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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1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台視財經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1810號
處分日期：
104/02/16

節目名稱
全腦學
習GO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4/01/01~104/12/31

違法事實

104/01/13
節目與廣告
15:30~16: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視財經台頻道節目
NT$0
於104年1月13日15時30分許播出「全腦學
習GO」節目，涉有以專家推薦及播放教學影片
等方式為「右腦圖像733學習法」特定商品推介
之內容略如下：專家見證說明：陳承欽老師表
示：「……7秒鐘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有學習
效果，只需要3個月時間，你就可以輕鬆記
得1,200個單字喔。……而且733右腦創意學習
這個方法，它可是比傳統方法更快更好，因為
它的學習效率，是傳統方法的40倍喔！」另接
續播放教學影片。Angela老師說明：「……像
剛才的學習方法，其實就是證明我們記單
字，或是我們學習，是不用死記硬背的，只要
透過這個圖像，有趣的圖像，或者誇張啊、情
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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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訣竅，然後在3個月裡面就能輕鬆記
住1,200個英文單字。」
專家黃立翔強
調：「……而且你一學就會，學多少就會多
少，……你每天只要花1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
自然而然把英文學好，大概6個月就可以跟外國
人用英文溝通了……」（字幕：每天15分
鐘、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於每段節目進廣
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
通關密語，就有機會獲得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
及精美禮物。主持人宣傳詞句：「所以733右腦
創意學習真的是很厲害，我們今天要送大家這
個讓你7秒鐘可以記住1個單字，學習3分鐘就有
成效，而且3個月讓你牢牢記住1,200個單字
喔!這個成功秘笈，讓你的學習力可以倍
增40倍。現在只要打電話進來說『我
要733』，前100名就送給你喔!」，並接續播
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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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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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
另
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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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好好學專
線0800-777-713」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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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好學專線0800-777-713」等2則廣告。前揭
節目表現內容、觀點一再推介「右腦圖像733學
習法」，現場並播放老師示範故事記憶學習法
之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展示教材內
容及學習效果，明顯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
傳
2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6130號
處分日期：
104/02/16

世界即時
通

103/12/30
節目與廣告
08:30~09:3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NT$0
於103年12月30日8時30分許播出「世界即時
通」節目，以訪談、分隊遊戲及播放教學影片
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
推介「右腦圖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
能事半功倍，其涉有為特定商品推介之內容略
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楊千霈開場
說明找對方法的重要性，並由腦科學博士王宏
哲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而導出有了正確的
學習方法，才能事半功倍。Mina老師說明：
「……如果大家已經學了10幾20年的英文，都
還學不好，代表你的方法錯了，現在開始，如
果你可以用右腦學習方式─『733右腦創意學
習』，只要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
能看得到學習成效，3個月就可以記住1,200個
最基礎的英文單字。」記憶達人黃立翔表示：
「……左右腦可以同時並行的話，學習速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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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數十倍，每天只要15分鐘的時間，大概
花6到8個月時間，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
通……」、「根據官方統計，5年內幫助了30幾
萬人把英文學好就是用這個方法……。」於每
段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
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獲得限
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物。並接
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獲得好
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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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於每段廣告
時間均搭配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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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好好學專線0800-588-708」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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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好好學專
線0800-588-708」等2則廣告。前揭節目表現內
容、觀點均一再推介以「右腦圖像733學習
法」學習英語，並現場播放英文老師示範右腦
圖像學英文之教材影片，介紹其教學方式、教
材內容及學習效果，其訴求並與廣告內容相搭
配，已明顯表現出節目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
涵，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側錄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3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台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1880號
處分日期：
104/02/25

腦力大進
擊

104/01/10
節目與廣告
17:30~18: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視綜合台頻道節目
於104年1月10日17時30分許播出「腦力大進
擊」節目，涉有以專家見證及播放教學影片等
方式為「右腦圖像學習法」特定商品推介之內
容略如下：專家見證說明
陳承欽老師強
調：「……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這個好方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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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法，就是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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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並播放教學影帶內容。
來賓江中博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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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
有很多的動畫，這兩個東西剛好是人右腦最愛
的，你讓你的小孩已經被吸引之後，再用右腦
去把這些東西記起來，一輩子不會忘。我們為
什麼講15分鐘每天，然後學3個月，就是這個原
因，就是讓你有吸引力進去之後，然後再靠你
的右腦去記起來。所以我個人覺得15分鐘3個
月1,200個單字，其實還算保守了一點。」
黃志遠老師表示：「……老師這邊告訴你一
個很好的方法，就是右腦圖像記憶法，它可以
讓你在7秒鐘記1個單字，每天只要花15分
鐘，就可以輕輕鬆鬆把英文單字記起來，3個月
之後，你的英文保證呱呱叫……。」
Angela老師說明：「……我們就是把這些很
難記的單字，轉成一張一張的圖像來做記
憶，而且我們的記憶特點是我們會放一些故
事、一些情境，來讓你可以連結，由已知來記
未知，讓你7秒鐘就輕鬆記住1個英文單字，3分
鐘你就可以上手，而且你3個月可以很清楚的量
化記住1,200個英文單字……。」每段節目進廣
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
通關密語，就有機會獲得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
及精美禮物。主持人宣傳詞句如：「觀眾朋友
們，學習就是要用對好方法，讓你學多少會多
少，要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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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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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語『我要40倍』，我們要送你記憶寶典，動
作要快喔!」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
來，就有機會得到好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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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
另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
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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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好學專線08004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台視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1890號
處分日期：
104/02/26

贏向好薪
情

104/01/10
節目與廣告
08:30~09: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視財經台頻道節目
NT$0
於104年1月10日8時30分許播出「贏向好薪
情」節目，涉有以專家見證、分隊遊戲及播放
教學影片等方式為「右腦圖像733學習法」特定
商品推介之內容略如下：專家見證說明：
心理醫師邱永林與來賓汪建明以親身實驗證
明，用右腦看圖像記憶之方式，會讓心情放
鬆，學習英文單字將更有效率。
FiFi老師說明：「……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
家一種開發自己右腦學習的好方法，這個方法
能夠讓你7秒鐘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看得到學
習成效，3個月就能輕輕鬆鬆記住最基
礎1,200個英文單字，我們就叫它『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有了這個方法，從這一刻
起，你就能學多少會多少，學英文再也不會有
挫折囉。」
陳承欽老師表示：
「……我們透過用右腦圖像學習法，已經在短
短6年的時間，幫助了8萬個家庭，有40萬人透
過用這樣的方式學好英文，每天只需要花15分
鐘，6到8個月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
通。」於每段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
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通關密語，就有機會獲
得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物。主持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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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詞句如：「想要用3個月的時間，追上20年的
英文程度嗎?只要你打電話進來，說出我們節目
的名稱，我們就有機會給你100份限量激發潛力
的記憶寶典還有精美的禮物喔，趕快打電
話」，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
機會獲得好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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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
另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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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好好學專
線0800-777-252」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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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好學專線0800-777-252」等2則廣告。前揭
節目表現內容、觀點一再推介「右腦圖像733學
習法」，現場並播放老師示範故事記憶學習法
之教材VCR內容，介紹其教學方式、展示教材內
容及學習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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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本會
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5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藝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6150號
處分日期：
104/03/05

