、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承
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4萬
元，並命令亨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停
止陳彥蓉2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該
會102年5月6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20014339號、金管證期字第10200143391號
裁處書及節目側錄光碟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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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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財經台頻道播送「股市A指標」節目，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
第3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60萬
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定製播節目。
26 財訊國際傳播股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20740號
處分日期：
102/06/11

股市A指標

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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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訊財經台頻道播送「股市A指
標」節目，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 NT$200,000
定，依同法第36條第5款規定，處罰鍰新臺
幣20萬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
相關規定製播節目。

27 鼎豐傳播事業股

恒生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20650號
處分日期：
102/06/13

阿煌之聲

10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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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財經台頻道播送「阿煌之
聲」節目，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 NT$100,000
定，依同法第36條第5款規定，處罰鍰新臺
幣10萬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
相關規定製播節目。

28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中文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89770號
處分日期：
102/07/16

女狼俱樂
部之窈窕
大作戰

102/04/22
節目與廣告
13:57~14:57 未明顯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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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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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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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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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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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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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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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兩側畫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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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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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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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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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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中天綜合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
10200280920號
處分日期：
102/07/18

節目名稱
窈窕大作
戰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2/01/01~102/12/31

違法事實

102/04/26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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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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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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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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鼎豐傳播事業股

恒生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18230號
處分日期：
1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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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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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69080號
處分日期：
102/08/02

新聞龍捲
風

102/04/22
違反節目分
21:43~21:5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中（未標示級別），播出「斷 罰鍰
NT$300,000
頭蛇、無頭蛙」畫面等節，逾越普遍級規
定：(一)21時43分許播出「砍掉『頭』照樣咬
人！加強版『喪屍』響尾蛇揭密」報導，由來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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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江中博介紹一段有關「響尾蛇的蛇頭被砍斷
後，身體和頭部仍持續跳動」之影片其中除有
斷頭蛇「蛇尾部位」不斷蠕動之畫面外，並播
出斷頭蛇「蛇頭部位」嘴巴開合及跳躍之影
像，且搭配旁白：「我們再看一次，那嘴巴張
開、那個血盆大口，然後在動。牠剛才好像在
找誰砍我頭，我要報仇一樣，你知道嗎？你
看，又跳了一次。」(二)21時46分許播出「無
頭蛙狂跳、無頭蛇咬人，揭『喪屍』動物之
謎」由來賓謝寒冰介紹一段有關「青蛙的頭被
砍斷後，身體仍持續跳動」之影片，其中除近
距離、正面拍攝無頭蛙的斷頭部位外，並出現
其四處跳躍之畫面，且搭配旁白：「非常恐怖
對不對？其實在旁邊看的人，真的，一看牠那
樣跳，在場的女孩子都被嚇哭了，因為非常非
常可怕。」前揭內容言語聳動、畫面恐怖，相
關畫面一再重複播放，部分畫面雖經馬賽克處
理；惟輔以旁白說明，仍可辨識畫面呈現，內
容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33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78840號
處分日期：
102/08/08

東森晚間
新聞

102/04/25
節目與廣告
19:31~19:35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略述如下：(一)系爭報導標示為獨家新
聞，內容係介紹臺中2家便當店販售之排骨便當 NT$300,000
等產品，惟內容包含標題文字、主播或記者口
述說明，幾乎只提及正忠排骨飯之店名，並偏
重強調正忠排骨飯特色；內容開頭主播即口
述：「其實臺中生意最好的2家就是剛剛提到的
本土臺中的潮吉大排排骨餐廳跟南部來到臺中
打天下的就是正忠排骨飯，那為什麼正忠排骨
飯可以生意這麼好呢？而且持續人氣不墜，主
要是因為正忠排骨所賣的這個雞排跟這個豬排
都是很大，尤其這個雞排一量有22公分，比臉
還要大，而且份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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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面標題「便當開到變連鎖 正忠排骨拚大
排」，記者旁白說明：「……這間臺中品牌的
便當店，很知道臺中人的喜好，這份量當然也
很注重，這一塊雞排快比便當大，而另一家從
南部來臺中打天下的正忠排骨飯，雞排也不遑
多讓，足足有22公分，而它的豬排更吸引
人。……」且搭配畫面標題呈現：「雞排飯比
臉大！外帶點播率第1名」，並訪問正忠排骨飯
店長，說明自家產品特點：「經過人工敲打之
後，現點現炸，所以它的特色是比較鮮嫩多
汁，然後味道比較鮮甜。」(三)記者再次表
示：「臺中品牌強調的是特殊醬料，南部的正
忠排骨則是走傳統口味……。」標題並呈現：
「雞排大塊22cm 兩家皆份量十足」及「份量
足、抓客源 正忠揮軍北上開店」。前揭報導之
內容用語、內容觀點、標題及畫面呈現，幾乎
只揭露特定廠商名稱（正忠排骨），並著重突
顯該廠商商品，明顯為特定廠商促銷宣傳，涉
嫌違反前揭法律規定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新聞
台頻道播送「東森晚間新聞」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依
同法第36條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30萬
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定製播節目。
34 華藏世界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5700號
處分日期：
102/08/15

生命密碼

102/06/04
節目與廣告
08:55~09:55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搭配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5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研
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查，科
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場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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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球磁場
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說
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要
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臺北地區平均壽
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1個機器測試其磁
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臺北地區最
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投。
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論
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去
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後，我
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場好的
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將已法
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外以
前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不但
抽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又抽
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印「幫朋
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
有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
面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
且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
個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
真用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

