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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2/01~100/02/28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家庭票房股份有

CINEMAX

通傳播字
09900555920號
處分日期：
100/02/10

靈異入侵

099/09/30
違反節目分
10:00~00:00 級處理辦法

罰鍰
內容略如下:受處分人經營之Cinemax頻道
於99年9月30日10時播出「靈異入侵」節目，標 NT$300,000
示為保護級，內容描述臨死前誓言要復仇之殺
人犯查爾斯李雷(恰奇)，以咒語將自身靈魂附
身玩偶娃娃身上，除復仇行動外，亦須殺害小
男孩安迪，方得脫離附身之玩偶軀體。其中播
出之違法內容略如下:殺人犯恰奇將醫療使用之
電擊器具套於心理醫生頭部，致使其慘遭活活
電死。被烈火包圍焚身之恰奇，因劇痛不斷擺
動身體且持續發出痛苦嚎叫。然恰奇雖身軀已
遭烈火灼傷焦黑，仍持刀步步進逼，欲殺害小
男孩安迪。並以刀刺破大門，割破女主角手
掌。女主角開槍將恰奇頭部及部分肢體打
斷，僅餘軀幹及部分肢體之恰奇，用手勒住警
員頸部，欲使其窒息。另播出分離身軀之頭
部，並命令其軀體將所有人全部殺死等內
容。前揭內容所涉之暴力、血腥、恐怖及靈異
等畫面與情節，逾越保護級規定，此有本會節
目側錄光碟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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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點傳媒股份有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543780號
處分日期：
100/02/11

民間劇場

099/09/23
違反節目分
18:00~00: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民間劇場」節目（標示為普遍
級）播出「殭屍怪談」單元，內容為酒家女豔
紅被鄭興昌收為小妾，因受鄭興昌妻子玉霞凌
虐，上吊自殺身亡，變成女鬼後殺死鄭興
昌，並將其變成殭屍等情節；另同日中
午11時58分許並插播女鬼追殺及殭屍咬人等情
節預告。播出情形如下：節目開始時播出女子
玉霞夢見自己被女鬼追殺及被殭屍強咬情
節，一再出現女子戴白面具（扮鬼魂）及殭屍
面孔近距離畫面或特寫（是日中午11時58分許
並預告播出該等情節）。於18時28分許播出女
鬼豔紅出現在鄭興昌女兒慧婷房間進行殺害慧

限公司

限公司

罰鍰
NT$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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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計謀。於18時34分許播出殭屍勒緊其女兒慧
婷脖子意圖強咬。於18時52分許及19時16分許
播出女鬼豔紅命令殭屍咬死玉霞及殭屍在村中
到處殺人，並於19時27分許播出殭屍勒緊其女
兒慧婷脖子意圖強咬等劇情。前揭節目內容多
次播出殭屍咬人、殭屍面孔近距離畫面、特寫
及女鬼追殺等畫面與情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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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3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播字
09900626930號
處分日期：
100/02/11

肽完美-化
粧品廣告

099/10/17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罰鍰
內容略如下:於99年10月17日
至10月19日、10月29日播送溫德文託播之「龍 NT$100,000
膽石斑胚胎素」（肽完美）、「肌因微晶球重
建美肌法」產品廣告及
於99年10月20日、11月1日「健康大道」節目播
送「龍膽石斑胚胎素」化粧品廣告內容宣
稱（摘錄）：「肽完美：世界最超強胎盤
素……我們測試兩百人裡面沒有任何一例是有
過敏性的問題出現……原本有雀斑、曬斑，還
有皮膚很乾燥可是我用了以後就不一樣，我覺
得我的皮膚比以前還淨白透亮……」、「龍膽
石斑胚胎素：含有大量蛋白質、氨基酸，可以
強化上皮組織的完整生長……胜肽微球體就可
以……帶入細胞內，啟動細胞間的活化訊
息……是肌膚抗皺修護的首選……」、「肌因
微晶球重建美肌法：……肌因微晶球塗抹在臉
上，……只要1分鐘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肌
膚所該擁有的一切物質……絕對一擦見效的肌
因微晶球重建美肌法……即將讓乾燥、脫
屑、過敏、細紋、皺紋的您，恢復兒時嫩
肌……」等，涉與核准（高市衛粧廣字
第9901045號、衛署粧廣字第9909007號等）不
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行
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桃園縣政府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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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
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託
播者受任人蔡君陳述說明，坦承案內產品廣告
內容皆未依廣告核准內容宣播，確實違反規
定，並經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
定，核處託播人溫德文罰鍰新臺幣26萬5千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15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65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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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
規定。又「健康大道」節目同時促銷及宣
傳「龍膽石斑胚胎素」特定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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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播字
10048005120號
處分日期：
100/02/11

