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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盈貿易股份有

天良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745930號
處分日期：
103/12/04

葛蕾蒂絲
鑽白光美
肌組化粧
品廣告,
天良機能
護膚綠皂
化粧品廣
告

103/05/20
廣告內容未
23:01~23:02 經主管機關
, 103/07/01 核准即宣播
09:51~09:52

內容略如下: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司託播之「葛 罰鍰
NT$200,000
蕾蒂絲鑽白光美肌組」、「天良機能護膚綠
皂」等化粧品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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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5千元，此有該府103年10月24日府
授衛藥食字第103019981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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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34770號
處分日期：
103/12/04

鴯鶓油-化
粧品廣告

102/12/09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內容略如下:播送多富貿易有限公司託播之「鴯 罰鍰
鶓油」化粧品廣告，經嘉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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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5千元，此有該府103年10月24日府
授衛藥食字第103019981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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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華福報財經網

中華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752810號
處分日期：
103/12/17

亞洲期王

103/07/24
節目與廣告
13:00~13:3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以：(一)「……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軟
體，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就要告訴你，看見未 NT$0
來不是神話，究竟事業上真的有沒有這樣的一
套軟體？它能在一開盤，就能精準的算出來當
天的低點或者是高點，我們直接拿證據給各位
看……（主持人以圖卡呈現）當今天開盤1分鐘
的時候，我告訴會員：『會員若不以市價進出
場追價操作，可按照天地線指標操盤，天線壓
力作空，地線壓力作多，成交設定25點停
損，沒成交就不動作……』……地線支撐在什
麼點位？我的會員如何得知？仙人指路系統你
連猜都不用猜，它直接幫你
算。」(二)「……各位這是8點46分，支撐
在9353附近，當衝的支撐9353，今日低

限公司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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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9352，這才是你需要的軟體……各位，這是
我們仙人指路用戶系統的訊息，8點48分這是今
日的低點預判，參考天地線精算支撐位
置9353上下2點，請預掛這些點位附近進場做
多……也是就，8點48分仙人指路系統用戶已預
掛9353做多（圖卡內
容）……。」(三)「……7月27日這次技術
班，我會親自教你怎樣操作期指，用親自授課
的方式，3小時的時間，而且我們用理論結合實
戰操作，如果你對我們這套軟體，這個天地線
要怎麼操作，我上課會講得很清楚，事後我還
有1個教學「天地線指標操盤法」（手持光
碟，及以圖卡內容說明），講義搭配實戰光
碟，講義是選擇權講義，上過一堂課，勝
讀10年書……這堂課，無論如何，我希望把我
的想法、我的操盤技術，完全傳授給全國投資
朋友，至於該怎麼做，你可以留一下中場休息
資訊，並且好好想想下一步應該做什麼事
情……(搭配廣告)。」(四)「……但是如果有
一套系統它能幫助你，我說的是幫助你、輔助
你，能夠提高你看見未來的機會，那麼這套軟
體你覺得你需不需要？你當然需要它，『看見
未來不是神話』……誰能夠在一開盤知道這裡
是低點，我想沒有人猜得到，但是透過軟體精
密的計算，8點46分，你擁有仙人指路系統，你
就會很清楚的知道，支撐就在9353附
近，8點46分全體會員訊息，你知道這些訊息之
後，你在擁有仙人指路系統，你會收到這
封call訊，預掛9353，做多，你今天得到的成
績就是這樣（圖卡顯示：共計
漲182點）。」(五)廣告內容：「曾老師收費技
術班」附贈期貨選擇權講義及實戰教學光碟
共4片，7月27日下午1點至4點在臺中、晚上7點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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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點在臺北，亞洲投顧諮詢電
話(02)2578-3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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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36780號
處分日期：
103/12/17

真心來吉
緣

103/07/24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節目於17時38分許，阿真取出膚色
及黑色腰帶，主持人方順吉：「這我找不
到，害我昨日錄影腰好痠……」，隨即繫上膚
色腰帶，並表示「有開過刀，真的要保
護」；而主持人阿真則手持黑色腰帶並稱它是
加長又加寬……。進廣告後，於17時39分許
至48分許插播「寬版網狀透氣腰帶」廣
告。又「寬版網狀透氣腰帶」廣告結束即
於17時48分許進節目時，主持人阿真仍身著黑
色腰帶（持續至節目結束），並說（手並指著
腰帶）：「……回到現場，真的好東西，一定
要回饋的……，節目由我們2位在此陪伴大
家，下線時，才是我們服務開始，因為時間有
限，這麼多優良產品，無法一一介紹完，唯一
透過電話打進來詢問，……吃無效，原金退
還……。」等之促銷宣傳情節，並與廣告相搭
配。前揭節目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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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5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36800號
處分日期：
103/12/17

真心來吉
緣

103/07/25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該節目進廣告，於17時47分許
至57分許插播「燕の寶高級燕窩組」商品廣
告。廣告結束於17時57分許回到該節目後，主
持人阿真仍繼續推薦：「這是一級好產品，買
到恭喜，平時真的沒有此價格，跟外面賣的不
一樣」，隨即接受叩應詢問「燕窩」，並宣
稱「我最養生，看我的皮膚白皙水噹噹、無斑

警告
NT$0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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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不會讓你產生口臭、頭髮烏黑，……今天
在節目中推薦，觀眾有買到，真的你撿
到……東西外面很多人在賣，為何我們生意
好，在此都做比較給大家看，讓大家看成
分……不要花冤枉錢、吃到糖水、沒有一點用
處……」，且現場喝下燕窩，並再三稱讚好
吃、非常好吃，該等宣傳情節與廣告內容相搭
配。前揭節目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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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36810號
處分日期：
103/12/17

