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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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高點電視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94550號
處分日期：
107/05/04

節目名稱
健康好自
在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7/05/01~107/05/31

違法事實

1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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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略如下：(一)第一段：１、該段節目由吳 警告
中純主持，邀請美麗達人徐植蓉、影劇記者陳 NT$0
玲玲擔任來賓，討論保養、抗老及追尋美麗等
議題，鋪陳老化對於外表之影響，強調醫學美
容解決前述問題之副作用及侷限性，並提及瑞
士活細胞膠囊雖有維持青春美麗之效，卻已
為10年前之產品，藉以對比突顯美國太空藻膠
囊對於抗老化之功效及價值。２、吳中純：
「有更先進的，可以打敗瑞士抗老技術的方
法？」徐植蓉表示，有更好的方法是來自美國
太空總署讓太空人帶上太空吃的超級食物「束
絲藻」，它體積非常小，但功能是體積的幾百
倍；徐植蓉並介紹，束絲藻亦稱作太空藻，並
手持看板示意內容：「21世紀珍貴綠寶石-束絲
藻：鈣質是牛奶的5倍、鐵質是菠菜的50倍、蛋
白質是魚、家禽類的3倍、β-胡蘿蔔素是胡蘿
蔔的2倍等」(鏡面字幕顯示束絲藻營養高 對人
體好處多多)，並表示束絲藻的效果是瑞士活細
胞膠囊的10倍。３、吳中純表示：「所以妳的
美麗青春的方法就是，束絲藻再加上鮭魚白
子。」徐植蓉表示，現在這種萃取技術專利多
的不得了，以及義大利α-GPC的萃取技術，渠
美麗法寶就是手持看板所示美國束絲藻精
華、義大利α-GPC、日本鮭魚精巢萃取、西班
牙玻尿酸萃取等四合一。徐植蓉表示，「青春
密碼」就是從皮膚、手指頭、脖子、臉到身材
體態，全部都顧好了。４、陳玲玲表示，要
吃10顆瑞士活細胞膠囊才有她1顆(指徐植蓉推
介之青春密碼)的效果，那當然趕快吃這個，而
且就經濟效益而言比較划算，比起打細胞活
化、玻尿酸或肉毒桿菌等，花好多錢，不如她
這樣一顆全部搞定。５、末段，吳中純表示：
「保養的方法，每個人不盡相同，但是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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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節目，你會找到一個最先進、最現代、最科
技萃取的、最好的方法，因為它有臨床的實
驗，還有世界各國的專利的證明，青春密
碼，找對正確的方法。」鏡面並搭配節目諮詢
電話0800-333-580。(二)第二段：１、該段節
目由洪素卿主持，邀請食療達人郭玉芳、保健
達人徐業麟擔任來賓，討論現代人生活型
態、壓力及飲食習慣對於血液循環造成負面影
響，鋪陳血液清澈、血管暢通對於健康之重要
性，提及準備各種養生食材保養血管耗費心
力、時間、金錢及風險，藉以對比突顯日本地
龍酵素對於血液循環之正面功效及價
值。２、徐業麟表示，日本地龍酵素是世界唯
一公認可以清除新舊血栓，以其纖維蛋白之水
解酵素，溶解栓塞利其代謝出身體之外。再
者，地龍酵素的蛋白酶是活化細胞的鑰匙，啟
動活化細胞的機制，幫助衰弱器官重新活
化。第三，地龍酵素具有標靶向，除了解栓塞
之外，還有凝血作用，是雙向調節的。徐業麟
並表示江湖上流行一句話：「地龍一翻身，疑
難雜症不來跟，長年百病也除根。」，地龍酵
素可逐步改善達最好效果。３、徐業麟表
示，日本地龍酵素不同於傳統地龍粉，是特別
品種，以訂製箱養殖，避免重金屬汙染、農藥
殘留，再以最新製造技術造粉、造粒(鏡面字
幕：科技萃取 製程嚴謹)，使最精華濃縮的部
分讓人體可以直接吸收。三高族群、肥胖
者、生活壓力大、有家族病史者等，皆適合吃
日本地龍酵素。４、徐業麟表示，拜生物科技
所賜，日本地龍酵素是以真空膠囊填充，維持
物性不遭受外界破壞，讓人可以更有效率、更
有時間性地使用，且外出方便攜帶。５、末
段，主持人作結表示，若要活久，血管要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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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Q，血液不能有太多雜質，可以日常運動、注
意飲食及新奇的酵素等各種方法，適度地放在
生活之中，就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節目並
搭配節目諮詢電話：0800-333-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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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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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30420號
處分日期：
107/05/10

