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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盈貿易股份有

天良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19890號
處分日期：
103/07/09

天天健康

103/04/17
廣告超秒
04:09~08:02

內容略如下:播送總時間為232分50秒，依規定 罰鍰
NT$500,000
得播出38分48秒之廣告；惟實際共播
出39分26秒之廣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
限38秒，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

2 衛星娛樂傳播股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
10300406040號
處分日期：
103/07/10

全場
我Hold住

103/04/06
節目與廣告
14:00~14:3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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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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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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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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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甚至
有故事性的圖像，你就可以激發你的聯想
力，只要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掌握學習訣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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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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賓許聖梅說用
對了這個方法，可以7秒鐘學習到單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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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
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插播2則「Hello Hello
阿斗仔 Sorry Sorry 問別人，用對方法才能事
半功倍，才能牢記不忘，現在起學習輕鬆自在
英文朗朗上口快打英文好好學專
線0800-880-719」、「謝謝再聯絡 回家改履
歷，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才能牢記不
忘，現在起學習輕鬆自在英文朗朗上口快打英
文好好學專線0800-880-719」相同廣告。前揭
節目表現內容均聚焦推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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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宣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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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大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15330號
處分日期：
103/07/10

快樂電視

103/01/28
節目與廣告
16:00~2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該節目於18時43分許，主持人 警告
表示需要服務的都不用客氣，一些優惠也都能 NT$0
累積金額參加歲末加碼大摸彩，不參加摸彩可
惜；續再宣稱：「過年要吃的，鮑魚，（畫面
突然出現疊印「廣告」二字）這時候同樣可以
訂購，今晚送到府上，你1通電話，2人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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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鮑魚禮盒買5送1、5千
元，1盒1,200元，2粒裝，可作各種料理（並展
示「鮑魚禮盒」) 」，且與廣告相搭
配；(二)新春到廟拜拜時，為你準備照燈神
香，買3送2，1組3,600元等情節。 (三)廣告
時段內容亦介紹「鮑魚禮
盒」，1盒1,200元，新春大優惠2盒2千元
等。前揭節目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服務
宣傳之意涵，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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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20830號
處分日期：
103/07/11

晚間67點
新聞

100/07/26
違反節目分
19:26~00: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報導「生吞活章魚 "跳舞章魚"蓋
飯試膽量」新聞，於19時27分播出生吞活章
魚、19時28分播出將活章魚切成一小段一小
段，再夾一口放進嘴裡，而南韓大嬸則直接拿
筷子將活章魚捲一捲就塞進大叔嘴裡等畫
面，內容逾越普遍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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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261370號
處分日期：
103/07/16

1600中天
新聞

103/03/18
節目與廣告
16:46~16:51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藉由「高矮大對決！踩氣球拼靈敏 警告
度 獲勝的是……」報導，播出受處分人經營之 NT$0
另一頻道（中天綜合
台）103年3月17日21時57分至23時許
及103年3月18日0時至1時許、3時至4時許、8時
至8時58分許、12時至13時許播出之「康熙來
了」節目剪輯內容。上開報導播出時間
約5分5秒許（自16時46分20秒至16時51分25秒
許)；播放「康熙來了」節目剪輯內容時間
約4分55秒許（自16時46分30秒至16時51分25秒
許)，內容及畫面呈現，刻意突顯「康熙來
了」節目，明顯為中天綜合台頻道

限公司

限公司

警告
NT$0

第 4 頁 / 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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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103/07/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同（18）日18時至19時許播出之「康熙來
了」節目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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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XN