英文
FOLLOW ME

104/01/06
節目與廣告
10:00~10: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藝台於104年1月6日10時 警告
許播出「英文FOLLOW ME」節目，以訪談、分隊 NT$0
遊戲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方
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像733學習
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相關內容
略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楊千霈開
場說明找對方法的重要性，並由腦科學博士王
宏哲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而導出有了正確
的學習方法，才能事半功倍。Mina老師說明：
「……如果大家已經學了10幾20年的英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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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不好，代表你的方法錯了，現在開始，如
果你可以用右腦學習方式─『733右腦創意學
習』，只要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
能看得到學習成效，3個月就可以記住1,200個
最基礎的英文單字。記憶達人黃立翔表示：
「……左右腦可以同時並行的話，學習速度是
傳統的數十倍，每天只要15分鐘的時間，大概
花6到8個月時間，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
通……」、「根據官方統計，5年內幫助了30幾
萬人把英文學好就是用這個方法……。」於每
段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
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獲得限
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物。並接
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獲得好
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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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另於每段廣
告時間均搭配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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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好好學專
線0800-880-945」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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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好學專線0800-880-945」等2則廣告。前揭
節目表現內容、觀點均一再推介以「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學習英語，並現場播放英文老師
示範右腦圖像學英文之教材影片，介紹其教學
方式、教材內容及學習效果，其訴求並與廣告
內容相搭配，已明顯表現出節目為某種商品宣
傳之意涵，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此有本會
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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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NT$0
於104年1月7日11時30分許播出「創意GO生
活」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
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介「733右
腦創意學習」，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
倍，並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
分3段，相關內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吳
中純，現場來賓包括3位英文老
師(Angela、Dorina及陳承欽)、資深媒體人許
聖梅、職場達人何啟聖及3位社會人士等。主持
人吳中純：開場說明找對方法對英文學習的重
要性，強調有了正確方法，才能化零為整，事
半功倍。陳承欽老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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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欽老師的學習教室 給
你好方法！學英文不要再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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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個單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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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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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老師左腦在記憶時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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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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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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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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個單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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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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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可以激發你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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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個單字)。
7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HD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6230號
處分日期：
104/03/05

英
文FOLLOW
ME

104/01/10
節目與廣告
13:30~14: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HD台
於104年1月10日13時30分許播出「英文FOLLOW NT$0
ME」節目，由謝忻主持，現場來賓包括2位英文
老師(FiFi、陳承欽)、職能治療師張廷宇、資
深媒體人麥若愚及4位社會人士等，以訪談、分
隊遊戲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
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介「733右腦圖像學習
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相關內容
略如下: 主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謝忻開
場說明英文的重要性，並於節目中不斷強
調，英文學不會是因學習方法錯誤。來賓佳佳
展示圖像單字書及點讀筆，說明透過誇張的故
事和有趣的圖像方便記憶，強調1天5分鐘就可
以提升英文力。(字幕：點讀筆&amp;圖像式單
字書 快速學+便宜+便利+有效+省時)(字幕：短
時間 逆轉勝)職能治療師張廷宇：講解左、右
腦的差異，進而導出正確學習方法。(字幕：善
用右腦 效率學習)FiFi老師：「……今天我們
要告訴大家1種好方法，能夠讓你7秒鐘記住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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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3分鐘就看得到學習成效，3個月就可以
記住最基礎的1,200個英文單字，我們就叫
它『右腦圖像733學習法』……。」(字
幕：733右腦學習法、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
效果、3個月1200個單字)。陳承欽老師：
「……我們在短短的5年之內，就讓30多萬人英
文學會而且進步了，6到8個月的時間持續學
習，你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
通……。」(字幕：每天15分鐘 6-8個月 全英
文溝通)「……右腦學1天，勝過傳統死
背40天，『733右腦圖像學習法』在短短6年時
間幫助8萬個家庭，40萬人透過這個方法學好英
文。」(字幕：學1天 40倍學習力)(字幕：40萬
人 學好英文)職能治療師張廷宇：「……人的
學習天性是圖像，違背學習天性會學得痛
苦，順著學習天性，會學得開心，學多少，會
多少……。」(字幕：圖像是本能學習 用對方
法 學多少 會多少)節目中穿插3次分組競
賽，由來賓組成2隊(創意組及右腦組)，比賽左
右腦的記憶能力，結果利用圖像記憶的右腦組
獲勝。搭配來賓及專家的推薦，節目中2次穿插
播放右腦圖像學英文單字、發音之教材VCR內
容。於每段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
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
獲得限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
物；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
會獲得好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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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
8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6140號
處分日期：
104/03/06

王牌妙法
寶

104/03/06
節目與廣告
08:30~09: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合台
於104年1月5日8時30分許播出「王牌妙法
寶」節目，由楊千霈主持，現場來賓包括英文
老師(Mina)、記憶達人黃立翔、心理諮商專家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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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林、資深媒體人王瑞玲、藝人郭彥均及3位
社會人士等，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
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
介「733右腦圖像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
事半功倍，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相關內容
略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楊千霈開
場說明用對方法對英文學習的重要性。展示學
習工具檢視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劣，單
字書手機APP（快速學、便宜、便利）、點讀筆
及圖像式單字書學習（快速學、有效不忘、便
宜、省時、便利，5顆星）、英文家教（快速
學），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獲勝。心
理諮商專家邱永林：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
而導出正確學習方法。社會人士懷興爸：展示
圖像單字書及點讀筆，說明透過誇張的故事和
有趣的圖像方便記憶，強調1天5分鐘就可以提
升英文力。Mina老師說明：「……今天要跟大
家分享的『733右腦圖像學習法』，如果會的
話，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看到自己的改
變，3個月記住過去記不起來的1,200個英文單
字……。」(字幕：「右腦圖像733學習
法」、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成效、3個月
記1200個單字)(旋即播放右腦圖像學英文單
字、發音之教材VCR內容)、(藝人郭彥均附
和：用此方法學英文有趣又有效)記憶達人黃立
翔「根據官方統計，5年內幫助了30幾萬人把英
文學好就是用這個方法……。」「……每天只
要15分鐘的時間，大概花6到8個月時間，就可
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右腦
啟發了之後，會提昇10倍的專注力，40倍的學
習力，右腦最喜歡的就是興趣，如果把英文當
興趣學，用這個方法學，英文還會不好嗎？我
們在5年內幫助了30幾萬人，你還不趕快來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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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字幕：10倍專注力 40倍學習力)於每段
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電
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獲得限量100份
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物；並接續播
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獲得好
禮3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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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卡。另於每段廣
告時間均搭配插播「Hello Hello 阿斗仔
Sorry Sorry 問別人，面對老外敢開口，送你
哈燒祕笈大公開，快撥
打0800-777-270」及「謝謝
9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88170號
處分日期：
104/03/17