肌因微晶
球重建美
肌法-化粧
品廣告

099/11/17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99年11月17日及同月29日播送溫德 罰鍰
NT$400,000
文託播之「肌因微晶球重建美肌法」產品廣
告，內容宣稱（摘錄）：「肌因微晶球重建美
肌法：……肌因微晶球塗抹在臉上，……只
要1分鐘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肌膚所該擁有
的一切物質……絕對一擦見效的肌因微晶球重
建美肌法……即將讓乾燥、脫屑、過敏、細
紋、皺紋的您，恢復兒時嫩肌……」等，涉與
核准（衛署粧廣字第9909007號等）不符，違反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案經台南市衛生
局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
告託播者受任人蔡君陳述說明，坦承案內產品
廣告內容皆未依廣告核准內容宣播，確實違反
規定，並經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
規定，核處託播人溫德文罰鍰新臺幣26萬5千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15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65460號裁處書及側錄光碟可稽，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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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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第1項準用
第17條第1款規定。
5 國衛傳播事業股

國衛頻道

通傳播字
10000020800號
處分日期：
100/02/14

穩贏技

09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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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贏技」節目，受雇人葉良超從 罰鍰
事期貨交易分析，有招攬期貨顧問客戶之廣告 NT$100,000
行為，經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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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26條第3項規
定，爰依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及
第101條第1項規定，處亨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2萬元，並命令該公司停
止葉良超1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12月24日金管證期
罰字第0990070029號裁處書99年12月24日金管
證期字第09900700291號處分書及100年1月12日
金管證期字第1000000598號函檢送之側錄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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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048000850號
處分日期：
100/02/14

EZ無齡肌
淡斑修復
精華-化粧
品廣告

099/10/14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罰鍰
內容略如下:其宣播內容與核准(衛署粧廣字
第9908156號)不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NT$100,000
之規定，案經本會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查處，復經廣告託播者受任人羅綮翊陳述說
明，坦承案內產品廣告內容未依廣告核准內容
宣播，確實違反規定，並經記錄在卷，核已違
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核處
託播者敬群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3萬5千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22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72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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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規
定。

7 全日通娛樂傳播

Z頻道

通傳播字
10048003360號

全民好健
康

099/10/24
節目廣告化
11:30~12:30

內容略如下：(一)牛蒡達人陳國耀介紹「牛蒡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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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精華素」的萃取過程:屏東歸來鄉養生牛蒡必須
用特殊的現代生物科技方法，才能萃取濃縮其
精華，並搭配VCR說明，須經特殊溫度及3個月
以上的儲存條件，讓它做醣質轉化，把所有的
營養成分，濃縮在冰塊裡，再經過特殊製
程，經純化調整其配方，製成最終產品這對胃
黏膜的保護才有功效，300公斤只可萃取不
到1公斤的精華。(二)主持人問牛蒡達人：你為
何敢推薦「歸來」牛蒡給大家，它的一個強項
是什麼牛蒡達人稱牛蒡萃取物對於胃黏膜受
傷，甚至很嚴重的潰瘍都很有效，並可修補回
來，且是採最自然的方式，其主要成分
有：１、綠原酸：能修復胃黏膜，為可分解脂
肪的元素，也被運用在減肥方面。２、菊
糖：是餵養腸道的有益菌，可改善腸胃道的環
境，有效排除體內毒素，有助排便順
暢。(三)另有特別來賓陳麒全夫婦於現場說明
使用見證:１、陳先生吃了牛蒡後，其胃病獲得
大幅改善，以前只要一動就會痛的情形，使用
後再也沒有復發了。２、盧太太：吃了牛蒡
後，它讓我感覺很輕鬆很舒服，不害怕說胃什
麼時候要有狀況發作。(四)主持人於節目中一
再強調屏東歸來的牛蒡有二個寶物，就是綠原
酸及菊糖，功效這麼好，可修護胃黏膜，相信
這是老天爺賜給我們最大的寶藏。
(五)播放見證者使用「牛蒡精華素」之VCR
：許小姐：吃了身體已改善，臉色變好，斑點
變淡，同時再介紹給客人使用牛蒡後，改善他
的便秘、斑點變淡，胃病也好了，牛蒡真是太
有效;陳德益：有胃出血，這個牛蒡含有菊糖及
寡糖，可幫助我們修護胃黏膜，若是胃潰瘍患
者，牛蒡配方是個非常好的天然配方。前揭內
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致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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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第19條第1項規定。
8 衛星娛樂傳播股