核處情形

第 25 頁 / 共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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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2/01/01~102/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升」。３、李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
生的運勢：其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
的，從易經的卦象，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
的吉或是凶，所以說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
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來，桃花好不好、婚
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
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
好磁場，才會有好靈動。４、王瑞玲見證：在
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
拜月老沒效，沒有一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
給我靈動數字，我才認識我這個先生一直走到
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發現到都是很和諧
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貝喔！所以說我要
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
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獲麟兒」。５、李老師又
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樣，命也都不
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到屬於自己的
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場的開運物品
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拉起脖子所佩
戴之項鍊，及展示所佩戴之手錶)，它就會創造
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樣絕對會開運
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數字 打造自己
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明：所以這個數
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物品上面，樣式
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要，一定要有磁
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都可以驗證得
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師有去針對數
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字，沒有這個屬
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點用也沒有，所
以說選擇對，屬於你磁場是很重要。畫面疊
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質
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才
能轉好運？李老師說明：其實我有很多客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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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了，就是讓你的五行覺得中和、覺得平衡、覺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場
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物
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
量」。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
低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
運，你可以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老師那時跟我講，我對我那時候的動
作、表情跟老師道歉，但是後來老師告訴我把
先天及後天加在一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
它弄在手上這樣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
時候，會帶動你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
退，就是因為數字去改變後，然後我最近還簽
了一個代言，我怎麼樣都不會想到我會去做一
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數字的。畫面疊
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不漏財 還接到
廣告代言」。(三)夏老師於節目現場以人體氣
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做磁場檢
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玲：之前錄
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管過
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經配戴
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
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色雞婆光，表
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真：之前錄影存檔
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順，其氣場
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開運法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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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
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常幸福美
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南：之前
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明
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戴開運法
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
筆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滿。(四)另於節目
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 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民眾提供見
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旺旺來」網
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各樣之開運
物「龍脈石開運數字DNA陶瓷錶」、「龍脈石開
運數字手(項)鍊」等產品均與現場之主持
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物品相同。前揭
內容呈現出該節目明顯為特定商品（數字手
鍊、項鍊及手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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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5830號
處分日期：
102/08/16

生命密碼

102/06/19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由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五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
研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
查，科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
場都很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
球磁場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
說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
要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台北地區平均
壽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一個機器測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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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台北地區
最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
投。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論
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去
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後，我
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場好的
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將已法
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外以前
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不但抽
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又抽
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印「幫朋
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有
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面
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且
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個
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真用
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升」。３、李
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生的運勢：其
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的，從易經的卦象
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的吉或是凶，所以說
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
來，桃花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
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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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好磁場，才會有好靈
動。４、王瑞玲見證：在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
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拜月老沒效，沒有一
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給我靈動數字，我才
認識我先生一直走到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
發現到都是很和諧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
貝。所以說我要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
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
獲麟兒」。
５、李老師又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
樣，命也都不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
到屬於自己的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
拉起脖子所佩戴之項鍊，及展示所佩戴之手
錶)，它就會創造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
樣絕對會開運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
數字 打造自己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
明：所以這個數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
物品上面，樣式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
要，一定要有磁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
都可以驗證得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
師有去針對數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
字，沒有這個屬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
點用都沒有，所以選擇對，屬於你的磁場是很
重要。畫面疊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
質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
才能轉好運？李老師強調：其實我有很多客戶
也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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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是讓你的五行求得中和、求得平衡、求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在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
物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量」。
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低
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運，可
以自己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後來老師告訴我把先天及後天加在一
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它弄在手上這樣
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時候，會帶動你
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退，就是因為數字
去改變後，最近還簽了一個代言，怎麼樣都不
會想到會去做一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
數字。畫面疊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
不漏財 還接到廣告代言」。９、觀眾吳先生透
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自己從事
捆工快20年，常常身體無力、沒體力、很想睡
覺，自從戴了你們的磁石開運物品後，精神體
力變好、身體狀況也不錯、頭腦清醒、心情比
較快樂及人際關係比較好等。１０、觀眾鄭先
生透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上次
碰到一件有律師的事，而老婆幫我戴你們那種
開運物品後，原本要賠人家50萬，結果最後
賠5萬塊，官司就完全解決了。(三)夏老師於節
目現場以人體氣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
做磁場檢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
玲：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血管過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
經佩戴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
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
色雞婆光，表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
真：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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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不順，其氣場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
開運法寶「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
流順暢，其氣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
常幸福美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
南：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血流不明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
戴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
測出血流比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
滿。(四)另於節目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
民眾提供見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
旺旺來」網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
各樣之開運物「龍脈石開運術數字DNA陶瓷
錶」、「龍脈石開運術數字手(項鍊)」等產品
均與現場之主持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
物品相同。前揭內容呈現出該節目明顯為特定
商品（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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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八大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八大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29320號
處分日期：
102/08/16

