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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NT$300,000

1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524750號
處分日期：
103/01/02

新聞8點檔

102/07/22
違反節目分
20:36~20:38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102年7月22日播送「新聞8點
檔」節目，於20時36分至38分許播出「各式水
刑逼供刑求」之畫面，違規情節略述如下：新
聞標題為「恐怖"水刑"虐囚 最有效逼供方
式」、「逼近"溺死"臨界 恐怖酷刑手法
多」及「對恐怖分子極刑"水中毒"能殺
人」，介紹水刑之方式包含「直接灌」、「蒙
面」、「塞嘴」，並輔以電影畫面定格圖
解，記者口述：「手腳被綁死，大桶大桶的水
不停往口鼻裡灌，殘忍的虐囚法，俗稱水
刑，是美國中情局特工用來對付恐怖分子的慣
用招數。除了直接朝嘴裡灌，有時也會將毛巾
蓋在犯人臉上，或塞進嘴裡，以防止犯人忍受
不了折磨，把水吐出來。輕輕鬆鬆就能把人逼
上淹死臨界點。」記者口述：「……就連冰塊
水也可當成刑求工具，朝人頭上慢慢滴，接受
實驗的男子逐漸頭痛欲裂，宛如滴水穿腦。這
些怵目驚心的灌水虐囚法，手段惹人非議，就
算是用罪大惡極的恐怖分子身上，恐怕也難逃
罵名。」並搭配圖示相關方法。前揭報導內容
及畫面呈現已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2 亞洲衛星電視股

寰宇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52180號
處分日期：
103/01/08

雙刀期勝,
雙刀期勝,
雙刀期勝,
雙刀期勝,
雙刀期勝

102/04/23
00:00~00:00
, 102/04/25
00:00~00:00
, 102/04/29
00:00~00:00
, 102/05/02
00:00~00:00
, 102/05/15
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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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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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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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619390號
處分日期：
103/01/20

綠原陳年
薄荷精油,
無齡抗痕
修復撫紋
霜, 新歡
集中淡斑
精華+全波
長隔離霜

102/09/18
廣告內容未
13:00~00:00 經主管機關
, 102/09/21 核准即宣播
08:00~00:00
, 102/09/21
10:00~00: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司（負責
人：紀安吉）託播之「綠原陳年薄荷精油」、 NT$200,000
「無齡抗痕修復撫紋霜」及「新歡集中淡斑精
華+全波長隔離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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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5千元，此有嘉義
縣政府102年11月29日府授衛藥食字
第102021852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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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650270號
處分日期：
103/01/27

美麗人生

102/10/24
節目與廣告
14: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小惠訪問前計程車公會 警告
NT$0
理事長邱丁約：邱丁約：「之前因車禍腳受
傷，手術後醫生說至少要1年以上才能復原，但
聽說吃龜鹿二仙膠效果很好，於是就去找一位
吳理事長，吃到第4天就不用四腳椅了，兩、三
個禮拜後就不用拐杖了。」、「我們年紀大的
男人若吃了龜鹿二仙膠，太太也會對他特別
好，……這我親身體驗的。」(二)主持人小惠
訪問臺南官田湧泉寺法宗師父：小惠：「我有
聽說你之前駝背的很嚴重，是有多嚴重
呢？……那您的過程是怎樣？」法宗師父：
「我都有去診所就醫，看一看也沒什麼改
變。……後來吳醫師來了，他問我身體怎麼這
樣，我問他有什麼藥可以吃，他說他不知道我
敢不敢吃，有人吃了駝背的情況有好很多，他
說是龜鹿二仙膠。我說龜鹿二仙膠是葷的，人
家說拿來做藥的，吃素的吃那個沒關係，那是
當藥的，那沒關係，你拿來給我吃看
看。……吃一段時間後，就有漸漸挺起來，精
神也比較好。」(三)另查旨揭節目內容與同頻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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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02年10月28日節目中所插播之廣告內容相
同，其內容略以：１、102年10月28日15時許插
播之「立安龜鹿二仙膠」廣告（南市衛中藥廣
字第1011110023號），有訪問臺南官田湧泉寺
法宗師父之廣告片段，其內容與前揭「實地採
訪」單元內容相同。２、102年10月28日19時許
插播之「立安龜鹿二仙膠」廣告（南市衛中藥
廣字第1011110023號），有訪問前計程車公會
理事長邱丁約之廣告片段，其內容與前揭「實
地採訪」單元內容相同。系爭節目內容已明顯
表現出為特定產品促銷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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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公司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內容字
10200623720號
處分日期：
103/01/28

財富特快
車

102/10/02
節目與廣告
02:5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黃明松分析師於節目 警告
NT$0
中表示：１、……，掌握轉折，馬上就會大
賺，就是這一檔股票，大三角突破，準備噴
出，即將大漲，你要不要。準備大爆發的超級
利多，你就會大賺。如果你要大賺，待會廣告
的時候打電話，……。２、……，你只要投資
一點點小錢，明松幫你賺大錢，因為一天的輸
贏，就是一整年的會費，也就是說你用一天的
輸贏，可以換來一整年的飆股，一整年的大
賺，一整年的漲停板，你覺得值不值
得，……。３、……，明天布局準備狂飆，如
果你想大賺，拿起電話，跟上明松老師，讓明
松幫你賺大錢，……。(二)主持人黃明松分析
師於節目中出示字卡：１、你將來有多少
錢，決定在你現在的決定。２、你只要投資一
點點小錢，明松幫你賺大錢。３、一個可以改
變你一生的決定，跟我做就對了。(三)廣告時
段：１、播出字卡：光輝十月飆股特攻隊 ，一
手掌握10月份超級主流股，通通只要1588，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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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松分析師同時講述：光輝十月飆股特攻
隊，超級大優惠，帶你買飆股，賺大錢，一手
掌握10月份的全新超級主流股，通通只
要1588，超級優惠，買飆股賺大錢，速撥飆股
專線（02）2278－7788、
（02）2278－7788。上開內容呈現，廣告時段
播出內容與節目主持人黃明松分析師於節目中
講述（出示）內容相互搭配，明顯有為特定商
業服務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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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3 件

警告：

2 件

核處金額：

NT$9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