通傳內容字
10300318130號
處分日期：
103/07/16

天天好運
到

103/03/06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沈玉琳問到底要怎麼才有桃
花？夏老師表示桃花可以利用磁場，如果本身 NT$200,000
磁場不好，就會引來不好的磁場，必須把自己
的磁場做好，當你的運勢不好或人的氣場低的
時候，就可能會引來不乾淨的東西，不好的爛
桃花，我們把自己的磁場弄好，把這些爛桃花
轉成好的桃花，這樣感情也有，貴人也有了。
（字幕：利用好磁場來轉運 好磁場才能招來好
桃花）(二)婷婷問現場老師們，要如何花小
錢，讓自己居家風水磁場變好？李老師表示磁
場要好的話，可以用煙供法，將每一個人磁場
調好，包括神明，磁場調好，神明坐得住，自
然就會保佑我們，祖先也會保佑我們，人的磁
場好了，當然就開運，運勢就好了，並強調這
些方法都是平常老師在用的方法，效果非常
大……。(九)觀眾施小姐透過節目CALL OUT
0800-288-007問流年，還有身體很差，是否可
以從身分證號碼看出來？張老師：「……今年
只要身體稍微有狀況有不舒服，一定要去醫院
做檢查，你可以隨身攜帶所謂的轉運金牌，上
面要刻1個字叫做兌……在這邊老師建議你今年
病符星，最好能夠隨身攜帶1個轉運金牌，上面
一定要刻兌字」；夏老師：「……282822878這
個號碼，你就去把它刻在會轉動的開運物品上
面，讓你有1個新的轉機，而且不只如此貴人會
出現，讓你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得心應手，也就
是貴人明現」。(十)夏老師為陳立芹量身訂做
找出1組幸運數字，並強調必須像張懷媗一
樣，刻在屬於你的開運物品，你的磁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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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後隨身配戴。（字幕：好數字怎麼
用？磁場是關鍵 須用在磁場材質來啟動）（字
幕：利用磁場開運物品 和天地感應 幫助自己
擁有好運勢）(十一)節目CALL OUT電
話0800-288-007與當天上午播出之「數字開運
手(項)鍊、手錶」廣告中開運專
線0800-288-007號碼相同，廣告亦提及該等商
品之參與者包含李羽宸、陳宥名、夏佩馨等
人。另經查該專線係為「易秀康」網站所販售
各式各樣之開運物「龍脈石開運數字手鍊」、
「龍脈石開運數字項鍊」、「龍脈石靈動數
字DNA時來運轉錶」等產品均與現場之主持
人、來賓及老師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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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0800-288-007與「數字開運手(項)鍊、手
錶」廣告中開運專線號碼相同，已明顯表現出
媒體為某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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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361130號
處分日期：
103/07/16

勁爆音樂
網-像天堂
的懸崖MV

103/03/14
違反節目分
12:54~13:00 級處理辦法

播出「勁爆音樂網」節目（未標示級別），所 警告
NT$0
播送「像天堂的懸崖MV(300秒版)」情節略
以：(一)激情親吻畫面及於浴缸接吻親熱情
節(部分畫面經霧化處理，無法清楚辨
識)。(二)男主角伸手撫摸女主角大腿；女主角
坐於桌上，雙腳抬高並張開置於男主角身上及
熱情擁吻。(三)女主角上身全裸，躺臥床
上，僅以手遮掩胸部(上半身裸露部分，業經霧
化處理)。前揭節目播送之內容及畫面等，違反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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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8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28070號
處分日期：
103/07/16

薄荷精
油-化粧品
廣告, 綠
原薄荷陳
年精油-化
粧品廣告

102/09/22
16:00~18:00
, 103/03/06
17:40~00:0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內容略如下:諾得生技有限公司託播之「薄荷精 罰鍰
油」及「綠原薄荷陳年精油」化粧品廣告，其 NT$200,000
播出內容誇大不實、涉及疾病治療或預防，案
經苗栗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
處託播者諾得生技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3萬
元，此有苗栗縣政府103年6月4日府衛藥字
第1030015005號裁處書、苗栗縣政府衛生
局103年6月20日苗衛藥字第1030016757號函附
資料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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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第1項準用
第17條第1款規定。

9 飛凡傳播股份有

非凡商業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42190號
處分日期：
103/07/16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早安華爾
街雙響炮

103/01/06
07:00~07:30
, 103/01/15
07:00~07:30
, 103/01/17
07:00~07:30
, 103/01/21
07:00~07:30
, 103/01/22
07:00~07:30
, 103/01/23
07:00~07:3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受僱人（即主持人）江慶財於節目 罰鍰
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推介特定股票等違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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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第1項、第13條
第2項第5款、第14條第1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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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第2項第5款、第16條第1項
第11款、第14款之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102條及第117條規定，處亞洲投顧「糾
正」；並依同法第104條規定，命令亞洲投顧停
止受僱人江慶財3個月業務之執
行（自103年7月1日至103年9月30日止），此有
該會103年6月11日金管證投字第1030023389號
裁處書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
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
定。

10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百分百發

103/03/19

違反節目分

內容略如下:「百分百發燒星」節目（未標示級 警告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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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18:54~19:00 級處理辦法

