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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569950號
處分日期：
103/11/03

新聞最前
線

103/07/14
節目與廣告
21:22~21:23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南美『茶中沙拉』健康茶飲新選 警告
擇」新聞內容及畫面涉有為特定廠商商品推介 NT$0
宣傳：報導中藝人安心亞推薦：「它是南美的
國寶茶，像南美人他們非常喜歡吃肉，但是為
什麼身材還是那麼苗條，因為他們平常都很愛
喝瑪黛茶，那我最近也喝了一陣子，發現肚子
有比較順」。記者旁白：「這健康茶飲裡
頭，不僅添加9克膳食纖維，幫助消化、更百分
之百無添加香料，要消費者喝的健康又安
心」、「獨特的茶葉香，跟尾韻甘甜的多層次
口感，除了是大餐之後的好夥伴，也成為忙碌
的上班族，健康茶飲新選擇。」（標題－甘甜
多層次口感 健康茶飲新風味）另訪問消費者表
示：「喝完後肚子有點咕嚕咕嚕的感覺，它很
適合像我們上班族一坐十幾個小時，對上班族
來說是很不錯的茶飲。」前揭報導之內容觀
點、用語、畫面及標題呈現等，明顯為特定廠
商商品宣傳、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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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訊國際傳播股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657270號
處分日期：
103/11/03

富貴福臨,
富貴福臨

103/06/05
17:00~17:30
, 103/06/06
17:00~17:30

內容略如下:播送永誠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罰鍰
限公司製播之「富貴福臨」節目，受僱人（即 NT$200,000
主持人）謝宗霖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
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等違規行為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
理規則第14條第1項
第7款、第11款、第14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項
第7款、第11款、第14款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第102條及第117條規定，處永誠國際
投顧「糾正」，此有該會103年9月25日金管證
投字第1030038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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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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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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條第1款規定。
3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587310號
處分日期：
103/11/04

新玫瑰瞳
鈴眼

103/07/05
違反節目分
09:00~10:3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保護級，內容描述女主 警告
角秀月嫁給豬肉販丈夫阿發後，不斷受到家暴 NT$0
毆打揣踢、強迫行房、關進狗籠等精神與身體
上之虐待，又被丈夫懷疑與他人有染卻自殺不
成，在不停受到凌虐下，造成秀月失去理智拿
菜刀殺死丈夫之悲劇。該節目內容涉有許多重
複加諸身心之暴力行為，及誤導兒童偏差性觀
念與兩性關係之畫面與言詞，相關情節略述如
下:阿發於大街上拉扯秀月頭髮拖行至小學，用
棍棒毆打秀月之畫面達1分鐘。秀月用藤條打妹
妹秀如畫面約30秒；阿發與相好私娼春嬌床戲
及阿發於新婚初夜粗暴地摧殘秀月，秀月面露
痛苦之床戲畫面。阿發暴力強迫秀月行房，秀
月表情恐懼痛苦之床戲畫面；阿發拉扯秀月頭
髮，並命令秀月站在床旁邊，強迫其觀看阿發
與春嬌上床，以學習如何服侍阿發。阿發對偷
錢的秀月拳打腳踢至流鼻血；阿發懷疑秀月與
小學林老師有染，用棍棒毆打秀月並拉扯秀月
頭髮拖至小學繼續毆打。阿發將秀月關進狗
籠，秀月逃出狗籠後又投湖自殺，被林老師救
起後，秀月被阿發帶回家又遭到毒打至鼻青臉
腫、嘴角流血，且阿發故意踹踢秀月懷有身孕
的肚子。阿發用碗砸向奄奄一息的秀月，積怨
已久的秀月被逼到走投無路，用安神散摻藥酒
迷昏阿發與春嬌後，拿菜刀砍殺阿發，出現噴
血及秀月滿身是血畫面。系爭節目內容有前揭
血腥、暴力、恐怖及性意涵之畫面與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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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Hello台灣

