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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69080號
處分日期：
102/08/02

新聞龍捲
風

102/04/22
違反節目分
21:43~21:5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中（未標示級別），播出「斷 罰鍰
NT$300,000
頭蛇、無頭蛙」畫面等節，逾越普遍級規
定：(一)21時43分許播出「砍掉『頭』照樣咬
人！加強版『喪屍』響尾蛇揭密」報導，由來
賓江中博介紹一段有關「響尾蛇的蛇頭被砍斷
後，身體和頭部仍持續跳動」之影片其中除有
斷頭蛇「蛇尾部位」不斷蠕動之畫面外，並播
出斷頭蛇「蛇頭部位」嘴巴開合及跳躍之影
像，且搭配旁白：「我們再看一次，那嘴巴張
開、那個血盆大口，然後在動。牠剛才好像在
找誰砍我頭，我要報仇一樣，你知道嗎？你
看，又跳了一次。」(二)21時46分許播出「無
頭蛙狂跳、無頭蛇咬人，揭『喪屍』動物之
謎」由來賓謝寒冰介紹一段有關「青蛙的頭被
砍斷後，身體仍持續跳動」之影片，其中除近
距離、正面拍攝無頭蛙的斷頭部位外，並出現
其四處跳躍之畫面，且搭配旁白：「非常恐怖
對不對？其實在旁邊看的人，真的，一看牠那
樣跳，在場的女孩子都被嚇哭了，因為非常非
常可怕。」前揭內容言語聳動、畫面恐怖，相
關畫面一再重複播放，部分畫面雖經馬賽克處
理；惟輔以旁白說明，仍可辨識畫面呈現，內
容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2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278840號
處分日期：
102/08/08

東森晚間
新聞

102/04/25
節目與廣告
19:31~19:35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略述如下：(一)系爭報導標示為獨家新
聞，內容係介紹臺中2家便當店販售之排骨便當 NT$300,000
等產品，惟內容包含標題文字、主播或記者口
述說明，幾乎只提及正忠排骨飯之店名，並偏
重強調正忠排骨飯特色；內容開頭主播即口
述：「其實臺中生意最好的2家就是剛剛提到的
本土臺中的潮吉大排排骨餐廳跟南部來到臺中
打天下的就是正忠排骨飯，那為什麼正忠排骨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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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可以生意這麼好呢？而且持續人氣不墜，主
要是因為正忠排骨所賣的這個雞排跟這個豬排
都是很大，尤其這個雞排一量有22公分，比臉
還要大，而且份量十足。」
(二)畫面標題「便當開到變連鎖 正忠排骨拚大
排」，記者旁白說明：「……這間臺中品牌的
便當店，很知道臺中人的喜好，這份量當然也
很注重，這一塊雞排快比便當大，而另一家從
南部來臺中打天下的正忠排骨飯，雞排也不遑
多讓，足足有22公分，而它的豬排更吸引
人。……」且搭配畫面標題呈現：「雞排飯比
臉大！外帶點播率第1名」，並訪問正忠排骨飯
店長，說明自家產品特點：「經過人工敲打之
後，現點現炸，所以它的特色是比較鮮嫩多
汁，然後味道比較鮮甜。」(三)記者再次表
示：「臺中品牌強調的是特殊醬料，南部的正
忠排骨則是走傳統口味……。」標題並呈現：
「雞排大塊22cm 兩家皆份量十足」及「份量
足、抓客源 正忠揮軍北上開店」。前揭報導之
內容用語、內容觀點、標題及畫面呈現，幾乎
只揭露特定廠商名稱（正忠排骨），並著重突
顯該廠商商品，明顯為特定廠商促銷宣傳，涉
嫌違反前揭法律規定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新聞
台頻道播送「東森晚間新聞」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依
同法第36條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30萬
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
定製播節目。
3 華藏世界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5700號
處分日期：
102/08/15