樂活一起
來

107/02/11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該節目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 罰鍰
比起缺少蝦紅素的一般磷蝦油，品質更好，富 NT$200,000
含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維生
素A、D、E，可幫助人體除油、減糖，並介紹挪
威撈捕、加工、製造、安檢、環境保護及衛星
定位等技術，以凸顯南極冰洋磷蝦油之價
值。(二)石雅雯專家比較植物油與磷蝦油之優
劣，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親水親油的磷脂結
構，對人體而言吸收快、乳化油脂快，能幫助
人體減少血管內臟累積的血油，避免血栓與爆
血管的問題。石雅雯表示，目前除了南極冰洋
磷蝦油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油脂，有它這麼
多、這麼好的效益，而且它還能避免肝纖維
化、肝硬化。(三)該節目呈現透過南極冰洋磷
蝦油，可迅速降低體內多種危害性油脂，並引
用黃康寧博士表示一般魚油的DHA、EPA是三酸
甘油脂的親油性結構，人體吸收率不高，而南
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膽鹼、磷酸，是親水親油性
的特殊磷脂結構，人體吸收率非常高，是魚
油15倍以上。一顆500mg磷蝦油比3顆魚油多
了40倍除油效益。節目亦表示，美國權威抗氧
化研究室也證實南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蝦紅
素，抗氧化力高達378，抑制自由基效率比魚油

第 4 頁 / 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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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1~107/05/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多48倍以上。(四)黃願心專家表示，南極冰洋
磷蝦油磷脂結構跟腦細胞膜組成相當類似，其
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及PS磷脂
醯絲胺酸等成分，能幫助人體滋養神經，保護
腦細胞膜不受到氧化而老化。且南極冰洋磷蝦
油亦有類似抗憂鬱物質的效果。黃願心亦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亦能抑制發炎的過程，且
能抑制自由基對關節的氧化損傷，並能阻止糖
尿病導致發炎的過程，還能連帶降低體內血
糖。節目亦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能避免眼睛疲
勞、酸澀及疼痛等。(五)徐愛婷專家表示，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比較簡單、安全的，沒有人為
發酵的因素，其價值在於不飽和脂肪酸和抗氧
化物質。節目旁白亦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炙
手可熱原因在於它能降血油又能降血糖，且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唯一含有超強抗氧化的蝦紅
素，不易氧化變質。(六)石雅雯專家表示，人
造脂肪是造成血管阻塞的兇手，所以要多補充
南極冰洋磷蝦油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利用它乳化
脂肪的作用，來清除血脂肪，降低血管硬化和
細胞膜硬化。(七)該節目呈現數位消費者試用
案例，大都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使用前後，健
康檢查報告之差異，以及生活品質感受之差
別。該節目呈現受訪者案例，皆認為南極冰洋
磷蝦油有降低血脂、血壓或膽固醇之正面效
果。(八)該節目穿插短劇呈現，只要吃南極冰
洋磷蝦油，就可取代各種降血糖、降血脂、降
膽固醇、補腦、消炎、保養眼睛及顧肝草藥等
等藥品及保健食品。(九)末段，節目旁白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既能除油減糖又能抗氧
化及保護眼睛的神奇之寶，吃一顆南極冰洋磷
蝦油，遠遠勝過七八種的保健食品，對於健康
等於買了多重保險，但由於仿冒品多，購買時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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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明挪威生產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南極冰洋磷
蝦油。節目並搭配諮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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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南極冰洋磷蝦油
膠囊之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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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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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萊塢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37500號
處分日期：
107/05/10