103/07/29

內容略如下:報導「新生代演員敖犬 靠洗臉機

份有限公司

節目與廣告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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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潔膚」、「選對機器不傷膚 音波共震帶動 NT$300,000
水流清潔」新聞，涉有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
之內容及畫面略述如下：主播說明：「……其
實肌膚不是這樣刷的，重點是放在這個洗臉機
它的科技原理，利用音波共震帶動水流的力
量，就有溫和的洗淨力，最近因拍攝偶像劇走
紅的演員敖犬，他就是這洗臉機的愛用
者，……。」記者口述：「新生代演員敖
犬……他相當重視臉部的保養，最近迷上洗臉
機，他說確實幫他省下不少清潔保養的時
間。」緊接著敖犬於產品發表記者會上受訪表
示：「我之前都會有些黑頭粉刺的狀況，那之
後有接觸到這個洗臉機之後，我覺得差很
多，不管是你自己看鏡子或是上鏡頭或是你上
妝的時候，都有明顯的改變，時間可以節省
到，又可以達到非常淨潔的效果。」（現場除
有模型機展示及敖犬幫粉絲示範洗臉外，背面
看板並出現產品系列名稱）記者又口述：
「……而說到洗臉機，民眾要睜大眼睛慎
選，不是只靠電動刷頭就能把臉洗乾淨，最好
能了解它是靠什麼科技原理來洗臉。」品牌代
表宋佳維受訪表示：「它是在一個所謂安全的
音波頻率，而且它可以去帶動水流分子，進而
將這些水分子變得非常細小，透過這些水流來
清潔我們臉上的毛孔以及髒污的部分」、「依
照不一樣的肌膚，來選用不一樣的刷頭來搭配
使用，除此之外，像音波的速度，也可以做個
選擇的部分。」（鏡面出現該款洗臉機洗刷肌
膚示範畫面、該款洗臉機刷頭拆卸畫面）記者
再口述：「用絲襪來做實驗，所謂的音波共震
洗臉機，並沒有明顯的拉扯，但用其他牌子一
刷，絲襪幾乎都快被扯破」、「不一樣的肌
膚，敏感度不同的狀況需求下，民眾除了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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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洗臉機的刷毛柔軟度，最好用最溫和的原
理，才不會傷了寶貝的肌膚。」（另搭配該款
洗臉機與他牌刷洗絲襪比較畫面及該款洗臉機
洗臉示範畫面）前揭報導之內容用語、內容觀
點、標題及畫面呈現等，明顯為特定商品宣
傳、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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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658740號
處分日期：
103/11/05

漲跌密碼

103/07/01
節目與廣告
22:30~2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為什麼這段不能空？我 罰鍰
NT$200,000
們隨便拿張圖給大家做參考，你就知道為什
麼，而且會覺得你輸的錢很不值得，為什
麼，看這張圖，我希望看完之後，做輸的人你
不要哭，因為太簡單，你居然會做錯，你輸得
很不值得，我只能這樣跟你說。這是大盤，我
們看電子股就好，這是股神系統的電子圖，你
告訴我可以空？（主持人以圖卡呈現股神系統
操作畫面）」。(二)「……所以當他看完這張
圖，看我的股神系統股神圖，他真的是感慨萬
千…因為太簡單了，這段什麼格局？來，股神
系統（主持人以圖卡呈現股神系統操作畫
面），他就是空頭格局，空頭格局怎麼會做多
呢？原來這麼簡單……下次再來到這裡，股票
來到這裡，可不可以追？股價創新高，所有指
標一定翻多，但股神系統沒有翻多，最後跌下
來了，這就是1個陷阱……」。(三)「最後1分
鐘，多空轉換就是創造奇蹟（主持人出示圖
卡），為什麼多空轉換可以創造奇蹟、會創造
很多富翁，也會創造很多窮人，來，這叫多空
轉換（主持人出示圖卡）……投資朋友，所以
很多人說股票怎麼做？最賺錢是什麼？這就是
多空轉換，聽懂意思？簡單的買賣點什麼軟體
都有，這叫賺小錢，多空轉換就是讓你賺大
錢，股神系統就是告訴你多空轉換，那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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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碁亞一樣，剛剛形成要翻多準備漲很多
的？有，我準備好3檔，這3檔務必要把握
好（主持人出示圖卡）……，投資朋友，這叫
我不要買，我晚上真的會睡不著，我很痛
苦，這3檔股票傳真稿會寫，會員不要問，傳真
稿就會寫，新會員記得把這次機會把握好，多
空轉換，你就有機會賺到真正的大
錢……」。(四)節目畫面出現投顧公司電話：
「大宇國際諮詢專線：(02）2503-0999」。前
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軟體商品及特定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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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華福報財經網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659450號
處分日期：
103/11/05