生命密碼

102/06/04
節目與廣告
08:55~09:55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搭配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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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5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研
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查，科
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場都很
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球磁場
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說
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要
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臺北地區平均壽
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1個機器測試其磁
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臺北地區最
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投。
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論
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去
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後，我
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場好的
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將已法
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外以
前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不但
抽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又抽
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印「幫朋
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
有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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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
且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
個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
真用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
升」。３、李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
生的運勢：其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
的，從易經的卦象，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
的吉或是凶，所以說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
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來，桃花好不好、婚
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
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
好磁場，才會有好靈動。４、王瑞玲見證：在
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
拜月老沒效，沒有一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
給我靈動數字，我才認識我這個先生一直走到
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發現到都是很和諧
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貝喔！所以說我要
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
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獲麟兒」。５、李老師又
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樣，命也都不
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到屬於自己的
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場的開運物品
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拉起脖子所佩
戴之項鍊，及展示所佩戴之手錶)，它就會創造
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樣絕對會開運
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數字 打造自己
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明：所以這個數
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物品上面，樣式
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要，一定要有磁
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都可以驗證得
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師有去針對數
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字，沒有這個屬
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點用也沒有，所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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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選擇對，屬於你磁場是很重要。畫面疊
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質
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才
能轉好運？李老師說明：其實我有很多客戶也
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了，就是讓你的五行覺得中和、覺得平衡、覺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場
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物
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
量」。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
低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
運，你可以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老師那時跟我講，我對我那時候的動
作、表情跟老師道歉，但是後來老師告訴我把
先天及後天加在一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
它弄在手上這樣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
時候，會帶動你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
退，就是因為數字去改變後，然後我最近還簽
了一個代言，我怎麼樣都不會想到我會去做一
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數字的。畫面疊
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不漏財 還接到
廣告代言」。(三)夏老師於節目現場以人體氣
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做磁場檢
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玲：之前錄
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管過
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經配戴
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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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色雞婆光，表
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真：之前錄影存檔
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順，其氣場
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開運法寶（手
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
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常幸福美
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南：之前
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明
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戴開運法
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
筆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滿。(四)另於節目
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 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民眾提供見
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旺旺來」網
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各樣之開運
物「龍脈石開運數字DNA陶瓷錶」、「龍脈石開
運數字手(項)鍊」等產品均與現場之主持
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物品相同。前揭
內容呈現出該節目明顯為特定商品（數字手
鍊、項鍊及手錶）宣傳、推介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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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5830號
處分日期：
102/08/16

生命密碼

102/06/19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由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五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
研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
查，科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
場都很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
球磁場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

第 7 頁 / 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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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1~102/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說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
要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台北地區平均
壽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一個機器測試其
磁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台北地區
最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
投。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論
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去
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後，我
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場好的
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將已法
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外以前
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不但抽
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又抽
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印「幫朋
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有
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面
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且
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個
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真用
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升」。３、李
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生的運勢：其
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的，從易經的卦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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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的吉或是凶，所以說
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
來，桃花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
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
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好磁場，才會有好靈
動。４、王瑞玲見證：在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
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拜月老沒效，沒有一
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給我靈動數字，我才
認識我先生一直走到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
發現到都是很和諧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
貝。所以說我要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
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
獲麟兒」。
５、李老師又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
樣，命也都不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
到屬於自己的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
拉起脖子所佩戴之項鍊，及展示所佩戴之手
錶)，它就會創造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
樣絕對會開運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
數字 打造自己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
明：所以這個數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
物品上面，樣式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
要，一定要有磁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
都可以驗證得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
師有去針對數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
字，沒有這個屬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
點用都沒有，所以選擇對，屬於你的磁場是很
重要。畫面疊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
質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
才能轉好運？李老師強調：其實我有很多客戶
也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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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了，就是讓你的五行求得中和、求得平衡、求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在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
物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量」。
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低
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運，可
以自己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後來老師告訴我把先天及後天加在一
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它弄在手上這樣
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時候，會帶動你
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退，就是因為數字
去改變後，最近還簽了一個代言，怎麼樣都不
會想到會去做一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
數字。畫面疊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
不漏財 還接到廣告代言」。９、觀眾吳先生透
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自己從事
捆工快20年，常常身體無力、沒體力、很想睡
覺，自從戴了你們的磁石開運物品後，精神體
力變好、身體狀況也不錯、頭腦清醒、心情比
較快樂及人際關係比較好等。１０、觀眾鄭先
生透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上次
碰到一件有律師的事，而老婆幫我戴你們那種
開運物品後，原本要賠人家50萬，結果最後
賠5萬塊，官司就完全解決了。(三)夏老師於節
目現場以人體氣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
做磁場檢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
玲：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血管過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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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佩戴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
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
色雞婆光，表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
真：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血流不順，其氣場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
開運法寶「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
流順暢，其氣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
常幸福美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
南：之前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
血流不明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
戴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
測出血流比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
滿。(四)另於節目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
民眾提供見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
旺旺來」網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
各樣之開運物「龍脈石開運術數字DNA陶瓷
錶」、「龍脈石開運術數字手(項鍊)」等產品
均與現場之主持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
物品相同。前揭內容呈現出該節目明顯為特定
商品（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宣傳、推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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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八大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八大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48029320號
處分日期：
102/08/16