真心來吉
緣

103/07/26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該節目於17時01分許進廣告，其中 警告
NT$0
於17時02分許至08分許插播「益菌多活性酵
素」商品廣告。節目於17時18分許，主持人方
順吉：「……糖分高，自由基破壞腰尺，使腰
尺老化，讓SOD活化其細胞，……酵素太多功
能，包括胃潰瘍，就是壞菌太多、發炎，酵素
內有數萬益菌保護胃壁，修補胃潰瘍，依我們
經驗不用1個月…… 開始喝酵素感覺熱熱，這
是殺菌、消炎現象。……你不要以為買任何酵
素就可以對疾病都有幫助，若不是
有LA-A1菌、SOD夠，我不敢做保證。」另主持
人阿真：「……是的，1個月就可以改善……我
們有世界專利、LA-A1菌、SOD功能、臺灣技術
已突破，酵素百分百被人體吸收」。節目
於17時26分許，主持人阿真：「有人問酵素很
難喝……，我們的有當令新鮮蔬果、菇菌
類、高貴中藥材，須經365天發酵……，這酵素
是楊乃彥博士傾心研究，許多醫師家人有過敏
體質者，接觸我們的酵素後，改善其家人過敏
體質，醫生群1個報(介紹)1個……。」等宣傳
情節，與廣告相搭配。前揭節目內容明顯表現
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內容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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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
7 龍華數位媒體科

龍華洋片

通傳內容字
10300700090號
處分日期：
103/12/18

麻雀變王
妃, 麻雀
變王妃

103/08/06
違規使用插
09:35~09:37 播式字幕
, 103/08/06
09:51~09:53

警告
內容略如下：於103年8月6日9時35分57秒
至37分26秒及9時51分38秒至53分7秒等時段出 NT$0
現「理財588股市最強投資利器，長線低基、短
線低基，讓您掌握買賣時機，現在
按『588』，及享一個月免費體驗優惠喔！」等
插播式字幕，內容為廣告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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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歡樂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774260號
處分日期：
103/12/23

上班這黨
事

103/10/15
節目與廣告
23:00~00:00 未明顯分開

節目內容略述如下：(一)節目內容以推介周年 罰鍰
NT$200,000
慶商品、折數、價格及可購買通路為
主。(二)主要藉主持人與來賓對話及討論形
式，呈現並推薦特定品牌商品特色及效用：美
容保養達人Sam：「網路週年慶也有超級明星商
品的精華液，就是我手上這個系列『仙履蘭天
堂奇蹟露』……它是長在深山峭壁上的蘭
花，1公斤的蘭花只能萃取出1克的蘭精粹，所
以這個精華液為什麼在網路上那麼厲害，就是
因為它本身蘭花的精粹非常精純……這有一點
像似水似乳的那種絲綢劑型的感覺，它是完全
無油感的修護精華……它在每1次蘭花採收完
後6個小時內，以負40度C的真空超音波冷萃技
術把這個蘭花的蘭精萃萃取出來放在這裡
面，所以你會發現它多酚的功效非常非常地明
顯……它為什麼這麼有名？大家知道嬰兒的肌
膚是不是很好？因為嬰兒的肌膚裡面有住著第
三類膠原蛋白，其存在嬰兒的肌膚裡面大概會
占15％左右，因為人長大之後膠原蛋白一直流
失……所以這個仙履蘭的成分它這個蘭精粹可
以幫助你肌膚裡的這個第三類膠原蛋白不容易

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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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跟破壞掉……所以你大概擦了21天到28天
的一整個週期，它就會還你像嬰兒般的修護好
的肌膚……最主要它裡面還搭配了雪絨花跟太
平洋的褐藻，這2個成分可以對抗外在的自由
基、陽光紫外線等等一些肌膚所造成的傷
害……除了這個之外，他們網路這個品牌，包
括它的化妝水、眼睛的乳液等全部的，……現
在網路周年慶它這個仙履蘭的天堂奇蹟
露30ML，因為很多人都會帶這個出去用，所以
它又再送給你4瓶8ML的，而且包裝都一樣小小
的很可愛，然後4瓶8ML是不是就32ML？加起來
這一整組原價是5,480（23時46分許至50分時
許），現在只要……1.85折、不
到2折……1,000，然後它的眼部也很好、它的
化妝水也很好用，妳一個系列這樣一起使
用。然後最主要它為什麼這麼便宜？因為它
是2年才這一檔而已，就沒有了……因為這1瓶
仙履蘭的奇蹟露這個精華液在網路已經熱賣超
過30萬瓶以上，所以要搶的話，今年是好機
會，妳要上網去看……就在網路商城的周年慶
裡面就會有這樣子的優惠……它的成分的功效
都很好，剛剛是不是講到一些成分之外，它本
身裡面還有黑酵母成分，還有一個叫做紫錐花
的萃取，它可以幫助你膠原蛋白不容易流
失，然後修護肌膚的功效。然後其實它就是一
個有機的無傷害美學，就是它全部都是用植
萃……網路商城的周年慶……所以你只要上網
查『仙履蘭』就可以找的到，或是『天堂花
園』也可以……，在網路商城獨家就有，因為
我想都一樣，都是網路商城……這在YAHOO的網
路商城獨家就有這樣子的優
惠……1.8折（23時54分許至56分時
許）。」(三)節目中藝人來賓何嘉文除展示奧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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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莉廣告款內衣，並表示現正舉辦買1送1促銷
活動，且可搭配百貨公司
之「買3,500折600、買6,500折1,200」活
動（23時30分許）；節目間播放「奧黛莉魔
塑3D BRA」廣告(23時41分許至42分時許)，涉
節目與廣告互相關聯搭配。前揭內容明顯表現
出該節目為特定商品宣傳、推薦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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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3 件

警告：

5 件

核處金額：

NT$1,0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