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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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TVBS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78510號
處分日期：
106/08/23

節目名稱
生活資訊
站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106/05/21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受容略如下：(一)系爭節目由言語主持，邀請 罰鍰
專家高御書、高群擔任來賓，鋪陳食品、精緻 NT$200,000
農產品及藥品中所含農藥、抗生素、重金屬及
戴奧辛等物質對人體有害或致癌，以及現代人
吃太多、吃太油造成心血管疾病，強調排
毒、保健之重要性，並提到10項對人體有害的
毒素，只要吃1樣（排毒藻）就可達到排毒保健
效果，藉以推介宣傳特定商品之效果與價
值。(二)主持人提到有一種神奇的物質可以排
毒、補充營養且可代謝身體34%的血脂。來賓高
御書提到排毒藻中所含微網纖維、葉綠素等元
素，具有排除體內有毒物質之效果，改善口
臭、體臭及便秘，且可補充身體所需養分，並
強調排毒藻確實能降低34%血脂。(三)主持人表
示沒有看過一種東西含有這麼多的排油成
分，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中的硒元素可以提
高免疫球蛋白和抗體，保護人體免於毒素及重
金屬傷害。(四)節目現場有排毒藻供來賓試
喝，螢幕並搭配「Vulgaris排毒藻」字樣。來
賓高御書表示，它有豐富的微量元素和礦物
質、微網纖維，所以會排出很多的垃圾及有毒
物質。主持人詢問女性若要氣色紅潤要吃什
麼？高御書表示要吃排毒藻，因為其葉綠素成
分是一般植物240%，使身體補血能力更好，並
富含蛋白質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一般牛奶的20倍，且含有亞麻仁油
酸及次亞麻仁油酸，可讓人體補充天然雌激
素。高御書表示，排毒藻還有幫助造血的鐵
質（菠菜的80倍、螺旋藻的12倍）及B12；其葉
綠素中的鎂離子可改善更年期情緒憂鬱或暴躁
問題；其PABA成分可避免毛髮變白及脫
落。(五)主持人表示若要代謝排毒則有「天天
五蔬果、健康跟著走」的口號，然若一天無法

第 2 頁 /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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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吃到5蔬果，或者其中有農藥，該怎麼辦？來賓
高御書表示，1公克的排毒藻相當1公斤蔬果的
膳食纖維和維生素，並當場拿起排毒藻表示一
顆排毒藻含有4千萬個排毒藻，因此可以代替天
天五蔬果，甚至可以代替一天五大盤青
菜。(六)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同時含有類
胡蘿蔔素、葉黃素、葉綠素、維生素A及鋅元素
等成分，可改善眼睛病變、退化及預防夜盲
症。若要提神醒腦、補充B群，最好還是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含有B1、B2、B6、B12成分。若是
長不高，也要吃排毒藻，因為排毒藻裡面的蛋
白質高達60%，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且消化力高達95%，且排毒藻
有CGF生長因子，可轉變為生長激素。若是胃潰
瘍，仍然要吃排毒藻，因為它有核酸
的DNA及RNA及修護蛋白，修復效果很好。若要
增加腸道益菌，還是要吃排毒藻，因為它含寡
糖，可幫助腸道乳酸菌及雙歧桿菌成長4倍，改
善便秘及腸道不適。若要長壽不得病，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富含鉀離子，可改善酸性體
質。(七)主持人詢問要如何買到真正好的排毒
藻？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必須用低溫高壓
的方式在3秒鐘內以澎爆法防止其中營養素被破
壞，因而它獲得了細胞澎爆法專利認證，它的
吸收率高達80%。(八)來賓高御書表示現代人飲
食習慣偏酸性，透過排毒藻，也就
是Vulgaris，它可以幫助身體酸鹼平衡。高御
書以圖卡呈現「藻吃藻健康、藻吃藻美
麗」，螢幕顯示節目諮詢專
線「0800-31-88-33」。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
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成分、價
值、功效及特色，並穿插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
比較心理等用語，且於攝影現場陳列並推介該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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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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特定商品，已明顯促銷、宣傳並過分突顯該特
定商品之價值，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
規定。
2 衛星娛樂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339370號
處分日期：
106/08/23