JET

9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綜合台

日本台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通傳播字
1004800472號
處分日期：
100/02/14

肌因微晶
球重建美
肌法

099/11/03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罰鍰
內容略如下:JET TV頻道於99年11月3日及同
月12日播送溫德文託播之「肌因微晶球重建美 NT$200,000
肌法」產品廣告，內容宣稱（摘錄）：「肌因
微晶球重建美肌法：……肌因微晶球塗抹在臉
上，……只要1分鐘就可以迅速吸收嬰兒時期肌
膚所該擁有的一切物質……絕對一擦見效的肌
因微晶球重建美肌法……即將讓乾燥、脫
屑、過敏、細紋、皺紋的您，恢復兒時嫩
肌……」等，涉與核准（衛署粧廣字
第9909007號等）不符，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之規定，案經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查獲，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復經廣告
託播者受任人蔡君陳述說明，坦承案內產品廣
告內容皆未依廣告核准內容宣播，確實違反規
定，並經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
定，核處託播人溫德文罰鍰新臺幣26萬5千
元，此有臺中市政府99年12月15日府授衛藥字
第0990365460號裁處書及側錄光碟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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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第1項準用
第17條第1款規定。

通傳播字
09900511720號
處分日期：
100/02/15

電玩快打

099/09/11
違反節目分
18:00~19: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電玩快打」節目（標示普 罰鍰
遍級），節目內容係由豆花妹及納豆二位共同 NT$400,000
主持，介紹一週最新推出之多款電玩遊戲，節
目中除播出各款遊戲部分畫面外，二位主持人
並配合遊戲畫面作詳細內容介紹，惟其中「狂
彈風暴」、「絕命異次元2」、
「Shank」及「四海兄弟2」等款電玩遊戲，所
出現之血腥、暴力、恐怖等激烈殘忍打殺畫
面，已涉嫌違反前揭法律規定。節目中涉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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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0/02/01~100/02/28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反前揭相關法規之血腥、暴力畫面與情節如
下：「狂彈風暴」遊戲：對手被送到巨大仙人
掌刺死、被電子鎖炸彈炸得粉身碎骨、被火燄
彈燒成骨頭，以及被各式武器殺死；旁白中並
介紹如何以各種技巧殺害對手以獲得獎勵點數
方式：「……用最特別的方式來殺害對手，像
這個把人送去給仙人掌刺50分，讓人死得粉身
碎骨，不留一點痕跡50分，一次幹掉一群敵
人100分……像這把電子鎖炸彈，就十分特
別，射中之後會把敵人鎖住，然後砰的一
聲，炸得一乾二淨……像是先把所有敵人電到
空中，接著再一個個槍決，或者是用電流把人
牽引到身旁，然後再若無其事的補上一槍，不
僅殺人手法特別……」「絕命異次元2」遊
戲：遊戲中主角與一群噁心兇殘怪物發生激烈
殺戮，旁白中提到：「……保證讓你無時無刻
都處於提心吊膽、緊張兮兮狀態，遊戲這回還
是保持血腥、殘忍的畫面風格，屬於18禁的遊
戲……」「Shank」遊戲：遊戲中主角使用各式
武器與敵人發生激烈殺戮，旁白中提到：
「……可以把敵人抓住，再給敵人補上幾
刀、開上幾槍，甚至把手榴彈塞到嘴裡引爆都
行……不過最後畫面，實在是太血腥了，看來
得要馬賽克才能播出。」「四海兄弟2」遊
戲：內容敘述遊戲中主角Vito如何加入黑
幫、如何幹些偷、拐、搶、騙、收取保護費勾
當；節目中豆花妹並介紹：「在遊戲當中，我
們可以盡情的體驗美國早期黑幫的生活，我們
可以體驗到他們激烈的像是槍戰啊！還有殺
人、搶劫跟販毒，所以如果你想體驗這些樂趣
的話，你不要錯過喔！」前揭畫面情節逾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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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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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商亞太星空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受處分頻道
衛視中文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通傳播字
09900594870號
處分日期：
100/02/16

