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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里山衛星電視

台灣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48021060號
處分日期：
104/07/06

幸福人生

104/02/10
廣告超秒
17:00~19:00

內容略如下:播送總時間為120分鐘，依規定得
播出20分鐘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20分12秒之
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12秒，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2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75580號
處分日期：
104/07/15

人肉咖哩
煲

104/04/25
違反節目分
21:00~23:05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標示為[輔導級]，內容有殺人及犯 罰鍰
罪過程的細節描述，違規之情節略如下：以榔 NT$600,000
頭重複重擊、利器切割身體器官等殘暴方
式，誘殺、虐殺受害者。將受害者4肢截肢
後，再予以留置關押。前揭節目內容及畫面呈
現已逾越輔導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3 博斯數位股份有

博斯無限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191830號
處分日期：
104/07/23

LIVE英雄
聯盟秋季
校際盃

104/01/10
違反節目分
10:00~16:00 級處理辦法

受處分人經營之博斯無限台頻
道104年1月10日10時至16時播出「LIVE英雄聯
盟秋季校際盃」節目未標示節目分級級別，並
於同年月日12時12分許介紹「恨意滿天」電玩
遊戲時，畫面呈現遊戲角色持槍近距離射擊路
人頭部的爆頭、濺血及持刀對倒臥在地者猛刺
數刀等隨機殺人行為，易造成未成年人恐懼不
安情緒或模仿傷害他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4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09300號
處分日期：
104/07/23

國家寶藏

104/05/22
節目與廣告
15:00~00: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節目中字卡：什麼是「量化波
浪」：1.讓波浪位階的判斷簡單化。2.讓多空 NT$0
操作執行上更簡單。3.攻擊波或修正的辨別不
會模稜兩可。※透過小破回歸大，型態雙
破，變形，扭轉及落底的輔助反推，即可讓波
浪的判斷如虎添翼。精通波浪理論後具備的操
作能力，低檔敢買V.S高檔敢賣，精通波浪，您
就可以與眾不同。主講人表示：……，你現在
加入之後，要把波浪學會，很簡單，下個星期
六有一個入門班，就可以提前馬上上課，這絕

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

限公司

公司

罰鍰
NT$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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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物超所值，我們進廣告。廣告時段字卡：2個
月短天期專案，1.練功學技術，幫您打下紮實
基本功，5月30日(星期六)波浪入門班免費上
課。2.蘊釀下一波上揚前的基礎，伺機奮力一
擊隨勢大賺！3.費用少，人人出得起的零頭
錢，一舉兩得，潛伏練功，培養紮實底蘊，隨
時起飛。(02)2389-8689，啟發投顧。口播：短
天期的專案，你加入之後，下個星期六的入門
班，就可以馬上上課，這一次林老師要幫你打
下紮實的基本功，費用少，人人都出得起的零
頭錢，1天、2天你就賺回來了，今天大概已經
賺回來三分之二了，2389-8689，啟發投顧，絕
對值得你期待。短天期的專案，請各位真的要
好好把握，下個星期的入門班即將要開
課，……，推出這一次的短天期專案，費用
少，人人出得起，賺的錢再學技術，絕對物超
所值，敬請把握。上開內容呈現，廣告時段播
出內容與主講人於節目中講述內容相互搭
配，明顯為特定課程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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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網股份有限
公司

全球財經網頻
道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09450號
處分日期：
104/07/23