命運好好
玩

106/04/18
節目與廣告
21:30~2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雙魚座Mei：「……我現 罰鍰
在要介紹就是這個，香醋錠，讓我現在體態變 NT$400,000
得非常輕盈的東西……。」(二)來賓雙魚
座Mei將商品分發給主持人，並拿在手上介紹：
「為什麼一定要吃這種錠狀的，大家都知道
說，喝醋是對人體是好的對不對，可是問題
是，第一它醋的味道很嗆，不好聞，然後再來
它對牙齒是不好的，太酸了，你好喝的果
醋，它的熱量又很高，對不對，而且喝的沒有
錠狀來得好，因為錠狀它是濃縮濃縮再濃
縮。一日兩球，你就每天飯後飯前都可
以……它裡面有17種胺基酸，裡面有8種胺基酸
是人體沒有辦法自行合成的……它裡面還有一
種胺基酸，叫蘇胺酸，它可以防止你的脂肪堆
積，這個對你對我都很有效，尤其是你易胖體
質，然後你知道它這個在日本，有400萬人在吃
這個東西。……它是40年的老字號的那個，保
健健康的公司，然後再來它銷售1億袋，……吃
了這個，我排便不是變很順？我臉上，不會有
長很多有的沒的，所以我朋友都說，我氣色變
得很好。」查系爭節目於節目片尾揭露置入事
業體名稱，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訂定
之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
辦法等相關規定製播節目；惟節目內容及表現
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並展示商品
外觀及特色，解說使用方式，已明顯促銷、宣
傳前揭商品之價值，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
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3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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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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萊塢影視股份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83520號
處分日期：
106/08/24

有限公司

節目名稱

健康好自
在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106/06/01
節目與廣告
11:00~11:51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系爭節目由言語主持，邀請 警告
專家高御書、高群擔任來賓，鋪陳食品、精緻 NT$0
農產品及藥品中所含農藥、抗生素、重金屬及
戴奧辛等物質對人體有害或致癌，以及現代人
吃太多、吃太油造成心血管疾病，強調排
毒、保健之重要性，並提到10項對人體有害的
毒素，並表示只要吃一樣（排毒藻）就可達到
排毒保健效果，藉以推介宣傳特定商品之效果
與價值。(二)主持人提到有一種神奇的物質可
以排毒、補充營養且可代謝身體34%的血脂。來
賓高御書提到排毒藻中所含微網纖維、葉綠素
等元素，具有排除體內有毒物質之效果，改善
口臭、體臭及便秘，且可補充身體所需養
分，並強調排毒藻確實能降低34%血脂。(三)主
持人表示沒有看過一種東西含有這麼多的排油
成分，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中的硒元素可以
提高免疫球蛋白和抗體，保護人體免於毒素及
重金屬傷害。(四)節目現場有排毒藻供來賓試
喝，螢幕並搭配「Vulgaris排毒藻」字樣。來
賓高御書表示，它有豐富的微量元素和礦物
質、微網纖維，所以會排出很多的垃圾及有毒
物質。主持人詢問女性若要氣色紅潤要吃什
麼？高御書表示要吃排毒藻，因為其葉綠素成
分是一般植物240%，使身體補血能力更好，並
富含蛋白質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一般牛奶的20倍，且含有亞麻仁油
酸及次亞麻仁油酸，可讓人體補充天然雌激
素。高御書表示，排毒藻還有幫助造血的鐵
質（菠菜的80倍、螺旋藻的12倍）及B12；其葉
綠素中的鎂離子可改善更年期情緒憂鬱或暴躁
問題；其PABA成分可避免毛髮變白及脫
落。(五)主持人表示若要代謝排毒則有「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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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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五蔬果、健康跟著走」的口號，然若一天無法
吃到5蔬果，或者其中有農藥，該怎麼辦？來賓
高御書表示，1公克的排毒藻相當1公斤蔬果的
膳食纖維和維生素，並當場拿起排毒藻表示一
顆排毒藻含有4千萬個排毒藻，因此可以代替天
天五蔬果，甚至可以代替一天五大盤青
菜。(六)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同時含有類
胡蘿蔔素、葉黃素、葉綠素、維生素A及鋅元素
等成分，可改善眼睛病變、退化及預防夜盲
症。若要提神醒腦、補充B群，最好還是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含有B1、B2、B6、B12成分。若是
長不高，也要吃排毒藻，因為排毒藻裡面的蛋
白質高達60%，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且消化力高達95%，且排毒藻
有CGF生長因子，可轉變為生長激素。若是胃潰
瘍，仍然要吃排毒藻，因為它有核酸
的DNA及RNA及修護蛋白，修復效果很好。若要
增加腸道益菌，還是要吃排毒藻，因為它含寡
糖，可幫助腸道乳酸菌及雙歧桿菌成長4倍，改
善便秘及腸道不適。若要長壽不得病，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富含鉀離子，可改善酸性體
質。(七)主持人詢問要如何買到真正好的排毒
藻？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必須用低溫高壓
的方式在三秒鐘內以膨爆法防止其中營養素被
破壞，因而它獲得了細胞膨爆法專利認證，它
的吸收率高達80%。(八)來賓高御書表示現代人
飲食習慣偏酸性，透過排毒藻，也就
是Vulgaris，它可以幫助身體酸鹼平衡。高御
書以圖卡呈現「藻吃藻健康、藻吃藻美
麗」，螢幕顯示節目諮詢專
線「0800-202-58」。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覆
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成分、價
值、功效及特色，並穿插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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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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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比較心理等用語，且於攝影現場陳列並推介該
特定商品，已明顯促銷、宣傳並過分突顯該特
定商品之價值，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
規定。
4 好萊塢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83540號
處分日期：
106/08/24