超級金頭
腦

101/09/06
節目與廣告
09:3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分享成果：１、江中博強 警告
調在高中時死背字典的英文全忘光，自來到這 NT$0
節目，全靠簡單、有趣、好記又不花太多時間
的15分鐘右腦圖像記憶法，讓英文進步神
速，不會忘記。 ２、憲平的媽媽美琦表示在
接觸右腦圖像記憶法學英文後，每天花15分鐘
就學出興趣，也讓英文進步很多，現在一有空
就看英文，小孩看到自己的進步也主動跟著學
習，並強調右腦圖像很生活化，只要花15分鐘
很快就有進步。３、計程車司機阿忠表示要感
謝節目及右腦圖像記憶法這套教材，每天
花15分鐘輕鬆學、馬上學、馬上用，學了4個多
月就讓英文進步很多，可以到科學園區載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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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外國朋友越交越多，也讓家庭生活越美
滿越好。４、珮如表示看到節目介紹用圖像來
記憶的教學方式，覺得很好玩、很有趣，就每
天利用在公司午休時間約15分鐘學習英文及下
班搭車時間重新複習，不知不覺英文能力變好
很多。(二)Crystal說：「……美琦媽媽她很棒
的是她就印證了我們的教材裡面，右腦圖像的
記憶方式。」並表示現在很多小孩對圖像的接
受度跟理解力，也會高於一般人十幾倍，運用
了Dorina老師的律動，運用右腦圖像記憶的學
習方法，自然而然英文程度也會比一般人高
出10倍。(三)江中博表示715黃金法則就是花了
錢去投資這個學習方法，回收時就覺得像買到
黃金一樣，7秒鐘記1個單字，每天花15分
鐘，可以很快的將許多英文單字、文法、發音
都學在自己腦中，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又省下
去補習班的錢、車錢及搭車時間，賺到的就是
黃金。(四)主持人僅雯提到感謝學員們寫信
或e-mail對右腦圖像學習法的肯定和支持，並
展示一封新竹溫慧珍媽媽學員給CoColong的感
謝函「Dear CoColong：很感謝你這套課程為我
們家帶來的樂趣不只是學習英文更快樂
更easy……這套課程真的很棒，不只學到了英
文也增加親子互動……更感謝CoColong讓英文
增添趣味」(五)節目於前、中、後三段末將進
廣告前，主持人均會說：「……我們有100份幸
運學習包要送給你們」，鼓吹觀眾趕快拿起電
話打進來索取，畫面並出現字卡「來電送你超
級秘笈」，每段廣告時間連續搭配播出2則均
有「（旁白）……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快撥
打0800-880-719」、「（字幕）……請撥打諮
詢專線0800-880-719免費索取體驗寶典」之廣
告。(六)主持人背後布景出現印有COC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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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教材之酷酷龍卡通圖像，以及現場來賓
桌前亦印有酷酷龍之頭部輪廓圖案。前揭內容
一再推介以「右腦圖像學習法」學習英語，並
介紹其教學方式與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
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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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風衛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58160號
處分日期：
102/08/19

Lets go創
意

102/05/01
節目與廣告
09:40~10:2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陳承欽介紹153創意學習 警告
法優點：「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這個好方 NT$0
法就是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因為這個方法只需要讓你用圖像、聲
音、故事的方式去做連結，非常有趣。而且每
天只需要短短15分鐘的時間，3個月你就可以輕
鬆記得1,200個單字，所以，這個方法是傳統學
習方法40倍的速度(畫面疊印：時間短 成效高
快速學習40倍速)。」
(二)主持人：「繼續我們就要請Angela老
師，帶給我們這樣的教學影帶，讓你學習
快40倍，要注意看稍後的影像內容，因為稍後
我們有神秘小禮物要送給您。」旋即畫面播
出153創意學習法教學影帶內容(右腦魔法師 秒
殺圖像記單字)。(三)來賓Angela說明(同
時，螢幕右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容)：
「……我們剛剛看那個圖像，其實那就是我們
右腦記憶的特性(字幕：圖像是全腦記憶法的特
性 結合聲音 情境 效果更好)，你把它轉成圖
像，所以右腦就會說我喜歡，而且是結合聲音
跟情境，它會變成很長期的記憶，而且效果會
很好。」(四)主持人詢問來賓明勇：「……你
看到我們這個影像之後，是不是覺得開口說英
文，沒有那麼難嘛。」明勇答覆：「對啊 對
感覺就比較簡單了。」另一來賓饅頭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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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方式真的很棒耶，而且就是感覺
是用很輕鬆的方式去學習，就沒有什麼壓力的
感覺，然後就不知不覺就記起來。」
(五)來賓江中博：「……剛剛我們看
到Angela老師，他們那些有趣的故事，就已經
吸引你了，……故事，完畢之後它又有很多的
動畫，那這兩個東西剛好是人右腦最愛的(字幕
疊印：故事+圖像=永不忘記)，……你讓你的小
孩子被這樣所謂的吸引之後，然後再用你的右
腦去把這些東西記起來，一輩子不會忘。我們
為什麼講每天15分鐘，然後學3個月，就是這個
原因，它就是讓你有這個吸引力進去之後，然
後再靠你的右腦去記起來。……」
(六)來賓子婷：「我本來以為學英文要花很多
的時間，每個都要學10年、20年，可是我今體
驗了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它真的很適合我們英文半桶水的人耶，我
要用這個方法學。」(七)陳承欽再次強調：
「……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它就是讓你每天短短花15分鐘時間，3個
月你可以輕鬆記得1,200個單字，因為這個方法
是以前傳統死記硬背方法的40倍速度。(字
幕：效率 成果 40倍速 是傳統方法不可比擬
的！)」主持人詢問，但是我們不能只記單
字，發音和文法是否也可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習
呢？Dorina回答：「可以 右腦律動學發音(字
幕：全腦律動學發音) GO」，畫面並播出「英
文小魔女 圖像學發音」教學影帶內
容。(八)又，Angela說明，153創意學習法(字
幕：全腦創意學習法)，它是跟現在全球菁英同
步的一種學習方法，最重要的是這個學習方法
只要花你?天15分鐘的時間，3個月即可以記
憶1,200個單字。江中博：「……右腦它記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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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字幕疊印：全腦記憶 快速 永久 不易忘
記)，而且一記就是記一輩字，所以你現在聽完
這樣講，你就知道這是科學的，那你還在等什
麼，……右腦趕快來用，不要再去用左腦死背
的話，你知道你贏在起跑點。」(九每節廣告
前，主持人即陳述並鼓吹觀眾，153創意學習
法，每天15分鐘，3個月記下1,200個單字，現
在打電話進來說出通關密語，我要40倍，我
要40倍，我們要送您記憶寶典……。接續搭配
旁白口述：「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
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
說話的摩貼掛勾，還有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
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話喔！」另於每節廣
告時間均插播2則相同廣告「（字
幕）……0800-088-329 免費索取學習秘笈(限
前100名)。」前揭節目表現內容、觀點及使用
道具等均一再明顯為特定商品「153創意學習
法(全腦創意學習法)」宣傳，並介紹其教學方
式、教材內容及強調其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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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XN