超級金頭
腦

101/09/06
節目與廣告
09:3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分享成果：１、江中博強 警告
調在高中時死背字典的英文全忘光，自來到這 NT$0
節目，全靠簡單、有趣、好記又不花太多時間
的15分鐘右腦圖像記憶法，讓英文進步神
速，不會忘記。 ２、憲平的媽媽美琦表示在
接觸右腦圖像記憶法學英文後，每天花15分鐘
就學出興趣，也讓英文進步很多，現在一有空
就看英文，小孩看到自己的進步也主動跟著學
習，並強調右腦圖像很生活化，只要花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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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有進步。３、計程車司機阿忠表示要感
謝節目及右腦圖像記憶法這套教材，每天
花15分鐘輕鬆學、馬上學、馬上用，學了4個多
月就讓英文進步很多，可以到科學園區載外國
客人，外國朋友越交越多，也讓家庭生活越美
滿越好。４、珮如表示看到節目介紹用圖像來
記憶的教學方式，覺得很好玩、很有趣，就每
天利用在公司午休時間約15分鐘學習英文及下
班搭車時間重新複習，不知不覺英文能力變好
很多。(二)Crystal說：「……美琦媽媽她很棒
的是她就印證了我們的教材裡面，右腦圖像的
記憶方式。」並表示現在很多小孩對圖像的接
受度跟理解力，也會高於一般人十幾倍，運用
了Dorina老師的律動，運用右腦圖像記憶的學
習方法，自然而然英文程度也會比一般人高
出10倍。(三)江中博表示715黃金法則就是花了
錢去投資這個學習方法，回收時就覺得像買到
黃金一樣，7秒鐘記1個單字，每天花15分
鐘，可以很快的將許多英文單字、文法、發音
都學在自己腦中，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又省下
去補習班的錢、車錢及搭車時間，賺到的就是
黃金。(四)主持人僅雯提到感謝學員們寫信
或e-mail對右腦圖像學習法的肯定和支持，並
展示一封新竹溫慧珍媽媽學員給CoColong的感
謝函「Dear CoColong：很感謝你這套課程為我
們家帶來的樂趣不只是學習英文更快樂
更easy……這套課程真的很棒，不只學到了英
文也增加親子互動……更感謝CoColong讓英文
增添趣味」(五)節目於前、中、後三段末將進
廣告前，主持人均會說：「……我們有100份幸
運學習包要送給你們」，鼓吹觀眾趕快拿起電
話打進來索取，畫面並出現字卡「來電送你超
級秘笈」，每段廣告時間連續搭配播出2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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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旁白）……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快撥
打0800-880-719」、「（字幕）……請撥打諮
詢專線0800-880-719免費索取體驗寶典」之廣
告。(六)主持人背後布景出現印有COCOLONG
SCHOOL教材之酷酷龍卡通圖像，以及現場來賓
桌前亦印有酷酷龍之頭部輪廓圖案。前揭內容
一再推介以「右腦圖像學習法」學習英語，並
介紹其教學方式與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
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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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風衛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58160號
處分日期：
102/08/19