健康好自
在

106/05/24
節目與廣告
11:00~11:51 未明顯分開

之內容略如下：(一)系爭節目由言語主持，邀 警告
請專家高御書、高群擔任來賓，鋪陳食品、精 NT$0
緻農產品及藥品中所含農藥、抗生素、重金屬
及戴奧辛等物質對人體有害或致癌，以及現代
人吃太多、吃太油造成心血管疾病，強調排
毒、保健之重要性，並提到10項對人體有害的
毒素，並表示只要吃一樣（排毒藻）就可達到
排毒保健效果，藉以推介宣傳特定商品之效果
與價值。(二)主持人提到有一種神奇的物質可
以排毒、補充營養且可代謝身體34%的血脂。來
賓高御書提到排毒藻中所含微網纖維、葉綠素
等元素，具有排除體內有毒物質之效果，改善
口臭、體臭及便秘，且可補充身體所需養
分，並強調排毒藻確實能降低34%血脂。(三)主
持人表示沒有看過一種東西含有這麼多的排油
成分，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中的硒元素可以
提高免疫球蛋白和抗體，保護人體免於毒素及
重金屬傷害。
(四)節目現場有排毒藻供來
賓試喝，螢幕並搭配「Vulgaris排毒藻」字
樣。來賓高御書表示，它有豐富的微量元素和
礦物質、微網纖維，所以會排出很多的垃圾及
有毒物質。主持人詢問女性若要氣色紅潤要吃
什麼？高御書表示要吃排毒藻，因為其葉綠素
成分是一般植物240%，使身體補血能力更
好，並富含蛋白質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一般牛奶的20倍，且含有亞麻仁油
酸及次亞麻仁油酸，可讓人體補充天然雌激
素。高御書表示，排毒藻還有幫助造血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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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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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質（菠菜的80倍、螺旋藻的12倍）及B12；其葉
綠素中的鎂離子可改善更年期情緒憂鬱或暴躁
問題；其PABA成分可避免毛髮變白及脫
落。(五)主持人表示若要代謝排毒則有「天天
五蔬果、健康跟著走」的口號，然若一天無法
吃到5蔬果，或者其中有農藥，該怎麼辦？來賓
高御書表示，1公克的排毒藻相當1公斤蔬果的
膳食纖維和維生素，並當場拿起排毒藻表示一
顆排毒藻含有4千萬個排毒藻，因此可以代替天
天五蔬果，甚至可以代替一天五大盤青
菜。(六)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同時含有類
胡蘿蔔素、葉黃素、葉綠素、維生素A及鋅元素
等成分，可改善眼睛病變、退化及預防夜盲
症。若要提神醒腦、補充B群，最好還是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含有B1、B2、B6、B12成分。若是
長不高，也要吃排毒藻，因為排毒藻裡面的蛋
白質高達60%，是一般肉類和大豆蛋白
的2到3倍，且消化力高達95%，且排毒藻
有CGF生長因子，可轉變為生長激素。若是胃潰
瘍，仍然要吃排毒藻，因為它有核酸
的DNA及RNA及修護蛋白，修復效果很好。若要
增加腸道益菌，還是要吃排毒藻，因為它含寡
糖，可幫助腸道乳酸菌及雙歧桿菌成長4倍，改
善便秘及腸道不適。若要長壽不得病，要吃排
毒藻，因為它富含鉀離子，可改善酸性體質。
(七)主持人詢問要如何買到真正好的排毒
藻？來賓高御書表示，排毒藻必須用低溫高壓
的方式在三秒鐘內以澎爆法防止其中營養素被
破壞，因而它獲得了細胞澎爆法專利認證，它
的吸收率高達80%。(八)來賓高御書表示現代人
飲食習慣偏酸性，透過排毒藻，也就
是Vulgaris，它可以幫助身體酸鹼平衡。高御
書以圖卡呈現「藻吃藻健康、藻吃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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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6/08/01~106/08/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麗」，螢幕顯示節目諮詢專
線「0800-202-258」。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
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成分、價
值、功效及特色，並穿插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
比較心理等用語，且於攝影現場陳列並推介該
特定商品，已明顯促銷、宣傳並過分突顯該特
定商品之價值，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
規定。

罰鍰：

2 件

警告：

2 件

核處金額：

NT$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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