創意GO生
活

104/01/17
節目與廣告
09:30~10: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NT$0
於104年1月17日9時30分許播出「創意GO生
活」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
調英語學習方法重要性，並不斷推介「733右腦
創意學習」，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並
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分2段，相關內
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楊千霈、現場來
賓包含Angela老師、記憶達人黃立翔、職能治
療師張旭鎧、資深媒體人狄志偉、兒童節目主
持人米可白及3位社會人士等。由主持人楊千霈
開場說明英文的重要性，並強調善用右腦學
習；同時由張旭鎧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而
導出正確學習方法。（字幕：英文力人生百倍
勝、善用右腦 快速學習）參與者小孟拿出傳統
字典字根書，表示背誦式學習效果差，再由另
位參與者品豪展示圖像單字書及點讀筆，說明
透過誇張的故事和有趣的圖像方便記憶，強
調1天5分鐘就可以提升英文力。主持人展示學
習工具檢視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劣，單
字書單字卡（快速學、便宜、便利）、點讀筆
及圖像式單字書學習（快速學、有效不忘、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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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省時、便利，5星級）、補習班（快速
學），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獲
勝。Angela：「……『右腦圖像733學習
法』，7秒可以記住1個單字，每天花3到5分鐘
就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常用的1,200個單
字，右腦學習法適合每一個人，所以從6歲
到60歲都很適合這樣的學習……」（字幕：
「右腦圖像733學習法」、7秒鐘1個單字、3分
鐘有成效、3個月記1200個單字、6-60歲7秒學
會1個單字）。記憶達人黃立翔：「……你每天
只花15分鐘的時間，6到8個月就可以用英文跟
外國人溝通……」（字幕：每天15分
鐘、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節目第2段：主
持人吳中純，現場來賓包括3位英文老
師（Angela、Dorina及陳承欽）、資深媒體人
許聖梅、職場達人何啟聖及3位社會人士等。主
持人吳中純：開場說明找對方法對英文學習的
重要性，強調有了正確方法，才能化零為
整，事半功倍。陳承欽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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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欽老師的學習教室
給你好方法！學英文不要再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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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個單字）。
10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HD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88370號
處分日期：
104/03/17

英
文FOLLOW
ME

104/01/17
節目與廣告
13:30~14: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HD台
於104年1月17日13時30分許播出「英文FOLLOW NT$0
ME」節目，由趙婷及黃立翔老師主持，現場來
賓包括2位英文老師（Angela、Mina）、家教天
王陳承欽老師、親子教育專家小彤、藝人亮哲
及5位社會人士等，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
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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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733右腦圖像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
事半功倍，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相關內容
略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趙婷及
黃立翔老師：開場說明用對方法對英文學習的
重要性。Angela老師：「……左腦負責邏輯思
考，記憶是短期記憶，右腦是高速腦，是長期
記憶的腦，是用圖像來記憶的，圖像記憶方式
記得久記得牢，而且效率還會提高。」（字
幕：左腦=數字 邏輯 短期記憶、右腦=高速
腦=長期記憶、圖像 記得久 記得牢 效率
高）陳承欽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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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3個月時間，就
可以輕鬆記得1,200個單字，這個方法是傳統方
法40倍。」（字幕：承欽老師的學習教室 給你
好方法！學英文不要再背了）（字幕：「733右
腦創意學習」、7秒鐘1個單字、3個月記1200個
單字）（播放Angela老師示範的英文教學示範
影帶）Mina老師說明：「……用這個方法，每
天只要15分鐘，就可以把過去10年都背不起來
的單字量，3個月就可以記住。」小彤：「英文
用對方法，真的得心應手非常的easy，而且記
起來就不會忘記了。」（字幕：用對方法 英
文so easy）亮哲：「我覺得用右腦的方式非常
的好，有很多圖像式的連結，用這個方式比以
前學的快很多。」（字幕：右腦→卡通圖像 比
傳統快很多）主持人趙婷：「哇！真的很
棒，右腦圖像733的魔力，7秒鐘就可以記得1個
單字，3分鐘就可以看到成效，3個月就可以輕
輕鬆鬆學會1,200個單字，還在等什麼呢？這麼
棒的學習方式，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喔！」陳承
欽老師：「『733右腦創意學習』，不但可以讓
大家輕鬆記得單字，還可以學會道地的美國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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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播放由Dorina老師示範的英文教學示
範影帶─英文小魔女 哈燒英文俚語）小彤：
「這個方法我覺得真的很好，讓孩子用直覺用
本能方式學習，不只7秒學習，最重要的是學了
以後過目不忘。」於每段節目進廣告前，主持
人均鼓吹觀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出我要快樂
學習，就有機會獲得限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
寶典及精美禮物。
11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藝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88150號
處分日期：
104/03/19