Lets go創
意

102/05/01
節目與廣告
09:40~10:2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陳承欽介紹153創意學習 警告
法優點：「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這個好方 NT$0
法就是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因為這個方法只需要讓你用圖像、聲
音、故事的方式去做連結，非常有趣。而且每
天只需要短短15分鐘的時間，3個月你就可以輕
鬆記得1,200個單字，所以，這個方法是傳統學
習方法40倍的速度(畫面疊印：時間短 成效高
快速學習40倍速)。」
(二)主持人：「繼續我們就要請Angela老
師，帶給我們這樣的教學影帶，讓你學習
快40倍，要注意看稍後的影像內容，因為稍後
我們有神秘小禮物要送給您。」旋即畫面播
出153創意學習法教學影帶內容(右腦魔法師 秒
殺圖像記單字)。(三)來賓Angela說明(同
時，螢幕右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容)：
「……我們剛剛看那個圖像，其實那就是我們
右腦記憶的特性(字幕：圖像是全腦記憶法的特
性 結合聲音 情境 效果更好)，你把它轉成圖
像，所以右腦就會說我喜歡，而且是結合聲音
跟情境，它會變成很長期的記憶，而且效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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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四)主持人詢問來賓明勇：「……你
看到我們這個影像之後，是不是覺得開口說英
文，沒有那麼難嘛。」明勇答覆：「對啊 對
感覺就比較簡單了。」另一來賓饅頭亦表示：
「我覺得這個方式真的很棒耶，而且就是感覺
是用很輕鬆的方式去學習，就沒有什麼壓力的
感覺，然後就不知不覺就記起來。」
(五)來賓江中博：「……剛剛我們看
到Angela老師，他們那些有趣的故事，就已經
吸引你了，……故事，完畢之後它又有很多的
動畫，那這兩個東西剛好是人右腦最愛的(字幕
疊印：故事+圖像=永不忘記)，……你讓你的小
孩子被這樣所謂的吸引之後，然後再用你的右
腦去把這些東西記起來，一輩子不會忘。我們
為什麼講每天15分鐘，然後學3個月，就是這個
原因，它就是讓你有這個吸引力進去之後，然
後再靠你的右腦去記起來。……」
(六)來賓子婷：「我本來以為學英文要花很多
的時間，每個都要學10年、20年，可是我今體
驗了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它真的很適合我們英文半桶水的人耶，我
要用這個方法學。」(七)陳承欽再次強調：
「……153創意學習法(字幕：全腦創意學習
法)，它就是讓你每天短短花15分鐘時間，3個
月你可以輕鬆記得1,200個單字，因為這個方法
是以前傳統死記硬背方法的40倍速度。(字
幕：效率 成果 40倍速 是傳統方法不可比擬
的！)」主持人詢問，但是我們不能只記單
字，發音和文法是否也可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習
呢？Dorina回答：「可以 右腦律動學發音(字
幕：全腦律動學發音) GO」，畫面並播出「英
文小魔女 圖像學發音」教學影帶內
容。(八)又，Angela說明，153創意學習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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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全腦創意學習法)，它是跟現在全球菁英同
步的一種學習方法，最重要的是這個學習方法
只要花你?天15分鐘的時間，3個月即可以記
憶1,200個單字。江中博：「……右腦它記東西
很快(字幕疊印：全腦記憶 快速 永久 不易忘
記)，而且一記就是記一輩字，所以你現在聽完
這樣講，你就知道這是科學的，那你還在等什
麼，……右腦趕快來用，不要再去用左腦死背
的話，你知道你贏在起跑點。」(九每節廣告
前，主持人即陳述並鼓吹觀眾，153創意學習
法，每天15分鐘，3個月記下1,200個單字，現
在打電話進來說出通關密語，我要40倍，我
要40倍，我們要送您記憶寶典……。接續搭配
旁白口述：「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
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
說話的摩貼掛勾，還有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
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話喔！」另於每節廣
告時間均插播2則相同廣告「（字
幕）……0800-088-329 免費索取學習秘笈(限
前100名)。」前揭節目表現內容、觀點及使用
道具等均一再明顯為特定商品「153創意學習
法(全腦創意學習法)」宣傳，並介紹其教學方
式、教材內容及強調其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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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XN