愛美玩家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2/01~100/02/28

違法事實

099/09/27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播放VCR，並有旁白說 罰鍰
NT$1,000,000
明金絲藤黃這種草藥為何可以讓人「好洛
眠」：金絲藤黃這種歐洲草藥被採集利用已有
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外用方面有：利尿、活
血、改善坐骨神經痛與抑制病毒等功效；內服
則可安定神經、改善憂鬱、失眠、抑制食慾
等。其主要活性成分Hypericum和三環抗鬱劑的
作用極為類似，能提昇睡眠品質、提高睡眠傳
導物質Serotonin的濃度，對於改善失眠，比未
使用任何藥物治療的病患效果高出60-70％，抗
憂鬱功能更是安慰劑的2.67倍，而且不會成
癮....，專家強調它可讓人在10分鐘到15分鐘
內進入睡眠狀態，使用者常戲稱吃了它之後不
但躺下去就睡著了而且可以睡的像豬一樣，每
天好睡好洛眠。(二)主持人問「金絲藤黃」是
植物？還是一個天然的東西？還是藥物？營養
保健專家王維君稱：「『金絲藤黃』它是植
物、是草本、不含藥，其實在生物科技已經幫
我們把裡面有效成分萃取出來，且在國內外的
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它整體的作用。」王維君強
調：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當成是家庭常
備。(三)王維君宣稱「金絲藤黃」的黃金複方
是經過人體實驗，可以有效降低30%交感神經興
奮，雖非百分之百，但可達八成三的有效
性，讓你10分鐘到15分鐘就會安安然然的睡好
覺。(四)另以圖卡說明「金絲藤黃草本複
方」讓你輕鬆好洛眠之功效：改善睡眠品
質，讓你好洛眠、舒緩緊張壓力，解除焦慮抑
鬱、提高思考效率，注意力更集中、情緒快樂
輕鬆，人際關係看漲、健康全面提升，外表進
化改進。(五)節目最後播放產品使用者之見
證：１、牟佩珍：我本來是半信半疑，試了
第1天真的奇蹟發生了，它真的讓我在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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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睡著...。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
商品宣傳之意涵，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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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播字
09900600760號
處分日期：
100/02/16

樂活勁行
式

099/09/27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曾老師說明「地靈醣質」之 罰鍰
功能與效果：稱「地靈」其實是幾千年就存在 NT$1,000,000
中國，其生長在環境特殊的沙漠邊緣，知道的
人把它當作是一種長生不老的藥來吃，吃了以
後就會很健康，另以圖片說明地靈植物的根與
葉之構造，並強調最近科學家才發現地靈這種
植物有一種非常珍貴的元素就是「地靈醣
質」、另說明因朋友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故
有機會試試看，試了之後覺得很輕甜、很清爽
的味道，所以有意願一直吃下去，量很隨
意，一天就吃幾瓢，就是那個茶匙，一天
吃1、2湯匙，兩個月以後就發現奇蹟，再回頭
去找「地靈」這個東西，才曉得說這種地靈植
物，它有含了一個「地靈醣質」，其作用係細
胞間傳遞訊息的依賴，也就是我們人類健康長
壽最主要的鑰。 (二)以圖卡說明「地靈醣
質」實驗證實功能如下：對骨髓細胞增殖活性
的影響、對喉癌細胞的生長抑制作用、對肺癌
細胞的生長抑制作用。(三)主持人再度強調：
「地靈它是一個千年的植物，到了我們現代經
過科學研究，針對它對於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也
有好的效果」。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
種商品宣傳之意涵，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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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美商超躍有限公