英
文FOLLOW
ME

104/01/17
節目與廣告
09:00~09: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藝台於104年1月17日9時 警告
許播出「英文FOLLOW ME」節目，以訪談、分組 NT$0
競賽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方
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介「733右腦圖像學
習」，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並搭配廣
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分3段，相關內容略如
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楊千霈，現場來賓包括
英文老師Mina、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老師、心
理諮商專家邱永林、資深媒體人狄志偉、藝人
謝忻及社會人士彥君、明勇等。主持人楊千
霈：開場說明找對方法對英文學習的重要
性。邱永林：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而導出
正確學習方法。彥君：拿出單字書、單字
卡，表示用這類工具書，進步緩慢，背多少忘
多少。明勇：「……以前英文一直學不好，直
到運用圖像學習，7秒就可以學1個單字，學習
英文有趣又輕鬆……。」（展示點讀筆及圖像
書）「……利用誇張的故事，有趣的圖片，超
好記，發音跟句型一次搞定，好像老師就在你
旁邉，每天利用幾分鐘，半年時間英文進步超
多……。」（字幕：發音句型一次搞定 隨身家
教 學習工具：點讀筆＆圖像式單字書 快速學
有效不忘 便宜 省時 便利 薪水倍增）謝忻：
「……臺灣英文能力不好，是用死背，英文學
好，未來工作機會變廣很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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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升遷加薪跳過你 右腦學習來救你 死背=忘
得快 英文好=國際人才）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
比較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劣，單字書單
字卡（快速學、便宜、便利）、點讀筆及圖像
式單字書學習（快速學、有效不忘、便宜、省
時、便利，5顆星）、出國遊學＆打工度假（快
速學），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獲
勝。Mina老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開發
啟動右腦，只要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英文單
字，3分鐘就會看到不一樣，3個月記住1,200個
基礎實用的單字，大家真的要試試看。」（字
幕： 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成效、3個月
記1200個單字）（播放英文教學示範影片）黃
立翔老師：「……這個方法，5年內幫助30幾萬
人，把英文學好，每天只花15分鐘的時
間，6到8個月就可以用英文跟外國人溝
通……。」（字幕：5年 30萬人 學好英文
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節目第2段：主持人楊
千霈、現場來賓包含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老
師、英文老師Mina、心理諮商專家邱永林及兒
童節目主持人米可白等。由主持人楊千霈開場
說明英文的重要性。主持人與邱永林共同展
示「學習壓力檢測器」，比較傳統工具書及點
讀筆圖像式單字書的學習壓力指數
12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臺灣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48011840號
處分日期：
104/04/21

台視晚間
新聞

103/11/03
節目與廣告
19:00~20: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灣電視台頻道
於103年11月3日19時35分許「台視晚間新
聞」播出「台視晚間新聞『蔡主播』挑戰報娛
樂新聞」，經檢舉涉有藉蔡依林播報新聞為
其「呸專輯」特定商品推介略如下：蔡依林說
明：「……歡迎收看今天的呸新聞，新MV終於
要跟大家見面囉，人家說人生如戲，就如我這
次專輯一樣，這次MV裡面有嘗試許多的角色如
文青、韻律體操老師、炫富千金等等。讓我過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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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戲癮，希望大家會喜歡我裡面的角色，現在
就由我來帶大家看看吧。」等語，並播放專輯
歌曲當背景音樂。續播送記者會畫面，記者旁
白表示：「……為了新歌MV首映會，首度包下
博物館戶外場地，鋪紅毯打造天后氣
勢，……她再挑戰自我極限。……天后挑戰自
己的演技，面對表演舞台，鎂光燈下的她，當
然是唯一焦點。」整段報導不斷出現「PLAY我
呸」歌曲之MV內容。前揭節目表現內容明顯表
現出媒體為「呸專輯」特定商品宣傳之意
涵，節目內容未與廣告區分，此有本會側錄光
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
定。
13 中華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華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9550號
處分日期：
104/04/22

華視晚間
新聞

103/12/21
節目與廣告
18:57~19:55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視無線臺（主
頻）於103年12月21日18時57分至19時55分播送 NT$0
之「華視晚間新聞」節目，整集為「豬哥亮傳
奇」特別報導，各單元標題如下：「台灣卓別
林! 豬式喜感成招牌」、「豬哥亮的招牌 馬桶
蓋頭揭祕!」、「說學逗唱豬哥亮 有他有票
房!」、「豬哥亮大起大落 成功傳奇!」、「秀
場大哥大 豬哥亮稱霸南部」、「罹癌繼續拼
再接華視主持棒!」、「沉迷賭博 豬哥亮嘆毀
了家庭」、「豬哥亮新節目 替謝金晶圓夢」、
「有拜有保庇 天王開工先謝天」、「豬哥亮要
求完美 親自敲通告!」、「巨星變暖男 最貼心
豬哥亮……」、「嘉慶君來了! 豬哥亮
真"古"錐」、「盼收視第1天王展開祈福之
旅」。前揭內容明顯以新聞報導形式為貴公司
新推出之「華視天王豬哥秀」節目推介宣
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此有本會側錄
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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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華電視股份有

中華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59570號
處分日期：
104/04/24

華視晚間
新聞

103/12/28
節目與廣告
18:57~19:55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視無線臺（主
NT$0
頻）103年12月28日18時57分至19時55分播
送「華視晚間新聞」節目，於19時許開始以臺
灣影劇消息「豬哥亮傳奇」報導同頻道新推出
之「華視天王豬哥秀」，出現「嘉慶君又來了!
豬哥秀搶先看」、「神明有保佑! 豬哥亮下跪
落淚」、「與女兒同台 豬哥亮淚流不止」等報
導標題，並長時間播送「華視天王豬哥秀」節
目內容「現代嘉慶君精華版」，其內容明顯以
新聞報導形式為貴公司新推出之「華視天王豬
哥秀」節目推介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5 中華電視股份有

中華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062970號
處分日期：
104/04/24

華視晚間
新聞

103/12/27
節目與廣告
18:57~20: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視無線臺（主
NT$0
頻）103年12月27日18時57分至20時0分播
送「華視晚間新聞」節目，於19時許33分許開
始以「豬哥亮傳奇」報導「華視天王豬哥
秀」節目內容，出現「"現代嘉慶君"超搞笑 收
視狂飆」、「豬哥亮最後一戰 華視砸重金」、
「"三朵花"捉弄 豬哥亮沒在怕!」、「台灣雷
神! 陳雷變魔術超搞笑」、「豬哥亮新節目 董
成瑩編舞助陣」等報導標題，其內容明顯以新
聞報導形式為受處分人新推出之「華視天王豬
哥秀」節目推介宣傳，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
開，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16 中國電視事業股

中視綜藝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420號
處分日期：
104/06/02

學習高效
王

104/03/07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藝台於104年3月7日9時
許播出「學習高效王」節目，由楊千霈主
持，現場來賓包含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英文
老師Mina、心理教育專家邱永林、資深媒體人
何啟聖、兒童節目主持人米可白及素人參與者