財金智庫

104/05/21
節目與廣告
14:00~00: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１、主講人表
示：……，一個計劃真的不如一個變化，一個 NT$0
變化不如一通電話，……，你唯有十拿九穩八
勝算的技術，……，你要如何反敗為勝，進一
段廣告，王老師告訴你。２、插播式字幕：魔
法K線十拿九穩八勝算，一個計劃不如一個變
化，一個變化不如一通電話。３、字卡：魔法
講座，台北，5月24日(星期日)晚間19時
至21時，座位有限，敬請電話預約，魔法K線十
拿九穩八勝算，做對一次勝過十次，財金智庫
王煥昌老師。 (二)廣告時段１、字卡：魔法
講座，台北，5月24日(星期日)晚間19時
至21時，座位有限，敬請電話預約，魔法K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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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九穩八勝算，做對一次勝過十次，財金智庫
王煥昌老師。（02）2389-5489，啟發投
顧。２、口播：(１)各位投資朋友特別注
意，台北這個星期日晚上加開一場魔法座
談，……，一個計劃不如一個變化，一個變化
不如一通電話，你不如來現場，王老師告訴
你，星期日晚上7時至9時，歡迎你預約，座位
有限，……，趕快報名。(２)啟發投顧魔法講
座，5月24日星期日晚上7時至9時，台北，座位
有限，敬請電話預約（02）2389-5489。３、魔
法K線：……，魔法K線是股市致富的方
法，……，魔法K線十拿九穩八勝算，……，王
老師真金不怕火煉，……，啟發投顧魔法家
族，諮詢專線（02）2389-5489。上開內容呈
現，廣告時段播出內容與主講人於節目中講述
內容、出示之字卡及插播式字幕相互搭配，明
顯為特定講座（商品）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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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靂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31450號
處分日期：
104/07/23

中醫世界

104/04/26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開始由主持人介紹吳醫
師相關事蹟：行醫20多年、華陀金像獎得
主、十大傑出中醫師、中醫界權威及電視電臺
醫藥顧問等。(二)吳醫師指出「醫院與患者對
這點不太了解，很少測量飯後血糖，這是不正
確的」後，舉一病例（許先生，48歲，養家操
勞健康出狀況）血糖過高，經其辯證開藥後好
轉；主持人加註：「先生緣、主人福，吳醫師
真的是許先生的貴人，有病當然不可拖，但是
有病就要找經驗豐富的好醫生，對症下藥才不
會多花冤枉錢。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如果對
糖尿病方面，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都歡迎你
親自到服務處，我們最專業的吳醫師，一定會
很誠懇為你做免費的解答。」(三)吳醫師表
示，中醫許多方法與療效，是西醫跟不上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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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提到中醫將糖尿病分六型，倘及時診斷
治療、對症下藥，可迅速醫治好。接著吳醫師
舉一病例（李先生，55歲，遺傳性糖尿病，工
作日夜顛倒、飲食吃藥皆不正常）血糖過
高，經其辯證開藥後好轉；主持人加註：「原
來中醫中藥治療糖尿病有這麼多種的方法，還
有這麼多種的藥方，但是也要對症下藥才有效
果，如果很不幸的，若有得到糖尿病的觀眾朋
友，快來找咱的吳醫師就不會錯。」(四)吳醫
師說：「其實糖尿病性的陽痿早洩，如果及時
診斷治療，都可以迅速醫治好，如果不幸有以
上症狀的觀眾朋友，你就不用客氣，親自來服
務處，我會很誠懇為大家做免費的服
務。」；主持人加註：「像我們吳醫師，醫術
這麼高明，不知吳醫師有沒有醫治過像你說的
這種患者朋友呢？」；吳醫師復舉一病例（邱
先生，65歲，以降血糖藥控制糖尿病，體力衰
退，性功能障礙）血糖過高，經吳醫師辯證開
藥後好轉；主持人加註：「所以說，得到糖尿
病，如果靠西藥控制，不是辦法，如果控制的
不好，嚴重者引起眼睛失明、尿蛋白、心肌梗
塞、腦中風、糖尿病昏迷，人說會跟不會是差
很多，我們最專業的吳醫師，對糖尿病方
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專業，經驗豐富。今天的
節目中，從糖尿病的病理、預防和治療，都說
明的很詳細，如果罹患糖尿病，千萬不能
拖，快來找可靠的吳醫師來治療，可以說是絕
對有效的。」......(九)吳醫師接以實例說
明，如何治療早洩症（游先生，45歲，有早洩
症狀，吃補藥三年卻未見效）。經吳醫師診
斷，該病患為肝病導致早洩，故開立「柴胡養
肝湯」滋補肝陰，再調配「滋陰固腎丸」，以
養心血、補腎水，使其陰陽調和；游先生服用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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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早洩症狀有明顯改善。吳醫師接以：「親
愛的觀眾朋友，雖然說早洩的症狀，不好意思
說，不過若要真正根治，還是要勇敢去找專業
的醫生，千萬不可偷偷去買一些不對症的成
藥、補藥來吃，有時候愈補愈大洞，不但延誤
病情，而且增加治療上的困難，一定要找專科
臨床經驗豐富的醫生，詳細診斷、探求病
因、對症下藥，才能夠根本來治療。」主持人
補充：「吳醫師行醫數十年來，經驗豐富又很
有醫德，救人無數。俗語說的對：『有燒香有
保佑，有吃藥就會有行氣』，病不會自己好起
來，若知道自己身體已經有問題，已經不行
了、不持久，千萬不可再拖，快來找可靠專業
的醫生來治療，也可以說是真正有效的。觀眾
朋友您若是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您親自到服
務處來，我們都會很誠懇的為大家來做免費的
解答。」(十)每段廣告時間皆搭配3次「天祥中
醫診所，診所的地址：臺北市萬大路100號、臺
中市復興路4段130號、嘉義市中山路210號，電
話：0800-533-169」相同廣告。旨揭節目內容
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業服務，描
述其問診過程及效果，並穿插有利用視聽眾輕
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等用語，亦於該節目廣
告時間搭配相關聯廣告，已明顯有為特定商業
服務宣傳、推介之意涵，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7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103040號
處分日期：
104/07/27