股海飛揚

103/07/03
節目與廣告
22:00~22: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2側邊畫面 罰鍰
顯示「廣邀見證 懇請重押，業界唯一、真實單 NT$200,000
股操作」及「一旦成功、一切都將改變，這是
全新操盤作法」等字樣。(二)節目使用圖
卡「全體會員大家午安，子暘非常嚴肅向大家
報告，有1檔股票持續追蹤半年之後，7月份我
將正式推出，開始重金佈局，它將會是
我2014最最最重要的1檔重要標的，我將它視為
我年度代表作，換言之我相當期待它的漲
幅，它籌碼……(手寫：不便透露)……2014一
定要大翻身（手寫：這真的是「大開放」，有
興趣重金佈局者，與我們聯絡！！）」等字
樣。(三)主持人宣稱：１、這個市場是沒有明
牌的，這個市場比的是什麼？誰能夠在股票啟
動前，陸續通知客戶先去買到股票……什麼樣
的股票能夠足以讓我們200萬以內的小散戶只准
做1檔？讓我們這麼有把握？關鍵就在這裡，我
葉子暘要求客戶的作法就是這麼簡單，真實單
股，為什麼？請你瞭解為什麼，200萬內的小散
戶只准做1檔，我即將會給你的標的是你過去自

第 6 頁 / 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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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1~103/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己不會發現的股票，你自己不會去買的，你那
些投顧老師叫你把資金分散的老師不會叫你去
買的，為什麼？……你一定會在這裡邀請各位
來買股票，買什麼？買我們要重押的股票，你
一定會邀請大家，因為你知道我即將給你的是
不一樣的標的……。２、我邀請你來買，全
譜13根漲停放在旁邊，因為你沒有，你來不
及，沒有關係，我現在跟你邀請是這檔標
的，我沒有跟你開玩笑，我直接發訊息給我全
體會員，這不能開玩笑的……我希望各位，如
果你是真的希望改變的，你真的願意買的，你
再跟我們聯繫，好不好。我跟你分享，我說我
跟我全體會員講過這檔標的，我說有1檔股票在
持續追蹤半年，沒有買過它，可是現在我居然
發簡訊了，7月份我將正式推出，我們要開始重
金佈局，我們要帶客戶買進了，它將會是
我2014最最最重要的1檔重要標的，我將它視為
我年度代表作……什麼叫代表作，代表作對操
盤手來說，一定是以倍數來算的，那個才算代
表作……，1檔股票在什麼情況下有可能翻
倍，2倍還是3倍？我不知道，我沒有講。但至
少我們認為有可能的話，我就把它抓來當代表
作……反正2014年一定要大翻身，我開放，你
不是玩票性質，你很誠懇、你有操作有困
難，你從來沒有感受什麼叫股票市場，你需要
要改變的、你有這個心的，撥電話，我邀請
你，我已經講過了，廣邀見證，見證就是來買
到這檔標的才叫見證，去撥電話，不限名
額，去撥電話，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
場。３、……這些股票在啟動前，大戶吸納籌
碼，籌碼出現變異、異常的變化，這就叫做選
股的邏輯，因為你能挑這種標的，你才有資格
做真實單股，來買最新的股票，2014代表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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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說過了，我現在通知各位，如果你要
買，真的，拿出誠意，我們就來買股票，好不
好？來，我說當你準備好了，請你盡全力跟我
操作，盡全力來跟我操作，我們一起共創雙
贏，請撥電話，明天等我通知……。４、節目
畫面出現投顧公司電話：「大來國際諮詢專
線：(02)2362-1135)」。(四)廣告內容：今
天，我一律，全面給各位只收見證費用，一定
滿意，只收見證費用，最新的標的，年度代表
作，我認為一定讓各位先買到最重要，今天報
名，我一律只收見證費用，趕快把電話撥
通（主持人配音）。二、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特定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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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東方青衛星影視
股份有限公司