限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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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訪談、分隊遊戲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
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
介「右腦圖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
事半功倍，相關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
證說明由主持人楊千霈開場說明英文的重要
性。黃立翔：說明左右腦的學習效率不同，使
用右腦，學習速率數十倍。（字幕：用對方法
倍數提升 學習效率）主持人與邱永林共同展
示「學習壓力檢測器」，比較傳統工具書及點
讀筆圖像式單字書的學習壓力指數，結果點讀
筆圖像式單字書壓力小，效果好。（字幕：輕
鬆學 記得住 學習要懂消化吸收）Mina老師：
「……『右腦圖像733記憶法』7秒鐘記1個單
字，3分鐘就會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以前
一直記不住的1,200個單字。」（字幕：快速記
憶單字 立即見效 3個月英文逆轉勝）（播放英
文教學示範影片）來賓Zena及Wendy表示，傳統
字典及補習班對英語學習效果有限，效果
差。來賓鈞南展示點讀筆及圖像書，表示每天
花幾分鐘，利用有趣的圖片、誇張的故事，單
字、發音、句型一次搞定，英語進步超
快……。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比較表，比較各
種學習方式的優劣：英文字典（費用便
宜）、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快速學、有效
不忘、便宜、省時、便利，5顆星）、補習班函
授課程（快速學），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
字書獲勝。Mina老師：「右腦733圖像式記憶
法，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英文單字，3分鐘就會
有效果，3個月記住1,200個以前記不住的單
字。」（字幕：快速記憶單字 立即見效 3個月
英文逆轉勝）（播放英文教學示範影片）黃立
翔：「……這麼有效方法，5年內已幫助了30萬
人把英文學好，每天只要花15分鐘，6到8個月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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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全英文溝通。」（字幕：學好英文 全英
文溝通）進行右腦記憶大PK，結果為代表右腦
記憶的Zena獲勝。主持人及黃立翔說明利用圖
像可以提升學習力幾十倍。（播放英文教
學VCR示範內容）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鼓吹觀
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
獲得限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
物，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
獲得好禮3選1，有超好學的環遊世界學習體驗
包、實用的圖案學習英漢辭典，還有魔幻學習
心情杯燈，名額有限
17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藝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510號
處分日期：
104/06/02

全腦學習
讚

104/02/25
節目與廣告
15:30~16: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藝台
NT$0
於104年2月25日15時30分許播出「全腦學習
讚」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
調英語學習方法重要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
倍，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分3段，相
關內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楊千霈，現
場來賓包含記憶達人黃立翔、Angela老師、職
能治療師張旭鎧、資深媒體人狄志偉、兒童節
目主持人米可白及素人參與者等。主持人楊千
霈開場說明學習英文的重要性，並提醒觀眾朋
友善用右腦學習；張旭鎧講解左、右腦的差
異，進而導出正確學習方法；米可白順勢補
充，透過右腦圖像記憶法，學習效果佳。來賓
小孟拿出傳統字典字根書，表示背誦式學習效
果差，再由另一位來賓品豪展示圖像書及點讀
筆，說明透過誇張的故事和有趣的圖像方便記
憶，強調1天5分鐘就可以提升英文能力，不
到1年時間，英文已明顯進步，現在因此升遷加
薪。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檢視表，比較各種學
習方式的優劣：單字書和單字卡（快速學、便
宜、便利）、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快速

第 21 頁 / 共 34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線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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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1~104/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學、有效不忘、便宜、省時、便利，5星
級）、補習班和小班教學（快速學），結果為
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獲勝。Angela說明「右
腦圖像733學習法」7秒可以記住1個單字，每天
花3到5分鐘就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常用
的1,200個單字。右腦學習法適合每一個人，所
以從6歲到60歲都很適合這樣的學習。（字
幕：右腦圖像733學習法、7秒鐘1個單字、3分
鐘有成效、3個月記1,200個單字、6到60歲7秒
學會1個單字）（播放英語教學VCR示範內
容）節目第2段：主持人謝忻，現場來賓包括心
理教育專家邱永林、FiFi老師、陳承欽老
師、藝人汪健民、張旭嵐及素人參與者等。由
邱永林醫師以情緒壓力檢測儀測試來賓汪建
民，先提供傳統學英文之單字書給受測者汪建
民，呈現其使用左腦強迫記憶壓力大，再提供
圖像記憶單字書，結果呈現右腦圖像式記
憶，壓力小效果好（字幕：右腦諧音記憶 好玩
學得會），並說明壓力值適當的減少後，大腦
隨即騰出空間記憶，藉以實證右腦圖像記憶法
較為輕鬆有效。英文學習小魔女FiFi老師表
示：「……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1種好方
法，能夠讓你7秒鐘記住1個單字，3分鐘就看得
到學習成效，3個月就能輕輕鬆鬆記住最基礎
的1,200個英文單字，我們就叫它『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有了這個方法，從這一刻
起，你就能學多少會多少，學英文再也不會有
挫折。
18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HD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580號
處分日期：
104/06/02

全腦學習
讚

104/02/28
節目與廣告
10:00~10: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HD台於104年2月28日10時 警告
許播出「全腦學習讚」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 NT$0
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重要性，並
不斷推介「右腦圖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
法才能事半功倍，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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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分2段，相關內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
持人楊千霈，現場來賓包括英文老師Mina、記
憶達人黃立翔老師、心理教育專家邱永林、資
深媒體人狄志偉、藝人謝忻及素人參與者（彥
君、明勇等）。主持人楊千霈開場說明找對方
法對英文學習的重要性。邱永林講解左、右腦
的差異，進而導出正確學習方法。彥君拿出單
字書、單字卡，表示用這類工具書，進步緩
慢，背多少忘多少。明勇：「……以前英文一
直學不好，直到運用圖像學習，7秒就可以
學1個單字，學習英文有趣又輕鬆……。」（展
示點讀筆及圖像書）、「……利用誇張的故
事，有趣的圖片，超好記，發音跟句型一次搞
定，好像老師就在你旁邉，每天利用幾分
鐘，半年時間英文進步超多……。」（字
幕：發音句型一次搞定 隨身家教 學習工
具：點讀筆＆圖像式單字書 快速學 有效不忘
便宜 省時 便利 薪水倍增）謝忻：「……臺灣
英文能力不好，是用死背，英文學好，未來工
作機會變廣很多……。」（字幕：死背=忘得快
英文好=國際人才）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比較
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劣：單字書單字
卡（便利、便宜、快速學）、點讀筆及圖像式
單字書學習（快速學、有效不忘、便宜、省
時、便利，5顆星）、出國遊學＆打工度假（快
速學），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獲
勝。Mina老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開發
啟動右腦，只要7秒鐘就可以記住1個英文單
字，3分鐘就會看到不一樣，3個月記住1,200個
基礎實用的單字，大家真的要試試看。」（字
幕：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成效、3個月
記1,200個單字）黃立翔老師：「……『733右
腦圖像學習法』5年內幫助30幾萬人，把英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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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每天只花15分鐘的時間，6到8個月就可以
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733右腦
創意學習5年 30萬人 學好英文 每天15分鐘
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播放英語教學VCR示
範內容）節目第2段：主持人王瑞玲，英文老
師Angela、陳承欽老師及資深媒體人許聖梅
等。主持人王瑞玲開場說明英文之重要性。黃
立翔說明找對方法對於學習英文的重要性，強
調右腦本能圖像式學習方法，只要右腦被開
發，學習速度就會變得很快，英文突飛猛進。
（字幕：找對學習方法
19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610號
處分日期：
104/06/04