別），所播送「像天堂的懸崖MV(60秒版)」情
節略以：激情親吻畫面及於浴缸接吻親熱情
節。(一)男主角伸手撫摸女主角大腿(二)男主
角以刀滑過女主角大腿；女主角坐於桌上，雙
腳抬高並張開跨於男主角身上及熱情擁
吻。(三)女主角上身裸露，躺臥床上，僅以手
遮掩胸部。前揭節目之內容及畫面等，違反電
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NT$0

11 八大太陽電視股

八大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358030號
處分日期：
103/07/17

臺灣望春
風-像天堂
的懸崖MV

103/03/17
違反節目分
16:00~00:00 級處理辦法

警告
「臺灣望春風」節目（標示為「普遍
NT$0
級」），所播送之「像天堂的懸崖MV(60秒
版)」情節略以：(一)激情親吻畫面及於浴缸接
吻親熱情節。(二)男主角伸手撫摸女主角大
腿；男主角以刀滑過女主角大腿；女主角坐於
桌上，雙腳抬高並張開跨於男主角身上及熱情
擁吻。(三)女主角上身裸露，躺臥床上，僅以
手遮掩胸部。前揭節目之內容及畫面等，違反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1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06220號
處分日期：
103/07/17

窈窕大作
戰

103/05/15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由達人及主持人互動，表示 罰鍰
全身型塑身衣及量身訂做重要，呈現商品特色 NT$200,000
及效用。１、主持人口述：「窈窕達人的秘密
是什麼呢？告訴大家，現在莊老師裡面到褲
子（主持人同時以手部碰觸達人肩膀、腰
部、大腿等處），全部都穿著塑身衣」；達人
莊老師補充：「一件就搞定」(約15時02分
許)。２、主持人口述：「莊老師為什麼這一件
可以這麼有效的調整她的身型？」，達人莊老
師回應：「因為她布料沒有彈性……她量身訂
做……胃、腰、腹全部是有塑的，繩子是可以
調，比如說我只要腹部的話，我就調腹部，量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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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訂做的時候，它是平均的塑……」
（約15時25分許）。３、主持人口述：「老
師，一般如果是有支撐，像今天亞樂身上這就
是有支撐的嗎？……這個就是那個它有鋼條是
吧……」。莊老師回應：「對，她的支撐力就
像這樣子，穿起來就會那麼挺……軟鋼
條……」（莊老師及節目來賓唐志中妻手持特
定品牌紅色塑身衣示範軟鋼條支撐特性），來
賓唐志中妻附和說：「其實是舒服的，可是她
可以這麼挺……也不容易腰痠背痛，對不對」
（約15時36分許）。(二)藉由主持人及設計師
陳孫華互動，說明特定品牌塑身衣設計具獨特
性，如雙罩杯設計、整件同色（粉橘色），並
有主持人在旁說明：「……而且現在全程可以
說是從頭到小腿都在塑身。」出現商品特
寫、效用及使用方法。(約15時05分
許)。(三)內容詳細說明塑身衣使用方式，並由
達人莊老師展示特定商品，並出現特寫鏡
頭。主持人口述：「亞樂身上還有這麼多的這
一個繩子，尤其是後面都還有這些，這是要幹
嘛？(手依繩子繞行方式比S型)……它不是純裝
飾，對不對……」達人莊老師回應：「這個還
可以繼續調整……比如說她瘦的話，我們可以
這樣拉，你會看她腰馬上又變細（達人拉塑身
衣上之繩子）……我今天要穿比較貼身的衣
服，馬上要塑身，調前面就夠了（達人將繩子
以S型方式拉緊）」等語言（約15時38分
許），出現商品特色及使用方法。(四)節目中
請示範者穿著前述塑身商品，並透過與他牌塑
身衣之比較，展示其效果較佳(約15時22分
許)。(五)於每節節目後之廣告時段播放「美麗
女人 成功塑造完美比例 完美女人專線
(02)2378-3838」(約20秒)，另於節目結束前出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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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服務專線：02-2378-0989」。而上該廣告
內容與節目相關，致出現節目內容與廣告相搭
配之情形。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該節目為特定
商品（塑身衣）宣傳、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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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361140號
處分日期：
103/07/18

勁爆音樂
網 -像天
堂的懸
崖MV

103/03/14
違反節目分
07:00~08:00 級處理辦法

播出「勁爆音樂網」節目（未標示級別），所 警告
NT$0
播送之「像天堂的懸崖MV(300秒版)」情節略
以：(一)激情親吻畫面及於浴缸接吻親熱情
節(部分畫面霧化處理)。(二)男主角伸手撫摸
女主角大腿；女主角坐於桌上，雙腳抬高並張
開置於男主角身上及熱情擁吻。(三)女主角上
身全裸躺臥床上，僅以手遮掩胸部(上半身裸露
部分，經霧化處理)。前揭節目之內容及畫面
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1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21820號
處分日期：
103/07/18