AXN

通傳播字
09900598840號
處分日期：
100/02/22

健康進行
式

099/10/03
節目廣告化
09:00~10:00

內容略述如下：(一)節目中播放VCR，並有旁白 罰鍰
NT$600,000
說明金絲藤黃這種草藥為何可以讓人「好洛
眠」:金絲藤黃這種歐洲草藥被採集利用已有兩
千多年的歷史，人體臨床實驗證實具有十多種
安定神經及改善憂鬱的物質，可降低30%與舒
緩83%的交感神經指數，幫助自然快速入眠、其

限公司

司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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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0/02/01~100/02/28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主要活性成分Hypericum和三環抗鬱劑的作用極
為類似，能提昇睡眠品質、提高睡眠傳導物
質Serotonin的濃度，對於改善失眠，比未使用
任何藥物治療的病患效果高出60％-70％，抗憂
鬱功能更是安慰劑的2.67倍，而且不會成
癮、醫學界對它的興趣十分濃厚，在歐洲用金
絲藤黃來消除失眠已經超過15年，令人
在10至15分鐘內進入睡眠狀態，使用者常戲稱
吃了它之後不但躺下去就睡著了，而且可以睡
得像豬一樣，每天好睡好洛眠。(二)主持人
問「金絲藤黃」是植物？還是一個天然的東
西？還是藥物？營養保健專家王維君稱：金絲
藤黃它是植物、是草本、不含藥，其實在生物
科技已經幫我們把裡面有效成分萃取出來，且
在國內外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它整體的作
用，可降低交感神經指數。王維君強調:其實我
們都可以把它當成是家庭常備。(三)另以圖卡
搭配說明「金絲藤黃草本複方」讓你輕鬆好洛
眠之功效:改善睡眠品質，讓你好洛眠、舒緩緊
張壓力，解除焦慮抑鬱、提高思考效率，注意
力更集中、情緒快樂輕鬆，人際關係看漲健康
全面提升，外表進化改進。(四)節目最後播放
產品使用者之見證說明VCR:牟佩珍(44歲，補教
業):「我本來是半信半疑，試了第1天真的奇蹟
發生了，它真的讓我在半個小時之後睡
著。(五)在節目進行中穿插諮詢專
線0800-36-55-77(約於9：58)。並在每次節目
進廣告前插播「失眠失眠失眠，要付出健康代
價，如何才能好好的入睡，請撥諮詢專
線0800-365-677」，以及「千金難買早知
道，萬般無奈已發生，別忽略來自身體的警
訊，請撥0800-365-677」與節目相搭配之圖卡
內容。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金絲藤黃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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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商品宣傳之意涵，致節目內容未與廣告
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
13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戲劇台