通傳內容字
10200358280號
處分日期：
102/08/19

天天好運
到

102/06/07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由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5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研
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查，科
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場都很
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球磁場
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說
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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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臺北地區平均壽
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一個機器測試其
磁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臺北地區
最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投。
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
論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
去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
後，我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
場好的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
將已法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
外以前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
不但抽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
又抽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
麼？就是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
印「幫朋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有
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面
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且
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個
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真用
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升」。３、李
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生的運勢：其
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的，從易經的卦象
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的吉或是凶，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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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
來，桃花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
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
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好磁場，才會有好靈
動。４、王瑞玲見證：在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
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拜月老沒效，沒有一
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給我靈動數字，我才
認識我先生一直走到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
發現到都是很和諧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
貝。所以說我要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
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
獲麟兒」。
５、李老師又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
樣，命也都不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
到屬於自己的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
拉起脖子所佩戴之項鍊，及展示所配戴之手
錶)，它就會創造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
樣絕對會開運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
數字 打造自己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
明：所以這個數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
物品上面，樣式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
要，一定要有磁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
都可以驗證得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
師有去針對數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
字，沒有這個屬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
點用都沒有，所以選擇對，屬於你的磁場是很
重要。畫面疊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
質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
才能轉好運？李老師強調：其實我有很多客戶
也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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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了，就是讓你的五行求得中和、求得平衡、求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在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
物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量」。
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低
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運，可
以自己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後來老師告訴我把先天及後天加在一
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它弄在手上這樣
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時候，會帶動你
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退，就是因為數字
去改變後，最近還簽了一個代言，怎麼樣都不
會想到會去做一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
數字。畫面疊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
不漏財 還接到廣告代言」。９、觀眾鄭先生透
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上次碰到
一件有律師的事，而老婆幫我戴你們那種開運
物品後，原本要賠人家50萬，結果最後賠5萬
塊，官司就完全解決了。
１０、觀眾謝小姐透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自從戴上了有磁場的開運
物品之後，經過老師的加持，主管就升我做主
任，薪水是以前的3倍。(三)夏老師於節目現場
以人體氣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做磁場
檢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玲：之前錄
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管過
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經佩戴
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
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色雞婆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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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真：之前錄影存檔
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順，其氣場
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開運法寶「手
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
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常幸福美
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南：之前
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明
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戴開運法
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
比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滿。(四)另於節目
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民眾提供見
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旺旺來」網
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各樣之開運
物「龍脈石開運術數字DNA陶瓷錶」、「龍脈石
開運術數字手(項鍊)」等產品均與現場之主持
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物品相同。前揭
內容不斷宣傳推薦經老師為現場來賓及CALL
OUT觀眾所算出之開運數字，並配合其量身打造
之開運物，見證帶來即時有效開運及旺財等效
果；又所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與「好運旺旺
來」網站之服務專線相同，已明顯表現出媒體
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其節目內容未與
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
39 衛星娛樂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
10200369290號
處分日期：
102/08/20

生
活Hold得
住

102/05/20
節目與廣告
13:24~14:24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陳承欽老師口述介紹「733右 警告
NT$0
腦創意學習法」（字幕：右腦創意學習
法、733右腦創意學習）優點：「……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告訴大家的，733右腦創意學習法，為
什麼要加上創意？因為右腦本來就喜歡聯想力
跟創造力的一個東西，透過這個方法，你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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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3個月時間就感受到學習快速(畫面疊印：3個
月 1,200個單字），這個方法是傳統學習方法
的40倍(畫面疊印：方法對了 你的學習效率能
夠增強40倍！」(二)Angela老師(同時，螢幕右
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容)：「……我們
右腦圖像記憶法，其實是透過歸納、整理，由
已知記未知，所以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我
們7秒可輕鬆記住1個單字，每天持續練習，3個
月很快有成效(畫面疊印：3個月1,200個單
字），可提升英文興趣…。」
(三)Angela老師詢問來賓昇融：「……剛才我
看你都沒拿筆在寫，請問你怎麼作答的。」昇
融答覆：「你問問題時，我就是會先想到剛才
那圖像，出現情境，然後連結起來。」(同
時，螢幕右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
容)。(四)來賓江中博：「……你現在看了這個
節目，你發現右腦圖像記憶，是這麼好的方
法，而應用在英文就是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
效果，3個月1,200個單字，我相信你的小孩英
文會突飛猛進。」(五)每節廣告前，主持人即
口述並鼓吹觀眾，733右腦圖像創意學習法」
（字幕：733右腦創意學習法），7秒1個單
字，3分鐘有效果，3個月記下1,200個單字，趕
快把握機會打電話進來，說出我們的通關密
語，我要733，我要733，就有機會得
到Angela老師的學習記憶寶典，動作要
快……」（字幕：通關密語 我要733 來電送你
記憶寶典）。接續搭配旁白口述：「趕快打電
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
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說話的摩貼掛勾，還有
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
話喔！」。另於每節廣告時間均插播2則相同廣
告「（字幕）……用對方法 牢記不忘 快速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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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學 好好學專線0800-088-719 免費索取學習
秘笈(限前100名)。」前揭內容均一再推介
以「733右腦（圖像）創意學習法」學習英
語，並以現場播放示範之右腦圖像學英文單
字、發音及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教
材內容及學習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
商品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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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84420號
處分日期：
102/08/23