東森財經
晚報

102/10/22
節目與廣告
19:20~19:22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於102年10月22日19時20分許
至19時22分許播出以「斥資十億 引藻生技園區 NT$0
李昌鈺力挺」、「王順德研發 彰化創廠 挑戰
世界最大」、「藻類PPARs 提煉技術 促進細胞
活化」、「降血脂血糖 調節免疫力 獲國家認
證」、「引藻培育環境優 生技園區彰化擴
廠」為題報導，其涉有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之
內容如下：(一)主播口述：「……小小藻類創
造台灣生技傳奇，77歲王順德成功研發引
藻，也得到國際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的支
持。」記者旁白：「巨大培養池不停攪拌，裡
頭是臺灣人自己研發的引藻，單日就能有5百公
斤產量，77歲的王順德大學時開始研發藻
類，在故鄉彰化開創引藻生技園區，要挑戰世
界最大。」（背景生技園區畫面）(二)採訪董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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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王順德表示：「將近10公頃，還沒到10公
頃，但是已經投資了10億，將來是一個觀光工
廠，世界最大」。記者旁白：「……從引藻培
養、提煉、研磨，研發團隊專業技術，讓小小
引藻不僅變成健康食品，還獲得降血糖、降血
脂和調節免疫功能，3大國家認證，輸出近30個
國家。」（引藻製作過程及引藻粉畫
面）(三)董事長王順德復說明：「PPARs 把它
提煉出來，有這個PPARs就是基因轉錄因子，然
後促進我們身體各部分細胞的活化。」（背景
生技園區畫面）(四)記者旁白：「好友鑑識專
家李昌鈺回台，特別走訪生技園區，向來有一
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李博士，不僅使用引藻養
生，也常和王順德討論，成為最佳代言
人。」採訪李昌鈺表示：「能夠從彰化出
發，到東南亞、到世界，是台灣（生技業）應
該走的方向，我們應該對他鼓勵、對他支
持。」（背景看板引藻字樣畫面）(五)記者旁
白：「有好友力挺支持，王順德深具信心，獨
步臺灣的引藻生物科技，要從彰化出發，跟李
昌鈺一樣聞名國際。」（背景生技園區畫
面）前揭新聞內容呈現，明顯有為特定商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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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美商超躍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Animax

通傳內容字
10300378700號
處分日期：
103/07/24

驚爆遊戲

103/04/20
違反節目分
20:00~21: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一)畫面出現被殺害屍體，警
察A：「以殘暴手法殺害及強暴3名女性」，警
察B：「殺害後強暴？反過來吧……。」少
年(吉良康介)以利器刺殺青蛙，成群滲血青蛙
屍體，少年面露喜悅。(二)少年父親虐待（毆
打、踹踢）少年，攻擊少年下體使其發出痛苦
慘叫。少年父親遭炸彈炸毀頭部血液四濺，並
噴濺至少年臉上，少年表情猙獰說：「……反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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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的精神已經崩壞了對吧?因為一直被虐待才
會這樣，而且明明殺了爸爸，我現在卻覺得非
常的爽快……。」少年用腳踐踏父親沾滿鮮血
的屍體並說：「爸爸自己不好，把我逼上絕路
你說對不對？……。」(三)屍體畫面，少年：
「他是死有餘辜，有什麼不可以的？這裡既沒
有警察也不是文明社會……。」少年踐踏屍體
並說：「如果你們不服從我的話，也會變成他
這樣……（出現少年父親生前說：「怎麼講也
講不聽的，就必須好好調教一番。」）少年欲
拿走父親屍體身上的袋子，鮮血再次噴濺至少
年臉上。(四)少女遭到男子壓迫，面露痛苦和
出現男子手拿斷肢的畫面。另描繪在浴室割腕
自殺場景（出現小刀）及屍體隨著河面漂流及
屍體頭部從軀幹上掉落畫面。(五)少女昏倒在
主角（坂本龍太）身上，畫面強調少女胸
部。主角拿下少女身上武器並說：「總覺得好
像在脫她內褲一樣，但是真的替她脫下內
褲，應該也不會被發現吧？」少女無意識躺在
地上並露出內褲，主角用手掀起少女裙子偷
看。少女回憶差點被侵犯畫面，施暴男子：
「我會好好懲罰你的，做好覺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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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飛凡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非凡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22110號
處分日期：
103/07/24