東方青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709600號
處分日期：
103/11/05

夏朵娜系
列組合-化
粧品廣告,
富立凍齡
魔膚皂-化粧品廣
告, 富立
凍齡魔膚
皂--化粧
品廣告,
夏挆那嫩
白乳--化
粧品廣告,
富立絲瓜
美膚露-化粧品廣
告, 夏挆
那嫩白乳-化粧品廣
告

103/02/13
廣告內容未
17:53~00:00 經主管機關
, 103/03/29 核准即宣播
08:41~00:00
, 103/04/04
10:30~00:00
, 103/04/16
17:50~00:00
, 103/05/20
10:30~00:00
, 103/07/26
19:44~00:00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送活麗健股份有限公司託播
之「夏朵娜系列組合(夏朵娜精華霜、夏朵娜嫩 NT$200,000
白乳)、煥顏晶白精華露」、「富立凍齡魔膚
皂」、「夏挆那嫩白乳」及「富立絲瓜美膚
露」等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未經申請核准
擅自宣播，案經臺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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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託播者活麗健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
臺幣6萬元，此有該府103年10月14日府衛食藥
字第1030907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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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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商超躍有限公

Animax

通傳內容字
10300589230號
處分日期：
103/11/07

笨蛋測驗
召喚獸

103/05/27
違反節目分
20:30~21:00 級處理辦法

節目標示為「普遍級」，內容為男主角吉井明 警告
NT$0
久就讀之文月學園，召喚獸測驗系統出問
題，導致學生的召喚獸造型變得與平日不
同；內容有涉及性意涵之畫面與言詞，情節略
述如下:2位男學生於角落交易照片，悶騷色
胚：「是誰？通關秘(密)語是？」男學生：
「性慾無處宣洩」。姬路因測驗系統有問題召
喚出「成人版」性感召喚獸，並持續有胸部晃
動特寫之畫面；男主角：「姬路將來也會成長
成這樣？」、悶騷色胚：「某部分的成長尤其
顯著」。悶騷色胚想用相機拍攝姬路召喚獸之
胸部，並將鏡頭抵在胸部上，悶騷色胚：「這
麼一來就可穿透衣服……」姬路：「不可以
拍！」雄二與悶騷色胚各自叫出召喚獸，雄二
之召喚獸將手伸進悶騷色胚召喚獸衣服內，畫
面出現對話字幕：「雄二：你真愛逞
強……」、「雄二：你不是很想要我嗎?」（背
景喘息聲）。系爭節目內容已有違反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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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577680號
處分日期：
103/11/11

東森晚間
新聞

103/07/23
節目與廣告
19:23~19:25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述如下：主播說明：「……現在市面上
推出有涼感效果的恆溫抗菌記憶枕，標榜可以
比體溫少1到2度，加上本身有抗塵螨效果，更
不需要花時間去曬或者去打枕頭。」記者表
示：「酷熱的夏天動輒三十七、八度……每到
晚上更是輾轉難眠，加上白天緊盯著電腦工
作，一整天的疲憊，如果又睡不好，長期累積
下來，小心健康出現警訊……其實會出現這樣
的困擾，最大禍首之一就是天天跟你我親密接
觸的枕頭，現在市面上就出現了恆溫抗菌記憶
枕，外層使用天絲棉表布、內襯運用獨特科