腦力大發
現

102/05/05
節目與廣告
08:30~09: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陳承欽於節目中不斷推
介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優點：１、（字幕：承欽 NT$0
老師的學習教室 給你好方法！學英文不要再背
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733右腦創意學習這個
方法，就是讓你7秒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
有學習效果，只需要3個月時間，就可以輕鬆記
得1,200個單字(字幕：733右腦創意學習 7秒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
字)。２、733右腦創意學習這方法比傳統方法
更快更好，因為它的學習效率是傳統方法
的40倍(字幕：40倍)。３、其實這就是好方法
厲害的地方，你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15分鐘時
間，就可以透過733右腦創意學習得到最棒的效
果(字幕：15分鐘 733右腦創意學習)。４、就
算你在職場中，你有再好的工作經驗，可是你
沒有了英文能力，就等於你沒有了競爭力，現
在要怎麼解決這個方法很簡單，就是你每天只
需要用短短的零碎時間，只要15分鐘的時
間，然後給自己6到8個月時間開始持續學
習，你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每
天15分鐘 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５、今天跟
大家分享的733右腦創意學習，它就是能夠讓
你7秒鐘就可以記得1個單字，3分鐘就會有學習
效果，只需要短短3個月時間，你就可以輕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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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1,200個單字，而且最重要是它每天只需要花
你一點點零碎時間，就可以馬上看到效果。
６、733右腦創意學習，它就是一個好方法，而
且它是適合大家都可以一起學習的好方
法。７、好方法是不怕寂寞的，只要你現開始
跨出第一步，一定會有好的結果，自從我們開
始跟大家分享了733右腦創意學習之後，短短
的5年時間內，我們讓30多萬人，已經透過這個
方法學好英文，你每天只需要持續給自己15分
鐘的時間，只需要6到8個月時間，你就可以用
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二)Angela於節目中不
斷推介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優點：１、（字
幕：Angela老師的右腦學習教室 善用你的左右
腦 學習英文快速進步）左腦在記憶時間裡是屬
於短期記憶，真正長期記憶是由右腦來負
責，但是右腦記憶的方法，卻是用圖像、聲音
來記，只要啟發你的右腦來學習的時候，其實
不用死記硬背，就可以學得非常輕鬆愉快，而
且可以把英文學得很好，我們733右腦創意學習
就是讓你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英文單字，3分鐘
就可以掌握這個學習的重點，3個月讓你很輕
鬆，而且很有效率的記住1,200個英文單字(字
幕：右腦＝長期記憶 圖像 聲音 記憶法 啟發
右腦學習 不用死記硬背 733右腦創意學習 7秒
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
字)。２、像剛才的學習方法，就證明說我們記
單字或是學習，是不用死記硬背的，只要透過
這個圖像，有趣的圖像或是誇張啊！情境
啊！甚至有故事性的圖像，你就可以激發你的
想像力，只要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掌握學習
訣竅，在3個月裡面，就可以輕鬆記住1,200個
英文單字(字幕：7秒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字)。３、我覺得733右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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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習法，它是可以幫助很多人有效率的學
習。４、事實上，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如果知
道你要死背的時候，你的心裡就會有抗拒，而
且一講到背的時候，其實就跑到你的左腦裡
面，因為左腦是負責短期記憶，你就拚命
記，如果可以把你要學習的英文單字，甚至是
其他的功課內容都轉成一張張有趣的圖像，像
老師剛才在教學時，把這個情境、聲音，甚至
故事都放進去的時候，會不會覺得這樣子會更
有趣而且它會吸引你，而且在回憶的時候，因
為它是圖像，所以它是長期記憶，所以會比較
輕鬆，你的成就感就出來了。5、現在歐美先進
國家，甚至日本、韓國等，他們的一些學習教
育的方法，都跟右腦的學習方法是有關的，但
是不管什麼樣的方法，最終還是跟右腦的圖像
記憶學習是有關係的，我們733右腦創意學
習，它就是用這個方法，它其實是非常適合沒
有時間或是對英文已經失去學習興趣的人，因
為它很有趣，然後它會引發你的創意力，而且
你的自信心會增加，所以我們很適合那些自認
為自己英文學習程度不太好的人，這個時
候，大家可以重新再用這個方法來做學
習。(三)來賓許聖梅說用對了這個方法，可
以7秒鐘學習到單字，但是過了學習黃金期，是
不是要7年才學會這個單字？陳承欽老師：
「(字幕：承欽老師的學習教室 學習不分年
齡！用對方法連阿公都能講英文！) ……當我
們開始跟大家分享733右腦創意學習之後（字
幕：733右腦創意學習），我們在短短5年之
內，就讓30多萬人英文學會，而且進步了，你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給自己15分鐘時
間，就可以在短短6到8個月時間，就可以用全
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每天15分鐘 6到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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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全英文溝通)。」Angela老師：「有句廣告
詞是這樣說，不要只是聽，要狠狠的實際去
做，這樣才有成效，所以我覺得733右腦圖像學
習法，它是可以幫助很多人有效率的學
習。」許聖梅亦表示自己也是媽媽，所以認為
如果能夠從小，就讓他們學733右腦創意學習
法，就真的太厲害，從小就學，現在還得
了。(四)主持人吳中純：「怎麼可能一個方法
就可以提升我們40倍的英文學習效率，而且3個
月的時間，可以把你國中1200個單字通通背
完，真有這麼厲害嗎？我們請我們的律動老
師Dorina老師出場……觀眾朋友等一下要注意
我們的教學內容喔，因為仔細看裡面的影
帶，我們待會有神秘的小禮物要送給你。」旋
即播出Dorina老師的「英文小魔女 秒殺圖像記
單字」教學影帶示範內容。(五)主持人吳中
純：「可是733右腦創意學習，我們只能學單字
嗎？發音有沒有可能也用這種733右腦創意學習
的方式來學呢？……我們要提醒你要注意影帶
中的內容，因為待會有神秘的小禮物要送給
你。」Dorina回答：「我們可以用律動口訣的
方式，來學自然發音，動動你的右腦，這樣子
全部動起來，全身很有活力又記得很快」，接
著並播出Dorina老師的「英文小魔女 圖像學發
音」教學影帶示範內容。(六)每段節目進廣告
前，主持人均會強調733右腦創意學習，讓
你7秒鐘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有成
效，3個月可以牢牢記住1,200個單字，這個成
功秘笈讓你學習力倍增40倍，並鼓吹觀眾，趕
快打電話進來說通關密語「我
要733」，前100名才有，動作要快。接續搭配
旁白口述：「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
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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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的魔貼掛鉤，還有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
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話喔！」。另於每段
廣告時間均搭配插播4則「Hello Hello 阿斗仔
Sorry Sorry 問別人 面對老外敢開口 送你哈
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考卷
滿江紅 媽媽好傷心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薪
資三級跳 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
打0800-880-014」、「謝謝再聯絡 回家改履歷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薪資三級跳 送你哈燒
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及「英文學
不好 不敢開口講 工作升遷沒希望 薪水永遠少
一半 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右腦思考才能牢
記不忘 現在起7秒學習輕鬆自在 15分鐘英文朗
朗上口 快打英文好好學專線0800-880-014」相
同廣告。前揭節目表現內容、觀點均一再推介
以「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學習英語，並現場播
放Dorina老師示範右腦圖像學英文單字、發音
及俚語之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教材
內容及學習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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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台灣番薯傳播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番薯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00180號
處分日期：
102/09/12