東森財經
晚報

104/01/14
違反節目分
17:43~17:45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於播出「"鬼夜"真實版?男為討債
竟偷走骨灰罈恐嚇」新聞，主播後方電視牆定
格輔導級電影「鬼夜」之海報，呈現一雙鬼手
捂著的青面臉孔，並穿插該電影片段前後共
約42秒，畫面有墓園、靈骨塔之骨灰室等場
景，以及復仇女鬼現身、嘔吐、墜樓、撞車等
恐怖內容，並包括其驚悚配樂及心跳聲。前揭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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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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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電視節目分級
處理辦法第9條及第13條規定。
8 國興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國興衛視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08090號
處分日期：
104/07/27

我的閨房
秘蜜

104/05/23
節目與廣告
23: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代謝咖啡：１、來賓王思佳 警告
直接拿出「代謝咖啡」商品，並表示它不會傷 NT$0
胃、卡路里非常低只有50.2大卡，是榛果拿鐵
口味，且裡面添加歐美最流行的瘦身成分-非洲
芒果種子的萃取，能幫助代謝，排泄順暢等效
用，隨即現場沖泡試飲，說明就像一般即溶咖
啡一樣的沖泡方法。２、來賓袁觀玲並補充
說：它的榛果香味很療癒，根據自己喝的經
驗，它的飽足感很明顯，當天午餐就減半
了；這個成分裡含有非洲芒果籽的萃取物，它
是一個專利的成分，經過國際研究的認證，真
的可以抑制我們的體重，調節身體內瘦體
素，瘦體素高自然不容易大吃大喝，且在非洲
喀麥隆地區的人，稱非洲芒果種子的萃取
物，可以當藥來用的，如抑制肥胖、降低膽固
醇、調節血糖，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個成
分。(二)精萃洗髮精及精華幕斯：１、來
賓Ivy現場展示洗髮精及慕斯表示：其產後掉髮
嚴重、髮根也容易塌，現在洗髮精也有抗老洗
髮精，它不含矽靈、洗後不用潤絲也很蓬
鬆，一次搞定，好像剛做完頭皮護理一樣輕
鬆，而且味道很香，是一種很天然的植物精油
味，老公也好愛用；此外，20歲之後頭皮開始
老化，精華慕斯很好用，這瓶慕斯標榜是保養
品，不是造型品，譬如騎車安全帽壓塌頭
髮，只要撥一撥就又鬆了，而且使用這個慕
斯，不會黏手。２、來賓林凱鈞補充說明：為
什麼它可以柔順，因為含有摩洛哥堅果油，且
有12種天然植物的精油萃取，養護效果很
好，今年新推出的產品，更加強抗老頭皮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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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在成分上另添加青花菜籽油及3種莓果的萃
取，對養護頭皮及髮絲有很好的幫助，此
外，還有其他抗老成
(１)大豆萃取：含蛋
白質既保濕又可防護髮絲斷裂。(２)蜂王漿精
華：含豐富的礦物質、胺基酸，所以療癒效果
非常顯著。(３)射干萃取：具清熱解毒，又可
以緩解疼痛，如果你是比較脆弱的髮質或頭
皮，很有效，有調理的作用。(４)石榴萃
取：它的維生素C是蘋果、梨子的12倍，收斂性
非常好，可以平衡油水。３、來賓林凱鈞再強
調：這個產品與一般普通的清潔產品差很
多，因為它有很多調理的作用，一般是放在保
養品裡，可是這個是在洗髮時候，就可以做到
頭皮的養護。另外同時推出的慕斯也是非常
棒，跟洗髮精一樣有12種的精油添加，都有花
果香調，是一款兼具髮粧水效果的髮型品，很
適合現代忙碌的朋友使用，不需要瓶瓶罐
罐，並現場示範使用，可以自然定型與富有彈
性，最後提及在各大醫美藥粧店都可以買
到。前揭節目內容鋪陳，一再以正面且深入方
式介紹商品，詳細說明產品成分及功效，過分
突顯商品及價值，且出現鼓勵消費之推薦用
語，有為特定商品宣傳、推介之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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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33120號
處分日期：
104/07/28