司台灣分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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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讓枕頭也可以比體溫低1到2度。」（新聞
出現恆溫抗菌記憶枕外觀、外層表布及內襯材
質等畫面）恆溫抗菌記憶枕業者張佑笙受訪表
示：「它就是可以迅速吸收空氣中的水分
子，達到降溫效果，換句話說，它溫度上升到
一定程度以後，就不會再繼續往上升。」；醫
學專家博士黃康寧受訪表示：「它讓你有溫感
效應，它是非常的舒服跟透氣，不會悶熱
的。」記者再表示：「為了要抗菌、防塵
螨，很多人會敲打或是曬枕頭，其實可以不需
要這麼麻煩，因為這樣的枕頭，除了標榜夏天
睡起來可以感受涼感之外，還通過了巴西聖保
羅大學防螨檢驗以及加拿大原廠防黴抗菌，以
及各種甲醛、甲苯的安全測試，再也不需要花
時間處理枕頭，但你一定很好奇，要如何選
擇1個好的枕頭呢？」；業者張佑笙復表示：
「拿在手上掂掂它的重量，這跟它的密度有關
係，如果密度愈高，它本身的材質就愈重，同
時你可以去壓壓看，然後看它的回彈性怎麼
樣，如果回彈太快的話，代表它的密度不是那
麼的充足。」前揭報導之內容用語、內容觀
點、標題及畫面呈現等，均僅呈現、突顯特定
商品，明顯為該特定商品宣傳、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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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nimax

通傳內容字
10300589170號
處分日期：
103/11/12

戀曲寫真

103/06/20
違反節目分
20:30~21:00 級處理辦法

警告
情節略述如下:男主角前田拍攝學生會長泳裝
照，會長擺出各式姿勢之特寫。前田幫忙柚木 NT$0
同學拿東西，出現柚木同學胸部的特寫及胸部
靠近前田臉部的畫面。前田從新見同學裙底滑
過之慢動作畫面。系爭節目內容有涉及性意涵
之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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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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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略如下:標示為「普遍級」，內容為男主角 警告
橫寺陽人向「不笑貓像」許願而成功丟掉「表 NT$0
面功夫」後，卻成為無時無刻說出內心所想真
心話，而被大家稱為變態，情節略述如下：男
主角橫寺偷窺游泳池女學生，畫面聚焦於女學
生泳裝。橫寺追著筒隱月子跑，想解釋自己不
是變態，卻不小心將月子推倒在地。橫寺：
「你說那種事是哪種事?你別出聲我會溫柔點
的。」月子：「我不要……那種事的話，沒有
愛，我才不要!不管是溫柔還是激烈我都不
要……拜託你，我一點也不好吃，請你再
等2年，我一定會更成熟的，在那之前我想繼續
保持潔白之身」。橫寺和死黨戳太於上學途
中，橫寺：「一提到夏天，就是襯衫底下透出
來的內衣線條……」遇到校花小豆梓時，橫
寺：「我看那丫頭跩成這樣，卻是個超級飛機
場……別在意，雖然我百分百喜歡大奶，但這
世界上還是有人獨鍾貧乳的，甚至認為飛機場
是如此的稀有珍貴，而且飛機場根本不用穿內
衣，應該說沒這個必要，也不會變形，應該說
也沒有形可以變，你真的太幸運了，大貧
乳!」橫寺撞到田徑社社長胸部之特寫畫面，橫
寺：「……你怎麼可以穿短褲？緊身褲？你平
常穿的緊身褲？這麼一來，我哪來的青春束縛
戀物癖？馬上脫下來，馬上就給我換上緊身
褲!」月子將橫寺拉倒在地，橫寺跨在躺在地上
的月子身上。橫寺：「要是被人家看到這種情
況的話，我又要……」月子：「你說又要，是
嗎？這樣啊？原來那不是你的第一次，你果然
是個無庸置疑的……實實在在的變態」，及呈
現掃視月子身體之畫面。橫寺在操場遇到田徑
社社長，橫寺：「社長，請問你的胸部是小學

第 11 頁 / 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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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1~103/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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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之畫面與言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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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6 件

警告：

5 件

核處金額：

NT$1,4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