美麗奇肌
無痕組-化
粧品廣告

102/04/28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內容略如下:台灣番薯電視台頻道
於102年4月28日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司（負責 NT$100,000
人：紀安吉）託播之「美麗奇肌無痕組」化粧
品廣告，案經嘉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
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並依同條例第30條
規定，核處託播者罰鍰新臺幣2萬5千元，此有
該府102年8月5日府授衛藥食字
第1020142319A號裁處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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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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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91620號
處分日期：
102/10/08

上午11點
新聞

102/05/14
違反節目分
11:11~11:12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於11時11分至12分許報導「兒子當 警告
NT$0
球丟！狠父摔子 顱傷命危」新聞，播
出3次「父親怒擲懷中幼兒重摔落地」畫面，內
容逾越普遍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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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13條
規定.

43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03060號
處分日期：
102/10/15

1300午間
新聞

102/05/14
違反節目分
13:00~14: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播出「與妻吵架洩怒氣 暴力爸狠 罰鍰
摔一歲子」新聞報導，播出3次「父親怒擲懷中 NT$400,000
幼兒重摔落地」連續畫面。前揭父摔子相關畫
面一再重複播放，部分畫面雖經馬賽克處
理；惟輔以旁白說明，仍可辨識畫面呈現之父
摔子動作，涉有暴力、恐怖等畫面，內容逾越
保護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
第1項規定。

44 華藏世界傳播股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8880號
處分日期：
102/10/16

TV課輔班

102/05/27
違規使用插
17:55~19:55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於畫面左側播出「爭主權，台灣國 警告
際環境的大考驗？台灣擁有南海主權，不可抹 NT$0
滅的事實！重北輕南，政府對南方澳的海域不
重視？台灣制裁菲律賓，大陸聲援背後的原
因？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台、菲扮演何種角
色？長期以大陸為唯一假想敵，國防策略如何
調整？寸土不讓，如何鞏固台灣南海主權？
【2100從心看世界】為你邀請到前駐美副代表
黃偉峰、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王高成、台灣智庫諮詢委員黃立文晚間九點和
大家見面，為你帶來精闢的剖析！歡迎舊雨新
知準時收看」等插播式字幕，內容為廣告性
質，且與該節目播送內容無相關，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45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39940號

2000整點
新聞

102/06/06
違規使用插
20:00~21: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自20時39分開始多次播送下列之插 警告
NT$0
播式字幕：「韓複製軍團進擊 鬼鳴怪村之迷

限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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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小鴨風潮揭密 鎖定21：00 新聞龍捲
風」，前揭內容係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
有廣告性質，且非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處分日期：
102/10/21

46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44160號
處分日期：
102/10/21

新聞8點檔

102/06/05
違規使用插
20:00~21: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於螢幕左側播送插播式字幕內容： 警告
「節目異動（真相解密）!5月31日立院史上最 NT$0
黑暗的一天!民代喝花酒和教授學術研究一起除
罪，全民憤怒!獨家還原會計法99條之一修法朝
野密室協商過程。社會重大爭議事件為何不公
開表決?朝野政黨之間到底有什麼交換條件?獨
家還原現場。請鎖定晚上九點由廖筱君主持
的『新台灣加油』。」前揭插播式字幕內容係
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質，且非
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1條之規定。

47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4180號
處分日期：
102/10/21

綜藝大哥
大

102/05/27
違規使用插
11:00~12:00 播式字幕

警告
內容略如下:於11時1分至11時3分及11時44分
至11時46分出現以下插播式字幕內容：「【霹 NT$0
靂台灣台 黃金時段強檔好戲】 每週一到週五
傍晚6點，首播『大巡按蕃薯官』新官上任三把
火，成為大巡按的寇舍，能查出是誰圖謀造反
嗎？ 今晚7點，『少年包青天－天芒傳奇』 若
水竟是天芒的守護者，一連串的命案與她有何
關聯？ ……檔檔好戲天天精彩 敬請準時鎖定
霹靂台灣台。」前揭插播式字幕內容係為同頻
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質，且非與該播
送節目內容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1條之規定。