通傳內容字
10200358280號
處分日期：
102/08/19

天天好運
到

102/06/07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磁場能影響人的壽命
NT$0
嗎？１、主持人由字卡介紹：在當今世界
上，有5個公認的"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中國
新疆的吐魯番、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巴基斯坦
的罕薩、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調查表明，中
外科學家對5個"長壽村"進行了長時間考察和研
究長壽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地球磁場調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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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驚異地發現：5個"長壽村"的地球磁場都很
強(0.6-0.7GS)，明顯超過世界各地的地球磁場
強度(0.3-0.5GS)。２、資深記者蔡玉真說
明：有次到北投看房子，他們就告訴我一定要
來住這裡，因為北投是整個大臺北地區平均壽
命最長的地方，它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北投
石，我親眼看到實驗證明，拿一個機器測試其
磁場，所以北投石的磁場就是整個大臺北地區
最強的地方，故有蠻多人都喜歡去住北投。
３、主持人賀一航強調：所以磁場這種東
西，就是說你的這個數字，運不好的地方經過
補之後呢，就會有所改變，所以大家也不一定
要搬去北投，你只要打電話進來問一下我們老
師，我們老師跟你講的比住北投還好。(二)一
個人的磁場好壞真的會影響命運：１、資深記
者蔡玉真見證：曾經有位交往8年的男朋友，已
論及婚嫁時才發現他劈腿，我那時還痛苦到跑
去自殺，後來老師給我的那個靈動數字之
後，我最近真的不一樣，而且當你能量好、磁
場好的時候，你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幫朋友
將已法拍的房子再買回來讓朋友賺了3千萬，另
外以前我每次抽獎總是獲得參加獎，但最近我
不但抽到1台iphone 4的智慧型手機，前兩天我
又抽到1台acer最新的筆電，我不知道為什
麼？就是很多很幸運的好東西就來了。畫面疊
印「幫朋友賺了3,000萬 自己還連連中大
獎」。２、Yolio老師拿出字卡分析：從蔡玉真
的卦條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蔡玉真她不會只有
一種收入，蔡玉真表示:我告訴你我剛才還沒有
講呢，我最近買房子怎麼買怎麼賺。此時畫面
疊印「怎麼買怎麼賺」；Yolio老師強調：而且
我可以在這裡預言，蔡玉真如果一直在用這個
數字的話她未來會更好。畫面疊印「蔡玉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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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開運數字 收入好多元 步步高升」。３、李
老師強調身分證數字就可論出一生的運勢：其
實這跟先天、後天是都一樣的，從易經的卦象
就可以看到你身分證字號的吉或是凶，所以說
我們一生的運勢好或壞，從你身分證就可看出
來，桃花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及事業好不
好。另以開運數字DNA大解密之字卡說明數字兩
碼成一卦象，好數字用在好磁場，才會有好靈
動。４、王瑞玲見證：在我還沒有接受這個靈
動數字的時候，我至各地拜月老沒效，沒有一
樣成，一直到接觸到老師給我靈動數字，我才
認識我先生一直走到現在，整個家裡的環境會
發現到都是很和諧的，然後我們也孕育了小寶
貝。所以說我要再次當媽媽了。畫面疊
印「12年空窗期再婚 婚姻美滿 坐四望五還喜
獲麟兒」。
５、李老師又強調：每個人的各位數字都不一
樣，命也都不同，所以像王小姐就很好，她找
到屬於自己的靈動數字，而且把它刻在具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此時鏡頭播出王瑞玲用手刻意
拉起脖子所佩戴之項鍊，及展示所配戴之手
錶)，它就會創造出你本身自己的優勢，當然這
樣絕對會開運的。畫面疊印「針對自己欠缺的
數字 打造自己的磁場優勢」。６、夏老師說
明：所以這個數字必須用在靜態或動態的開運
物品上面，樣式不重要，但是材質非常重
要，一定要有磁場，磁場我們從科學儀器裡面
都可以驗證得到，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老
師有去針對數字來解卦，但是你擁有這個數
字，沒有這個屬於你的磁場，那這個數字是一
點用都沒有，所以選擇對，屬於你的磁場是很
重要。畫面疊印「開運物品要刻在有磁場的材
質上」。７、主持人：到底要怎麼樣買？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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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轉好運？李老師強調：其實我有很多客戶
也是這樣，他用錯了很多的方法，我數字給他
了，也幫他找什麼是有磁場的材質，其實花費
也不是很多，可是他就不要用，他只要那個數
字而已，其它他都不要，可是這樣可能會產生
反效果，因為他用錯了地方了，所以說開運法
門就是要量身訂做，現在我們把好的方法給你
了，就是讓你的五行求得中和、求得平衡、求
得和諧，當然這樣我們才會開運，所以重點來
了，那數字要放在哪邊？數字就是要放在有磁
場的開運物品上。畫面疊印「量身訂做的開運
物品 才補運 好數字補五行 好磁場補能量」。
８、梁又南見證：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低
潮，可是老師就告訴我說命不能改就改運，可
以自己去創造，我覺得就只是一個靈動數
字，後來老師告訴我把先天及後天加在一
起，把這個數字算出來，把它弄在手上這樣
戴，你就會發覺當你磁場好的時候，會帶動你
的週遭，魔鬼會退、小人會退，就是因為數字
去改變後，最近還簽了一個代言，怎麼樣都不
會想到會去做一個保養品的代言，而且還是7位
數字。畫面疊印「梁又南相信數字磁場後讓她
不漏財 還接到廣告代言」。９、觀眾鄭先生透
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上次碰到
一件有律師的事，而老婆幫我戴你們那種開運
物品後，原本要賠人家50萬，結果最後賠5萬
塊，官司就完全解決了。
１０、觀眾謝小姐透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535表示：自從戴上了有磁場的開運
物品之後，經過老師的加持，主管就升我做主
任，薪水是以前的3倍。(三)夏老師於節目現場
以人體氣場攝錄儀及血流機幫現場來賓做磁場
檢測並分析其結果略如下:１、王瑞玲：之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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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管過
短，故比較會有頭痛、貧血的症狀，但經佩戴
開運法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
出血流順暢，其氣場圖出現了藍色雞婆光，表
示桃花帶來貴人。２、蔡玉真：之前錄影存檔
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順，其氣場
破洞，故會漏財，但經佩戴開運法寶「手
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順暢，其氣
場圖呈現氣場飽滿，整個桃花非常幸福美
滿，而且他也是你的貴人。３、梁又南：之前
錄影存檔之VCR畫面，血流檢測時出現血流不明
顯，且氣場破洞，七輪渙散，但經佩戴開運法
寶「數字手鍊、項鍊及手錶」後，檢測出血流
比直，其氣場圖呈現七輪飽滿。(四)另於節目
插播VCR：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藉此讓民眾提供見
證與諮詢。經查該專線係為「好運旺旺來」網
站之服務專線，且該網頁提供各式各樣之開運
物「龍脈石開運術數字DNA陶瓷錶」、「龍脈石
開運術數字手(項鍊)」等產品均與現場之主持
人、來賓及專家所佩戴之開運物品相同。前揭
內容不斷宣傳推薦經老師為現場來賓及CALL
OUT觀眾所算出之開運數字，並配合其量身打造
之開運物，見證帶來即時有效開運及旺財等效
果；又所提供開放CALL OUT數字開運
法0800-288-535服務專線，與「好運旺旺
來」網站之服務專線相同，已明顯表現出媒體
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其節目內容未與
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
8 衛星娛樂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
10200369290號
處分日期：