學習逆轉
勝

104/03/01
節目與廣告
11:30~12: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NT$75,000
於104年3月1日11時30分許播出「學習逆轉
勝」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
調英語學習方法重要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
倍，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分3段，相
關內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謝忻，來賓
心理教育專家邱永林、FiFi老師、陳承欽老
師、藝人汪健民、張旭嵐及素人參與者等。由
邱永林醫師以情緒壓力檢測儀測試來賓汪建
民，先提供傳統學英文之單字書給受測者汪建
民，呈現其用左腦強記壓力大，再提供圖像記
憶單字書，結果呈現右腦圖像式記憶，無壓力
學習效果好（字幕：右腦諧音記憶 好玩學得
會），並說明壓力值適當的減少後，大腦隨即
騰出空間記憶，藉以實證右腦圖像記憶法較為
輕鬆有效。FiFi老師表示：「……今天我們就
要告訴大家1種好方法，能夠讓你7秒鐘記住1個
單字，3分鐘就看得到學習成效，3個月就能輕
輕鬆鬆記住最基礎的1,200個英文單字，我們就
叫它『右腦圖像733學習法』，有了這個方
法，從這一刻起，你就能學多少會多少，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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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再也不會有挫折。」（字幕：7秒鐘1個單
字、3分鐘有效果、3個月記1,200個單字、右腦
圖像733學習法）陳承欽：「透過用『右腦圖像
學習法』，在短短6年時間，已經幫助了8萬個
家庭，40萬人學好英文，每天只花15分
鐘，6到8個月就可以用全英文跟外國人溝通。
（字幕：右腦=圖像 歌曲 故事 6年8萬個家庭
學好英文 40人學好英文 6到8個月全英文溝
通）謝忻說明，請老師示範右腦圖像記憶單
字，畫面再次播出右腦圖像記單字教材VCR示範
內容。（字幕：右腦魔法師 秒殺圖像記單
字）。節目第2段：主持人楊千霈、現場來賓包
含Angela老師、記憶達人黃立翔、職能治療師
張旭鎧、資深媒體人狄志偉、兒童節目主持人
米可白及素人參與者等。由主持人楊千霈開場
說明英文的重要性，並強調善用右腦學習；同
時由張旭鎧講解左、右腦的差異，進而導出正
確學習方法。（字幕：英文力人生百倍勝、善
用右腦 快速學習）Angela：「……『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7秒可以記住1個單字，每天
花3到5分鐘就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常用
的1,200個單字，右腦學習法適合每一個人，所
以從6歲到60歲都很適合這樣的學習……。」
（字幕：「右腦圖像733學習法」、7秒鐘1個單
字、3分鐘有成效、3個月記1,200個單
字、6-60歲7秒學會1個單字）（字幕：右腦圖
像73
20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630號
處分日期：
104/06/05

腦力大解
密

104/02/27
節目與廣告
11:30~12: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於104年2月27日11時30分許播出「腦力大解
密」節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
調英語學習方法重要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
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
倍，並搭配廣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

罰鍰
NT$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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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段，相關內容略如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
楊千霈，來賓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Mina老
師、吳祥輝、眭澔平、徐小可及素人參與者
等。主持人開場說明找對方法對學習英文的重
要性。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檢視表，比較各種
學習方式的優劣：英語學習書（便宜、便
利）、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快速學、有效
不忘、便宜、省時、便利，5星級）、英文家
教（快速學、省時），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
單字書獲勝。姵穎媽見證表示：「……英文真
的可以不用背，你看我手上這本單字書……還
有我手上這個點讀筆，只要這樣一點，句型文
法一目瞭解。……現在我每天下班，只要花5分
鐘的時間，陪我小孩讀英文，我發現他不只英
文進步，其他功課也進步了，重點就是我還因
為這樣子，也認識了很多英文單字，英文也變
好。」（字幕：隨身家教！全家都學會！）徐
小可：「像我覺得媽媽剛才拿的那個點讀
筆，就超厲害，我覺得這個對於學英文，是一
個非常非常棒的……。」Mina老師說明「733右
腦圖像學習法」，可以讓你7秒鐘就記住1個單
字，3分鐘就會有效果，3個月你就可以記
住1,200個之前背了又忘，忘了再背的單字，重
點是馬上學馬上會，會了就不會忘，從此之後
你學英文，再也不會充滿挫折。（字幕：右腦
圖像733學習法、7秒鐘1個單字、3分鐘有成
效、3個月記1,200個單字）（播出教材VCR示範
內容）（字幕：右腦魔法師 秒殺圖像記單
字）黃立翔：「這個方法我們在5年裡面，幫
助30幾萬人，……每天只要15分鐘，就可以把
英文學起來，而且6到8個月之後，就可以跟外
國人，用全英文溝通，你看這麼好的東西，你
還不趕快去努力來學嗎……。」（字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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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5年30萬人英文進步、每天15分鐘、6到8個
月全英文溝通）節目第2段：主持人謝忻，來賓
心理醫師邱永林、藝人汪健民、FiFi老師及素
人參與者等。由邱永林醫師以情緒壓力檢測儀
測試來賓汪建民，先提供傳統學英文之單字書
給受測者，呈現其用左腦強記壓力大，再提供
圖像記憶書學英文，呈現無壓力、學習效果
好（字幕：右腦諧音記憶 好玩學得會），並說
明壓力值適當的減少後，大腦隨即騰出空間記
憶，藉以實證右腦圖像記憶法較為輕鬆有
效。FiFi老師表示：「
21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640號
處分日期：
104/06/05