48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28920號
處分日期：

東森新
聞0900

102/06/02
違規使用插
09:00~10: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分別於螢幕左方及右下方多次頻繁 警告
出現插播式字幕，左方字幕內容播出：「經典 NT$0
英雄陽岱鋼 日職最強第一棒！昨火腿隊戰中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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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三立都會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05700號
處分日期：
102/10/23

核處情形

日，陽岱鋼手感燙，左外野2分炮成為本季第七
轟，個人打擊率上升至2成91。這一個原本又瘦
又小的台東囝仔，曾經棒球之路沒人看好，十
四歲獨自遠赴日本打球，靠著驚人意志力，成
為日職史上第一位台灣選秀狀元，球場上拼命
三郎，連日本人也折服。陽岱鋼在日本的最新
發展情況，請鎖定東森新聞。」畫面右下方則
以動畫呈現插播式字幕內容：「（棒球圖
案）鎖定今晚2200台灣啟示錄 經典英雄陽岱
鋼（陽岱鋼人形圖案）。」前揭插播式字幕內
容係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
質，且非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102/10/21

49 三立電視股份有

受處分內容說明

國光幫幫
忙

102/06/18
違反節目分
23:00~24: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標示為「保護級」），以「國光扭 警告
NT$0
蛋機!夏日拆禮物大賞!」為主題，包含2大單
元，第1單元為「隨機打開
胸、腰、腿」、第2單元為「轉扭蛋決定指
令，並與禮物進行親密互動」，內容以穿著性
感的年輕女性當作來賓的禮物，並讓來賓挑選
三圍觀賞及抽籤決定與禮物進行親密互動遊
戲，情節略以：(一)來賓以轉扭蛋方式，決定
自己是幾號禮物箱的主人，並依據自己的喜
好，打開（觀看）禮物「胸、腰、腿」任何部
位。(二)畫面左側字幕為「禮物大調查－身材
機密大公開」，主持人庹宗康詢問1號女性來賓
的三圍，並請來賓形容自己的事業線，其表示
有馬里亞納海溝般的形容。4號女性來賓接受詢
問三圍時，表示：「還有我的胸部，大小適
中，是可以讓男人一手掌握的，ㄉㄨㄞ
ㄉㄨㄞ」；後續訪問4號女性來賓時，主持人庹
宗康表示：「而且她的膠原蛋白充滿
了，ㄉㄨㄞ ㄉㄨㄞ有沒有」，來賓GINO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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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Pitera還在分泌」。(三)畫面左側字幕
為「國光濕背秀－好身材大展現」，4位女性來
賓依序轉圈展示身材，1號女性來賓轉圈時，出
現「這什麼剪裁」、「這自己剪的吧」、「這
件衣服也很厲害」、「這一集我老婆不能看
到」、「太猛、太狠了」等言詞；另來
賓GINO發言：「禮物會自己轉，好
棒。」(四)畫面左下方字幕「國光福利社－轉
出與禮物的親密互動」，藝人以轉扭蛋方
式，打開扭蛋，並依照紙條上的指令與禮物進
行親密互動。(五)來賓陳子強轉扭蛋選到主人
抱禮物，新娘抱轉3圈，將女性來賓當作禮
物，以新娘抱之方式原地轉3圈。.......
(八)主持人孫鵬抽到與女性來賓磨鼻子之機
會，自稱磨鼻子會尷尬，故將與女性來賓磨鼻
子的機會讓給助理主持人張立東，並對其表
示：「該給你福利的時候，絕對少不了
你」，結束後，助理主持人向3位主持人握手致
謝，主持人孫鵬表示：「以後要聽話好
嗎？」張立東回應：「什麼都聽！」前揭節目
之內容、畫面及旁白等，已有違反電視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之情形，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50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92850號
處分日期：
102/10/30

MILDSKIN
白瓷娃娃
粉凝霜

102/07/03
違反法律強
19:24~19:28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內容略如下:播送璟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罰鍰
人：諸葛祺）託播之「MILDSKIN白瓷娃娃粉凝 NT$200,000
霜週慶組」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與核定表
不符，案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認定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條例
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璟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罰鍰新臺幣2萬5千元，此有該局102年9月4日
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092842號裁處書、同年
月2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00127號函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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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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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530080號
處分日期：
102/10/30

半天岩茶
樹精油-化
粧品廣告

102/02/22
廣告內容未
17:03~17:07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內容略如下:「半天岩茶樹精油」化粧品廣
告，其廣告內容與核定表不符，案經嘉義縣政 NT$200,000
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
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多富
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萬元，此有嘉義縣政
府102年10月4日府授衛藥食字第1020180819A號
裁處書及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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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信盈貿易股份有

天良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45540號
處分日期：
102/11/19

天天健康

102/09/24
廣告超秒
04:12~07:58

內容略如下: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26分8秒，依規 警告
NT$0
定得播出37分42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
出40分5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143秒，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
規定。

53 信盈貿易股份有

天良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45520號
處分日期：
102/11/20

天天健康

102/09/02
廣告超過三
04:00~08:00 分鐘或以節
目型態呈現
無標示廣告
二字

內容略如下:節目插播「KOKINO高基能商品(加 警告
NT$0
味明目丸、治腦丸、加味腎氣膀胱丸等)」廣
告，係超過3分鐘且以節目型態播送之廣告，但
未於播送畫面上全程標示「廣告」二字，此有
受處分人提供之日誌表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54 大立電視股份有