生
活Hold得
住

102/05/20
節目與廣告
13:24~14:24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陳承欽老師口述介紹「733右 警告
NT$0
腦創意學習法」（字幕：右腦創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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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733右腦創意學習）優點：「……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告訴大家的，733右腦創意學習法，為
什麼要加上創意？因為右腦本來就喜歡聯想力
跟創造力的一個東西，透過這個方法，你只需
要3個月時間就感受到學習快速(畫面疊印：3個
月 1,200個單字），這個方法是傳統學習方法
的40倍(畫面疊印：方法對了 你的學習效率能
夠增強40倍！」(二)Angela老師(同時，螢幕右
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容)：「……我們
右腦圖像記憶法，其實是透過歸納、整理，由
已知記未知，所以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我
們7秒可輕鬆記住1個單字，每天持續練習，3個
月很快有成效(畫面疊印：3個月1,200個單
字），可提升英文興趣…。」
(三)Angela老師詢問來賓昇融：「……剛才我
看你都沒拿筆在寫，請問你怎麼作答的。」昇
融答覆：「你問問題時，我就是會先想到剛才
那圖像，出現情境，然後連結起來。」(同
時，螢幕右下方子畫面並播出教學影帶內
容)。(四)來賓江中博：「……你現在看了這個
節目，你發現右腦圖像記憶，是這麼好的方
法，而應用在英文就是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
效果，3個月1,200個單字，我相信你的小孩英
文會突飛猛進。」(五)每節廣告前，主持人即
口述並鼓吹觀眾，733右腦圖像創意學習法」
（字幕：733右腦創意學習法），7秒1個單
字，3分鐘有效果，3個月記下1,200個單字，趕
快把握機會打電話進來，說出我們的通關密
語，我要733，我要733，就有機會得
到Angela老師的學習記憶寶典，動作要
快……」（字幕：通關密語 我要733 來電送你
記憶寶典）。接續搭配旁白口述：「趕快打電
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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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說話的摩貼掛勾，還有
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
話喔！」。另於每節廣告時間均插播2則相同廣
告「（字幕）……用對方法 牢記不忘 快速輕
鬆學 好好學專線0800-088-719 免費索取學習
秘笈(限前100名)。」前揭內容均一再推介
以「733右腦（圖像）創意學習法」學習英
語，並以現場播放示範之右腦圖像學英文單
字、發音及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教
材內容及學習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
商品宣傳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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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84420號
處分日期：
102/08/23