超級金腦

104/02/26
節目與廣告
08:30~09: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
於104年2月26日8時30分許播出「超級金腦」節 NT$75,000
目，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
學習方法重要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像733學
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搭配廣
告提供電話號碼，節目共分3段，相關內容略如
下：節目第1段：主持人楊千霈，現場來賓包含
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老師、英文老師Mina、心
理諮商專家邱永林及兒童節目主持人米可白
等。由主持人楊千霈開場說明英文的重要
性。主持人展示學習工具比較表，比較學習方
式的優劣，英文字典（便宜）、點讀筆及圖像
式單字書（快速學、有效不忘、便宜、省
時、便利，5顆星），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
字書獲勝。主持人與邱永林共同展示「學習壓
力檢測器」，比較傳統工具書及點讀筆圖像式
單字書的學習壓力指數，結果點讀筆圖像式單
字書壓力小，效果好。（字幕：輕鬆學 記得住
學習要懂消化吸收）Mina老師：「……『右腦
圖像733記憶法』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就會
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以前一直記不住
的1,200個單字。」（字幕：「右腦圖像733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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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法」3分鐘有成效 3個月記1,200個單字）
（播放英文教學VCR示範影片）節目第2段：主
持人楊千霈，現場來賓包含超速記憶達人黃立
翔老師、英文老師Mina、腦科學博士王宏哲及
藝人子儀、Yoyo等。主持人楊千霈開場即請來
賓瑞玲媽及Carol媽進行「記憶單字大PK」（文
字記憶VS.圖像記憶），結果由代表右腦圖像記
憶的瑞玲媽獲勝。Mina老師：「『右腦圖像學
習法』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有效果，3個月
記1,200個過去背不住的單字，啟動右腦可以數
十倍的學習。」（字幕：「右腦圖像733學習
法」7秒鐘1個單字 3分鐘有成效 3個月
記1200個單字）（由Mina老師現場示範英文教
學）黃立翔：「……我們在5年內幫助30萬人把
英文學好，每天只用15分鐘，6到8個月，就可
以用外文跟外國人溝通，趕快投資自己換右腦
學習……。」（字幕：5年 30萬人 英文進步
每天15分鐘 6到8個月 全英文溝通）節目
第3段：主持人王瑞玲，現場來賓包括陳承欽老
師、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英文老師Angela及
素人參與者等。主持人王瑞玲開場強調英文學
習的重要性。黃立翔強調用全腦本能學習，可
以記得住記得牢。（字幕：找對學習方法很重
要 全腦本能學習法 全腦學習=影像 聲音 高速
腦）Angela：「……我們應該用右腦長期記憶
的方式學習，
22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HD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560號
處分日期：
104/06/10

學習高效
王

104/03/21
節目與廣告
13:30~14: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HD台
於104年3月21日13時30分許播出「學習高效
王」節目，由楊千霈主持，現場來賓包括超速
記憶達人黃立翔、英文老師Mina、職能治療師
吳宜燁、資深媒體人何啟聖、藝人徐小可及素
人參與者等，以訪談及播放教學影片等方
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性，並不斷推

罰鍰
NT$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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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右腦圖像733學習法」，表示用對方法才能
事半功倍，相關內容略如下：主持人及專家見
證說明主持人楊千霈開場說明英文的重要
性。吳宜燁以「學習心情壓力檢測表」說明壓
力會減損學習效果。（字幕：學習魔法師 秒殺
記單字）（播放英文教學VCR示範內容）主持人
展示學習工具比較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
劣：手機英文APP、補習班函授課程、點讀筆及
圖像式單字書（快速學、有效不忘、便宜、省
時、便利，5顆星），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
字書獲勝。Vicky媽展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字
書，說明每天5分鐘，英文進步神速。Mina老
師：「……『右腦圖像733學習法』7秒鐘記1個
單字，3分鐘就會有效果，3個月就可以記住最
實用的1,200個單字，提升學習力40倍。」（字
幕：快速記憶單字 短時間 立即見效 3個月英
文逆轉勝）黃立翔：「……用右腦學習英
文，6內已幫助了幾十萬人把英文學好，每天只
要花15分鐘，6到8個月可以用全英文溝通。」
（字幕：學好英文 短短時間）主持人：用右腦
方式學習1天，勝過用左腦背頌40天，請觀眾加
入人生勝利組。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鼓吹觀
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機會
獲得限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禮
物，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會
獲得好禮3選1，有超好學的環遊世界學習體驗
包、實用的圖案學習英漢辭典，還有魔幻學習
心情杯燈，名額有限，把握機會，趕快打電話
進來！」之圖卡。另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插
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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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哈燒秘笈大公
開，快撥打0800-777-657」及「謝謝再聯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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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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777-657」等2則廣告。前揭節目內容一
再推介以「733右腦圖像學習法」學習英語，並
現場播放英文老師示範右腦圖像學英文之教材
影片，介紹其教學方式、教材內容及學習效
果，其訴求並與廣告內容相搭配，已明顯表現
出節目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未與廣
23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2590號
處分日期：
104/06/10

學習高效
王

104/03/22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於104年3月22日9時 罰鍰
NT$150,000
許播出「學習高效王」節目，由楊千霈主
持，現場來賓包括超速記憶達人黃立翔、英文
老師Mina、腦科學博士王宏哲、職能專家張旭
嵐、藝人楊子儀及素人參與者等，以訪談及播
放教學影片等方式，強調英語學習方法之重要
性，並不斷推介「右腦圖像733學習法」，表示
用對方法才能事半功倍，相關內容略如下：主
持人及專家見證說明主持人楊千霈開場說明英
文的重要性。王宏哲帶領來賓進行大腦開發遊
戲；黃立翔及主持人說明啟動右腦學英文才是
對的方法。（字幕：學習魔法師 秒殺記單字）
（播放英文教學VCR示範內容）主持人展示學習
工具比較表，比較各種學習方式的優劣：手機
英文APP（快速學、便宜、便利）、英文家教一
對一視訊教學（快速、便利）、點讀筆及圖像
式單字書學習（快速學、有效不忘、便宜、省
時、便利，5顆星），結果為點讀筆及圖像式單
字書獲勝。來賓Nellie及楊子儀附和使用APP及
上補習班學習英文效果有限；來賓定杰展示點
讀筆及圖像式單字書，表示每天只花5分鐘，半
年後英文進步神速。（字幕：快速記憶單字 影
像圖片=本能學習 短時間進步神速 出國加薪都
是你）Mina老師：「『733圖像學習法』不
到7秒鐘記1個單字，3分鐘有效果，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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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200個過去背了忘，忘了背的單字，啟動右
腦可以數十倍的學習。」（字幕：快速記憶單
字 短時間 立即見效 3個月英文逆轉勝 啟動超
速學習力）記憶達人黃立翔：「……用『右腦
圖像學習法』，根據統計，5年內幫助30幾萬人
把英文學好，每天只用15分鐘，6到8個月，就
可以用外文跟外國人溝通……。」（字幕：有
效學好英文 短短時間）（播放英文教學VCR示
範內容）主持人楊千霈即請藝人子儀及Yoyo進
行「記憶單字大PK」（文字記憶VS圖像記
憶），結果由代表右腦圖像記憶的Yoyo獲勝。
（播放英文教學VCR）節目進廣告前，主持人鼓
吹觀眾，趕快打電話進來說出節目名稱，就有
機會獲得限量100份激發潛力的記憶寶典及精美
禮物，並接續播送「趕快打電話進來，就有機
會獲得好禮3選1，有超好學的環遊世界學習體
驗包、實用的圖案學習英漢辭典，還有魔幻學
習心情杯燈，名額有限，把握機會，趕快打電
話進來！」之圖卡。另於每段廣告時間均搭配
插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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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哈燒秘笈大公
開，快撥
24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18650號
處分日期：
104/07/20