大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45760號
處分日期：
102/11/21

幸福人生

102/08/30
廣告超秒
08:00~10:00

內容略如下: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警告
得播出20分鐘廣告，惟實際共播出21分48秒之 NT$0
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108秒，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55 大立電視股份有

大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45620號

幸福人生

102/08/29
廣告超秒
08:00~10:00

內容略如下:節目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依規定 警告
得播出20分鐘廣告，惟實際共播出21分6秒之廣 NT$0

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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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66秒，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處分日期：
102/11/22

56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內容字
10248045600號
處分日期：
102/11/27

雙刀期勝,
雙刀期勝

102/03/26
00:00~00:00
, 102/03/27
00:00~00:0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受雇人（即主持人）鄭凱元於節目 罰鍰
中從事期貨交易分析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 NT$200,000
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認定違反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5條
第1項第2款及第26條第3項規定，依期貨交易法
第101條第1項規定裁處，命令華信投顧停止受
雇人鄭凱元1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該
會102年10月24日金管證期字第10200403691號
裁處書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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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575290號
處分日期：
102/12/05

半天岩茶
樹精油-化
粧品廣告,
半天岩綠
原茶樹精
油-化粧品
廣告

102/02/22
廣告內容未
21:00~00:00 經主管機關
, 102/07/21 核准即宣播
11:00~00: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102年2月22日21時許
NT$200,000
及7月21日11時許分別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
司（負責人：紀安吉）半天岩茶樹精
油」及「半天岩綠原茶樹精油」化粧品廣
告，案經嘉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
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規
定，核處託播者多富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
幣2萬元，此有嘉義縣政府102年10月4日府授衛
藥食字第1020180819A號裁處書、嘉義縣衛生
局102年11月8日嘉衛藥食字第1020033760號函
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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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35670號
處分日期：
102/12/05

天良草本
機能護膚
皂-化粧品
廣告, 六
胜肽撫紋
霜-化粧品
廣告, 天

102/01/30
廣告內容未
19:00~00:00 經主管機關
, 102/01/30 核准即宣播
19:00~00:00
, 102/04/23
08:00~21:00
, 102/04/23

內容略如下:於102年1月30日19時
許、4月23日8時許、4月23日12時
許、4月23日14時許及4月23日21時許播送多富
貿易有限公司託播之「天良草本機能護膚
皂」及「六胜肽撫紋霜」化粧品廣告，案經嘉
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

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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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緯來綜合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
10200568390號
處分日期：
102/12/09

裁處日期：102/01/01~102/12/31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良草本機
能護膚
皂-化粧品
廣告, 六
胜肽撫紋
霜-化粧品
廣告

08:00~21:00

第2項規定，並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
者多富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萬5千元，此
有該府102年8月5日府授衛藥食字
第1020142319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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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規定。

腦力大發
現

102/07/11
節目與廣告
09:00~09: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陳承欽：「創意的學習法，它 警告
就是透過圖像、聲音還有音樂的一個方式來做 NT$0
記憶，因為，這些元素都跟我們的右腦有相
關，只要我們是運用圖像，還有聲音的方式去
做記憶的話，人類就可以長久記憶。」（字
幕：圖像創意學英文 從此學習沒煩惱 圖像
本能式學習 學得快 記得牢）黎珈伶老師：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右腦的學習方法，它
可以讓你們7秒就記1個單字，3分鐘就有學習成
效，3個月輕輕鬆鬆可以記住1,200個單字，而
且，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叫它733右腦創意學習
方法。」（字幕：運用記憶好方法 單字 文法
忘不了 7秒記單字 3分鐘有效果 3個月1,200個
單字 永遠不會忘記 733右腦創意學習），接著
播出Dorina老師的教學影帶示範內容。(二)趙
婷問晶晶：「這種方法是不是妳要的呢？」晶
晶：「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簡單，比較好
學，像講到這個就會想起這個。」（字幕：圖
像教學 簡單又容易）黃志遠：「像這樣的學
習方式，是跟完全傳統不一樣的，它不用這樣
背的方式，完全跟以往不同的學習方法，不需
要再去背了。」（字幕：給你好方法 學習英文
光速飆 主流創意教學法 傳統教法沒得比)
(三)陳承欽：「我們一般學英文，最基本國
中3年、高中3年、大學4年，這樣加起來
就10年，可是你看10年過去了，很多人現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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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英文都還說不出來，那10年就等於是120個
月，如果，你現在透過733右腦創意學習，它只
要3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輕鬆記得1,200個單
字，所以，你們去換算一下是不是40倍。」(字
幕：733右腦創意學習 3個月1,200個單字 大
勝以往40倍)......，並於接續廣告時間均搭配
插播4則「Hello Hello 阿斗仔 Sorry Sorry
問別人 面對老外敢開口 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考卷滿江紅 媽媽好
傷心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薪資三級跳 送你
哈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謝
謝再聯絡 回家改履歷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
薪資三級跳 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
打0800-880-014」及「英文學不好 不敢開口講
工作升遷沒希望 薪水永遠少一半 用對方法才
能事半功倍 右腦思考才能牢記不忘 現在起7秒
學習輕鬆自在 15分鐘英文朗朗上口 快打英文
好好學專線0800-880-014」相同廣告。前揭節
目表現內容、觀點均一再推介以「733右腦創意
學習法」學習英語，並現場播放Dorina老師示
範右腦圖像學英文單字、發音之教材VCR內
容，介紹其教學方式、教材內容及學習效
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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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件

警告：

27 件

核處金額：

NT$7,7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