腦力大發
現

102/05/05
節目與廣告
08:30~09: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陳承欽於節目中不斷推
介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優點：１、（字幕：承欽 NT$0
老師的學習教室 給你好方法！學英文不要再背
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733右腦創意學習這個
方法，就是讓你7秒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
有學習效果，只需要3個月時間，就可以輕鬆記
得1,200個單字(字幕：733右腦創意學習 7秒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
字)。２、733右腦創意學習這方法比傳統方法
更快更好，因為它的學習效率是傳統方法
的40倍(字幕：40倍)。３、其實這就是好方法
厲害的地方，你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15分鐘時
間，就可以透過733右腦創意學習得到最棒的效
果(字幕：15分鐘 733右腦創意學習)。４、就
算你在職場中，你有再好的工作經驗，可是你
沒有了英文能力，就等於你沒有了競爭力，現
在要怎麼解決這個方法很簡單，就是你每天只
需要用短短的零碎時間，只要15分鐘的時
間，然後給自己6到8個月時間開始持續學
習，你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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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15分鐘 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５、今天跟
大家分享的733右腦創意學習，它就是能夠讓
你7秒鐘就可以記得1個單字，3分鐘就會有學習
效果，只需要短短3個月時間，你就可以輕鬆記
住1,200個單字，而且最重要是它每天只需要花
你一點點零碎時間，就可以馬上看到效果。
６、733右腦創意學習，它就是一個好方法，而
且它是適合大家都可以一起學習的好方
法。７、好方法是不怕寂寞的，只要你現開始
跨出第一步，一定會有好的結果，自從我們開
始跟大家分享了733右腦創意學習之後，短短
的5年時間內，我們讓30多萬人，已經透過這個
方法學好英文，你每天只需要持續給自己15分
鐘的時間，只需要6到8個月時間，你就可以用
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二)Angela於節目中不
斷推介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優點：１、（字
幕：Angela老師的右腦學習教室 善用你的左右
腦 學習英文快速進步）左腦在記憶時間裡是屬
於短期記憶，真正長期記憶是由右腦來負
責，但是右腦記憶的方法，卻是用圖像、聲音
來記，只要啟發你的右腦來學習的時候，其實
不用死記硬背，就可以學得非常輕鬆愉快，而
且可以把英文學得很好，我們733右腦創意學習
就是讓你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英文單字，3分鐘
就可以掌握這個學習的重點，3個月讓你很輕
鬆，而且很有效率的記住1,200個英文單字(字
幕：右腦＝長期記憶 圖像 聲音 記憶法 啟發
右腦學習 不用死記硬背 733右腦創意學習 7秒
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
字)。２、像剛才的學習方法，就證明說我們記
單字或是學習，是不用死記硬背的，只要透過
這個圖像，有趣的圖像或是誇張啊！情境
啊！甚至有故事性的圖像，你就可以激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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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只要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掌握學習
訣竅，在3個月裡面，就可以輕鬆記住1,200個
英文單字(字幕：7秒鐘 1個單字 3分鐘 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字)。３、我覺得733右腦創
意學習法，它是可以幫助很多人有效率的學
習。４、事實上，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如果知
道你要死背的時候，你的心裡就會有抗拒，而
且一講到背的時候，其實就跑到你的左腦裡
面，因為左腦是負責短期記憶，你就拚命
記，如果可以把你要學習的英文單字，甚至是
其他的功課內容都轉成一張張有趣的圖像，像
老師剛才在教學時，把這個情境、聲音，甚至
故事都放進去的時候，會不會覺得這樣子會更
有趣而且它會吸引你，而且在回憶的時候，因
為它是圖像，所以它是長期記憶，所以會比較
輕鬆，你的成就感就出來了。5、現在歐美先進