7點整點新
聞

102/10/21
節目與廣告
19:37~19:39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主播口述：「有業者腦筋動得
快，利用科技將水中藻類煉成牙膏、洗髮
乳、健康食品等等，產品遍布海外超過30個國
家，成為生技界的臺灣之光，位於彰化的廠區
即將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引藻生技園區，就連國
際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也特地現身參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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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二)記者旁白:「一座座大型藻類養殖池
就座落在彰化二林，業者耗資10億將打造全世
界最大引藻生技園區，就連國際知名的刑事鑑
識專家李昌鈺博士，也特地從美國回臺參
觀。」(畫面播放李昌鈺協同該園區董事長參觀
園區之過程)(三)李昌鈺表示：「手機、電視以
外，下面是什麼﹖當然是生化，整個世界從歐
洲、非洲和美國都很注重生物化學的研究，人
類的健康，跟生物化學的進展是併行的。」畫
面疊印「李昌鈺訪園區參觀 鼓勵佈局生技產
業」字幕。(四)記者旁白：「搶攻生技商機這
塊大餅，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而藻類生
物技術的開發，也趕上了這股風潮，過濾藻類
的步驟可是一點都不能馬虎，必須先通過一道
又一道的嚴密關卡。」(畫面播放引藻之製程)
(五)記者現場說明：「整座比人還高的設
備，超過5公尺，可是最重要的秘密武器，能夠
將藻類以不到一分鐘的速度，瞬間乾燥萃取
成，堪稱是綠色黃金的引藻粉末。」同時手端
一盤引藻粉末。記者旁白:「光是一座要價就是
台幣3千萬臺幣的關鍵設備，讓水中藻類能變綠
金，而煉成的健康食品和日常用品可是銷往海
外超過30個國家。」搭配以鏟子乘裝綠色引藻
粉末之特寫畫面；另於右側疊印：「水中引藻
變綠金！農業轉型再創商機。」(六)王順德(生
技公司董事長)：「現在我們已經在臺灣有3個
健康食品的認證，我現在這個廠，只是完成一
部分，這邊10個池子、那邊再10個、還有那邊
再10個，這邊是辦公大樓、這邊全部是廠
房，所以將來是一個觀光工廠，世界最大
的。」(七)記者旁白:「一投入就是超
過50年，帶動傳統農業轉型為高科技的生物科
技，更帶動當地就業機會增加，讓原本只是農

核處情形

第 13 頁 / 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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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103/07/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業小鎮的二林，也成了進軍全球的生技王
國……。」前揭新聞內容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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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358020號
處分日期：
103/07/25

奇妙三兄
弟-像天堂
的懸崖MV

103/03/13
違反節目分
17:59~19:59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節目（標示為「普遍級」），所播 警告
送「像天堂的懸崖MV(60秒版)」情節略以：激 NT$0
情親吻畫面及於浴缸接吻親熱情節。 (一)男
主角伸手撫摸女主角大腿(二)男主角以刀滑過
女主角大腿；女主角坐於桌上，雙腳抬高並張
開跨於男主角身上及熱情擁吻(三)女主角上身
裸露，躺臥床上，僅以手遮掩胸部。前揭節目
播送之內容及畫面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
規定。

18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321980號
處分日期：
103/07/30

永信藥品
我是歌手2

103/03/09
節目與廣告
19:00~21: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罰鍰
簡稱永信藥品公司）冠名贊助，該節目名稱冠 NT$200,000
以「永信藥品及其LOGO」（自片頭、節目進行
中持續呈現節目名稱至片尾揭露冠名贊
助），並以「NEXT下段預告永信藥品(及
其LOGO)」呈現節目預告，另亦播放永信藥品公
司產品「HAC晶亮葉黃膠囊」5秒圖卡廣告之情
形。經查永信藥品公司登記所營事業包含醫藥
品、中藥、衛生醫療用品、醫療器材等製造買
賣業務；復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協助
查察，永信藥品公司係西藥製造業及販賣業
者，該署並提供該公司持有眾多醫師處方藥許
可證清單。前揭節目接受永信藥品公司冠名贊
助，明顯違反本會「電視節目贊助暫行規
範」第伍、一、（三）有關「以『須由醫師處
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藥物』為
營業、生產項目者，禁止為贊助者」之規

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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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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103/07/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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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7 件

警告：

11 件

核處金額：

NT$1,7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