嫁妝

104/03/09
節目與廣告
20:00~22: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
頻）104年3月9日20時至22時30分許播出「嫁
妝」節目，於21時許播出涉有推介特定產
品「船井醫卡膝關節樂活機」，違反廣播電視
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2萬5,000元，折算為新臺
幣7萬5,000元。

罰鍰
NT$75,000

25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240000號

嫁妝

104/04/15
節目與廣告
20:00~22: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頻）播送「嫁

罰鍰
NT$75,000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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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節目未與廣告區分，推介台灣大哥大4G
WI-FI分享器可以多人享受4G快速上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
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2萬5,000元，折算為
新臺幣7萬5,000元。

26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60850號
處分日期：
104/07/27

消費高手

103/09/04
廣告內容未
05:49~05:57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臺（主
頻）103年9月4日5時49分至5時57分於「消費高 NT$75,000
手」節目播出由民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託
播「Style 以色列死海洗髮精」化粧品廣
告，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察廣告未經申請核
准即擅自宣播，核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2項規定。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
行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依同法
第4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罰
鍰2萬5,000元，折算為新臺幣7萬5,000元。

27 臺灣電視事業股

臺灣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96150號
處分日期：
104/08/14

春梅蘿琳
亞塑身衣

104/06/03
節目與廣告
20:00~22: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臺灣電視台頻
道104年6月3日20時播出「春梅蘿琳亞塑身
衣」節目，係蘿琳亞國際有限公司以其販售商
品「蘿琳亞塑身衣」冠名贊助之節目，惟系爭
節目同時於廣告時段插播「蘿琳亞塑身衣」廣
告，致節目名稱與該節目插播之廣告關聯，明
顯涉有為該商品促銷、宣傳之嫌，致節目內容
未與廣告區分，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違
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罰鍰
NT$75,000

28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321460號
處分日期：
104/10/20

嫁妝

104/04/29
節目與廣告
20:00~22: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頻）播送「嫁
妝」節目未與廣告區分，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7萬元，折算為新臺幣21萬
元整。民視無線台（主頻）104年4月29日20時
至22時30分「嫁妝」節目，於20時23分許播出

罰鍰
NT$210,000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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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有廣告化之違規內容如下：系爭節目內容出
現廠商品牌、商品或商業服務名稱（輝葉旗艦
展示中心、智尊按摩椅）、贈品名稱（搭配母
親節活動贈送行動按摩墊）、商品特色（專利
設計360度腳底按摩滾輪、108顆氣囊，全身包
覆性很強）。上揭置入內容之表現方式，涉有
非自然呈現、過度呈現商品，已違反相關規
範，致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29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505110號
處分日期：
104/10/27

活力天天
樂

104/07/06
節目與廣告
16:00~17: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
NT$75,000
頻）104年7月6日16時至17時播送「活力天天
樂」節目未與廣告區分，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7萬5,000元。民視無
線台（主頻）「活力天天樂」節目，透過主持
人與來賓對談方式推介特定產品，於16時38分
播出涉有廣告化之違規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
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30 中華電視股份有

中華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582700號
處分日期：
104/12/02

華視晨間
新聞

104/06/04
違反兒童及
06:00~08:00 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

罰鍰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之中華電視台
於104年6月4日6時10分及同日7時分別播出「童 NT$30,000
星喬喬是受虐兒？粉絲回應論戰」新聞，其新
聞引述蘋果日報的頭版消息，報導當事人父親
於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貼文，透露當事
人是受虐兒，並指稱當事人係因其母親施
暴，才會帶著當事人離開，當日下午於臺北地
方法院就其監護權事開庭調解，其內容畫面涉
嫌刊載童星父母爭訟監護權相關新聞報導，並
放置該童星照片及真實姓名。前開報導本會亦
有節目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之規定。

31 中華電視股份有

新聞資訊台

通傳內容字第

華視晨間

104/06/04

受處分人經營之新聞資訊台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限公司

違反兒童及

罰鍰
NT$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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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華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華視HD台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4/01/01~104/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0448037580號
處分日期：
104/12/14

新聞

06:00~08:00 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

於104年6月4日6時10分播出「童星喬喬是受虐
兒？粉絲回應論戰」新聞，其新聞引述蘋果日
報的頭版消息，報導當事人父親於社群網站臉
書（Facebook）貼文，透露當事人是受虐
兒，並指稱當事人係因其母親施暴，才會帶著
當事人離開，當日下午於臺北地方法院就其監
護權事開庭調解，其內容畫面刊載童星父母爭
訟監護權相關新聞報導，並放置該童星照片及
真實姓名。經查該童星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規定不得揭露身分資訊之
受保護對象，顯已違法，旨揭新聞資訊台播送
前開報導本會亦有節目側錄光碟可稽，依同法
第103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3萬元。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639730號
處分日期：
104/12/17

晨間新聞

104/06/04
違反兒童及
06:10~07:00 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視HD台
於104年6月4日6時10分及7時0分播出「童星喬 NT$30,000
喬是受虐兒？粉絲回應論戰」新聞，引述蘋果
日報的頭版消息，報導當事人父親於社群網站
臉書（Facebook）貼文，透露當事人是受虐
兒，並指稱當事人係因其母親施暴，才會帶著
當事人離開，當日下午於臺北地方法院就其監
護權事開庭調解，其內容畫面刊載童星父母爭
訟監護權相關新聞報導，並放置該童星照片及
真實姓名。前開報導引述蘋果日報頭版消息之
內容，該報導業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認定刊載
童星父母爭訟監護權相關網路新聞之文字報
導，並放置該童星之照片。經查該童星屬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規定不得
揭露身分資訊之受保護對象，顯已違法，此有
該局104年7月31日府社兒少字第10440854700號
裁處書在案。旨揭華視HD台播送前開報導本會
側錄節目光碟可稽，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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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15 件

受處分頻道
警告：

17 件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撤銷： 0 件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4/01/01~104/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金額：

NT$1,275,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