國家，甚至日本、韓國等，他們的一些學習教
育的方法，都跟右腦的學習方法是有關的，但
是不管什麼樣的方法，最終還是跟右腦的圖像
記憶學習是有關係的，我們733右腦創意學
習，它就是用這個方法，它其實是非常適合沒
有時間或是對英文已經失去學習興趣的人，因
為它很有趣，然後它會引發你的創意力，而且
你的自信心會增加，所以我們很適合那些自認
為自己英文學習程度不太好的人，這個時
候，大家可以重新再用這個方法來做學
習。(三)來賓許聖梅說用對了這個方法，可
以7秒鐘學習到單字，但是過了學習黃金期，是
不是要7年才學會這個單字？陳承欽老師：
「(字幕：承欽老師的學習教室 學習不分年
齡！用對方法連阿公都能講英文！) ……當我
們開始跟大家分享733右腦創意學習之後（字
幕：733右腦創意學習），我們在短短5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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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讓30多萬人英文學會，而且進步了，你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給自己15分鐘時
間，就可以在短短6到8個月時間，就可以用全
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每天15分鐘 6到8個
月 全英文溝通)。」Angela老師：「有句廣告
詞是這樣說，不要只是聽，要狠狠的實際去
做，這樣才有成效，所以我覺得733右腦圖像學
習法，它是可以幫助很多人有效率的學
習。」許聖梅亦表示自己也是媽媽，所以認為
如果能夠從小，就讓他們學733右腦創意學習
法，就真的太厲害，從小就學，現在還得
了。(四)主持人吳中純：「怎麼可能一個方法
就可以提升我們40倍的英文學習效率，而且3個
月的時間，可以把你國中1200個單字通通背
完，真有這麼厲害嗎？我們請我們的律動老
師Dorina老師出場……觀眾朋友等一下要注意
我們的教學內容喔，因為仔細看裡面的影
帶，我們待會有神秘的小禮物要送給你。」旋
即播出Dorina老師的「英文小魔女 秒殺圖像記
單字」教學影帶示範內容。(五)主持人吳中
純：「可是733右腦創意學習，我們只能學單字
嗎？發音有沒有可能也用這種733右腦創意學習
的方式來學呢？……我們要提醒你要注意影帶
中的內容，因為待會有神秘的小禮物要送給
你。」Dorina回答：「我們可以用律動口訣的
方式，來學自然發音，動動你的右腦，這樣子
全部動起來，全身很有活力又記得很快」，接
著並播出Dorina老師的「英文小魔女 圖像學發
音」教學影帶示範內容。(六)每段節目進廣告
前，主持人均會強調733右腦創意學習，讓
你7秒鐘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有成
效，3個月可以牢牢記住1,200個單字，這個成
功秘笈讓你學習力倍增40倍，並鼓吹觀眾，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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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電話進來說通關密語「我
要733」，前100名才有，動作要快。接續搭配
旁白口述：「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得到
好禮三選一，有超實用的魔術撲克學日語、會
說話的魔貼掛鉤，還有讓你快樂學習記憶寶
典，名額有限，趕快打電話喔！」。另於每段
廣告時間均搭配插播4則「Hello Hello 阿斗仔
Sorry Sorry 問別人 面對老外敢開口 送你哈
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考卷
滿江紅 媽媽好傷心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薪
資三級跳 送你哈燒秘笈大公開 快撥
打0800-880-014」、「謝謝再聯絡 回家改履歷
加強語言專長 讓你職場薪資三級跳 送你哈燒
秘笈大公開 快撥打0800-880-014」及「英文學
不好 不敢開口講 工作升遷沒希望 薪水永遠少
一半 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右腦思考才能牢
記不忘 現在起7秒學習輕鬆自在 15分鐘英文朗
朗上口 快打英文好好學專線0800-880-014」相
同廣告。前揭節目表現內容、觀點均一再推介
以「733右腦創意學習法」學習英語，並現場播
放Dorina老師示範右腦圖像學英文單字、發音
及俚語之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教材
內容及學習效果，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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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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