中醫世界

104/04/24
節目與廣告
14: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開始由主持人介紹吳醫
師相關事蹟：行醫20多年、華陀金像獎得
主、十大傑出中醫師、中醫界權威及電視電臺
醫藥顧問等。(二)吳醫師指出「醫院與患者對
這點不太了解，很少測量飯後血糖，這是不正
確的」後，舉一病例（許先生，48歲，養家操
勞健康出狀況）血糖過高，經其辨證開藥後好
轉；主持人加註：「先生緣、主人福，吳醫師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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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許先生的貴人，有病當然不可拖，但是
有病就要找經驗豐富的好醫生，對症下藥才不
會多花冤枉錢。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如果對
糖尿病方面，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都歡迎你
親自到服務處，我們最專業的吳醫師，一定會
很誠懇為你做免費的解答。」(三)吳醫師表
示，中醫許多方法與療效，是西醫跟不上
的，並提到中醫將糖尿病分六型，倘及時診斷
治療、對症下藥，可迅速醫治好。接著吳醫師
舉一病例（李先生，55歲，遺傳性糖尿病，工
作日夜顛倒、飲食吃藥皆不正常）血糖過
高，經其辨證開藥後好轉；主持人加註：「原
來中醫中藥治療糖尿病有這麼多種的方法，還
有這麼多種的藥方，但是也要對症下藥才有效
果，如果很不幸的，若有得到糖尿病的觀眾朋
友，快來找咱的吳醫師就不會錯。」(四)吳醫
師說：「其實糖尿病性的陽痿早洩，如果及時
診斷治療，都可以迅速醫治好，如果不幸有以
上症狀的觀眾朋友，你就不用客氣，親自來服
務處，我會很誠懇為大家做免費的服
務。」；主持人加註：「像我們吳醫師，醫術
這麼高明，不知吳醫師有沒有醫治過像你說的
這種患者朋友呢？」；吳醫師復舉一病例（邱
先生，65歲，以降血糖藥控制糖尿病，體力衰
退，性功能障礙）血糖過高，經吳醫師辨證開
藥後好轉；主持人加註：「所以說，得到糖尿
病，如果靠西藥控制，不是辦法，如果控制得
不好，嚴重者引起眼睛失明、尿蛋白、心肌梗
塞、腦中風、糖尿病昏迷，人說會跟不會是差
很多，我們最專業的吳醫師，對糖尿病方
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專業，經驗豐富。今天的
節目中，從糖尿病的病理、預防和治療，都說
明得很詳細，如果罹患糖尿病，千萬不能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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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快來找可靠的吳醫師來治療，可以說是絕
對有效的。」(五)吳醫師針對腦神經衰弱所引
起陽萎（敗腎）舉一病例（陳先生，35歲，腦
神經緊張致性功能障礙，服鎮靜劑無效），經
診斷該病患為「腎陰虛損的腦神經衰弱
症」，除性功能障礙，其有失眠、頭痛、小便
白濁等症狀，故據其體質開立「龍鳳二仙
丸」配合「蔘茸固本丸」等藥方，約經2至3週
有見改善，再連續服用45天，已恢復正常；吳
醫師說明，許多病症無法由儀器檢出，西醫僅
據表面現象，開立鎮靜劑或安眠藥，僅治標而
不治本；中醫之療法，從滋養腎水、以制心火
下藥，這樣才能徹底根治。主持人並補充：
「所以說有病還是要對症下藥，中醫中藥確實
有很多很有效的處方，來治好各種的病症，觀
眾朋友，剛才吳醫師說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證