通傳播字
09900609050號
處分日期：
100/02/22

健康滿百

099/10/08
節目廣告化
14:00~15:00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以播放VCR配合旁白說明 罰鍰
NT$600,000
及圖卡方式宣介「好洛眠(金絲藤黃)草本複
方」之成分：1、金絲藤黃可馬上鎮靜自律神經
之一的交感神經，即便以精密儀器檢
測。２、忘憂草：提供褪黑激素。３、色胺
酸：為睡眠胺基酸，因此，不會有過量、強迫
你入眠的問題。４、GABA:自玄米萃取之γ-胺
基丁酸，最主要作用即是抑制神經傳導，慢慢
進入休眠狀態。(二)節目旁白說明為何好洛
眠(金絲藤黃)草本複方，可以讓人「好洛
眠」：金絲藤黃這種歐洲草藥在歐洲廣泛使用
超過15年...，專家強調它可讓人在10到15分鐘
內進入睡眠狀態。金絲藤黃為主要配方，可有
效降低神經過度活躍、敏感的現象，如果是
第1次使用好洛眠配方者，約略20分鐘就可以睡
著，第2次大約只要15分鐘(三)主持人問「金絲
藤黃」是植物？還是一個天然的東西？還是藥
物？營養保健專家王維君稱：「『金絲藤
黃』它是植物、是草本、不含藥，其實在生物
科技已經幫我們把裡面有效成分萃取出來，且
在國內外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它整體的作
用。」(四)另以圖卡說明「好洛眠(金絲藤
黃)草本複方」讓你輕鬆好洛眠之功效：改善睡
眠品質，讓你好洛眠、舒緩緊張壓力，解除焦
慮抑鬱、提高思考效率，注意力更集中、情緒
快樂輕鬆，人際關係看漲、健康全面提升，外
表進化改進。(五)節目最後播放產品使用者之
見證:牟佩珍：我本來是半信半疑，試了第1天
真的奇蹟發生了，它真的讓我在半個小時之後
睡著，它並不是讓我麻痺……我吃下它

第 12 頁 / 共 13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份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通傳播字第）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0/02/01~100/02/28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後……很正常的就睡著了，30分鐘就入眠
了，非常好睡，安眠藥畢竟讓我沒有辦法集
中，然後自從我吃了這個東西之後，它不會讓
我精神沒有辦法集中，隔天早上起來時精神是
很正常的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
宣傳之意涵，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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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育樂台

通傳播字
09900609070號
處分日期：
100/02/22

健康滿百

099/10/16
節目廣告化
10:00~11:00

內容略如下:人經營之緯來育樂台頻
道99年10月16日10時播出之「健康滿百」節
目，由劉亮佐主持，以「尋找傳說中的黃
金」為題，藉由訪問牛蒡研究人員陳國耀、製
藥廠人員及使用者傅先生，導引至使用「牛蒡
精華素」能修護胃黏膜及消除胃病，其涉有為
特定產品推介宣傳之內容略如下：
(一)牛蒡達人陳國耀表示，現代人生活習
慣不好，造成很多胃部的問題，而醫生開的胃
乳片、制酸劑等，都只是治標不治本，重點是
要讓胃壁有天然的保護膜，才不會讓過強的胃
酸傷害胃壁，這只有牛蒡做得到，因為裡面含
有一個元素叫做綠原酸。然而，並不是去買牛
蒡吃就好了，因為綠原酸加熱到50度的時
候，就會完全被破壞掉。
(二)為取得高含量的綠原酸，節目復介紹
高科技的牛蒡生產過程：首先要「選別」，再
經醣質轉化，之後再以汁渣分離製程專利技
術，把牛蒡製成冰塊，等著進一步的萃取。經
過16道檢驗手續後，利用二重釜煎鍋萃取出牛
蒡原料，再經低溫真空濃縮，淬煉成精華
的「濃縮浸膏」，最後透過噴霧造粒機形成濃
縮細粒，便於充填成膠囊。期間不僅多次出
現「健康好蒡─保健牛蒡精華素」品牌字
樣，並拍攝膠囊產品實物。陳國耀：「菊糖和
綠原酸如果沒有經過這個製程，你連0.0001都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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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萃取出來。」
(三)節目中另訪問使用者傅先生，他因胃
痛的緣故，只要蹲下去就站不起來，不論吃胃
藥或胃乳片都沒什麼效果。後來傅太太在電視
上看到介紹牛蒡，上網查詢後才發現那是衛生
署小綠人保證的食品，裡面的綠原酸可以修護
胃黏膜，菊糖則可以幫助排便。傅太太：「吃
了之後我先生就有改善，我現在聽到別人有胃
痛，也會推薦他們吃牛蒡。」隨後出現傅先生
服用特定商品的畫面。
二、前揭節目內容推介、宣傳特定商
品，並介紹其成分、製造方式及效果，已明顯
表現出媒體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致使
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分，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
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罰鍰：

14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5,9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