明，有敗腎的問題，快來找我們可靠的吳醫師
就沒錯了。」(六)主持人：「有經驗的醫
師，在治病的時候，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像吳
醫師在治療的時候，可以說是藥到病
除，1、2個星期就見效果，1個月就可以把病醫
好，所以說有病，快來請教吳醫師就對
了。」；吳醫師接續解說敗腎等性功能障礙病
症，主持人復搭配說明：「如果不幸有這種病
症產生，像是陽痿、早洩、小便白濁起泡，不
知該怎麼辦，沒關係，都歡迎您親自到服務
處，請教我們最專業的吳醫師，我們都會很誠
懇的為您來做免費的解答。」；吳醫師強調：
「我行醫多年以來，很注重陰陽調合的原
理，對這種房事過度，手淫過多病症，根據患
者的病因、體質，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等，我
有很深入的研究，如果不幸有以上問題的觀眾
朋友，您不妨親自到服務處來，我一定會很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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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為大家解答。」主持人補充：「聽完吳醫師
所講的，房事過頭、縱慾過度，這都是不好
的，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您要特別小心
喔！如果有問題有需要，都歡迎您打電話
來，我們都會很誠懇為大家來解答。」.......
(九)吳醫師接以實例說明，如何治療早洩
症（游先生，45歲，有早洩症狀，吃補藥三年
卻未見效）。經吳醫師診斷，該病患為肝病導
致早洩，故開立「柴胡養肝湯」滋補肝陰，再
調配「滋陰固腎丸」，以養心血、補腎水，使
其陰陽調和；游先生服用後，早洩症狀有明顯
改善。吳醫師接以：「親愛的觀眾朋友，雖然
說早洩的症狀，不好意思說，不過若要真正根
治，還是要勇敢去找專業的醫生，千萬不可偷
偷去買一些不對症的成藥、補藥來吃，有時候
愈補愈大洞，不但延誤病情，而且增加治療上
的困難，一定要找專科臨床經驗豐富的醫
生，詳細診斷、探求病因、對症下藥，才能夠
根本來治療。」主持人補充：「吳醫師行醫數
十年來，經驗豐富又很有醫德，救人無數。俗
語說的對：『有燒香有保佑，有吃藥就會有行
氣』，病不會自己好起來，若知道自己身體已
經有問題，已經不行了、不持久，千萬不可再
拖，快來找可靠專業的醫生來治療，也可以說
是真正有效的。觀眾朋友您若是有任何的問
題，都歡迎您親自到服務處來，我們都會很誠
懇的為大家來做免費的解答。」(十)旨揭節目
每段廣告時間皆搭配3次「天祥中醫診所，診所
的地址：臺北市萬大路100號、臺中市復興
路4段130號、嘉義市中山路210號，電
話：0800-533-169」相同廣告。旨揭節目內容
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業服務，描
述其問診過程及效果，並穿插有利用視聽眾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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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等用語，亦於該節目廣
告時間搭配相關聯廣告，已明顯有為特定商業
服務宣傳、推介之意涵，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罰鍰：

2 件

警告：

7 件

核處金額：

NT$9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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