健康好自
在

107/02/11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該節目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 罰鍰
比起缺少蝦紅素的一般磷蝦油，品質更好，富 NT$400,000
含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維生
素A、D、E，可幫助人體除油、減糖，並介紹挪
威撈捕、加工、製造、安檢、環境保護及衛星
定位等技術，以凸顯南極冰洋磷蝦油之價
值。(二)石雅雯專家比較植物油與磷蝦油之優
劣，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親水親油的磷脂結
構，對人體而言吸收快、乳化油脂快，能幫助
人體減少血管內臟累積的血油，避免血栓與爆
血管的問題。石雅雯表示，目前除了南極冰洋
磷蝦油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油脂，有它這麼
多、這麼好的效益，而且它還能避免肝纖維
化、肝硬化。(三)該節目呈現透過南極冰洋磷
蝦油，可迅速降低體內多種危害性油脂，並引
用黃康寧博士表示一般魚油的DHA、EPA是三酸
甘油脂的親油性結構，人體吸收率不高，而南
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膽鹼、磷酸，是親水親油性
的特殊磷脂結構，人體吸收率非常高，是魚
油15倍以上。一顆500mg磷蝦油比3顆魚油多
了40倍除油效益。節目亦表示，美國權威抗氧
化研究室也證實南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蝦紅
素，抗氧化力高達378，抑制自由基效率比魚油
多48倍以上。(四)黃願心專家表示，南極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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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蝦油磷脂結構跟腦細胞膜組成相當類似，其
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及PS磷脂
醯絲胺酸等成分，能幫助人體滋養神經，保護
腦細胞膜不受到氧化而老化。且南極冰洋磷蝦
油亦有類似抗憂鬱物質的效果。黃願心亦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亦能抑制發炎的過程，且
能抑制自由基對關節的氧化損傷，並能阻止糖
尿病導致發炎的過程，還能連帶降低體內血
糖。節目亦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能避免眼睛疲
勞、酸澀及疼痛等。(五)徐愛婷專家表示，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比較簡單、安全的，沒有人為
發酵的因素，其價值在於不飽和脂肪酸和抗氧
化物質。節目旁白亦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炙
手可熱原因在於它能降血油又能降血糖，且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唯一含有超強抗氧化的蝦紅
素，不易氧化變質。(六)石雅雯專家表示，人
造脂肪是造成血管阻塞的兇手，所以要多補充
南極冰洋磷蝦油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利用它乳化
脂肪的作用，來清除血脂肪，降低血管硬化和
細胞膜硬化。(七)該節目呈現數位消費者試用
案例，大都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使用前後，健
康檢查報告之差異，以及生活品質感受之差
別。該節目呈現受訪者案例，皆認為南極冰洋
磷蝦油有降低血脂、血壓或膽固醇之正面效
果。(八)該節目穿插短劇呈現，只要吃南極冰
洋磷蝦油，就可取代各種降血糖、降血脂、降
膽固醇、補腦、消炎、保養眼睛及顧肝草藥等
等藥品及保健食品。 (九)末段，節目旁白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既能除油減糖又能抗氧
化及保護眼睛的神奇之寶，吃一顆南極冰洋磷
蝦油，遠遠勝過七八種的保健食品，對於健康
等於買了多重保險，但由於仿冒品多，購買時
應認明挪威生產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南極冰洋磷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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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油。節目並搭配諮詢專
線「0800-029-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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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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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歡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07570號
處分日期：
107/05/17

活力生活
家

107/01/05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該節目由江中博主持，邀請 罰鍰
NT$200,000
黃康寧博士、張鈺崎營養師、陳秋鳳、王進
財、呂宗興及呂健豪等擔任來賓，討論人體骨
頭保健之重要性，由黃康寧博士表示現代人生
活習慣及姿勢不良對於骨頭造成之負面影
響，並由黃康寧博士及張鈺崎營養師等人鋪陳
初乳蛋白胜肽、二型膠原蛋白等對於軟骨組織
增生之功效，強調各元素要有一定的黃金比
例，才能有效使身體吸收以保養骨頭，其他來
賓以自身為成功案例分享使用心得及效
果。(二)主持人邀請其他3位來賓作為成功案例
之分享。首先是開了3次刀、70歲的陳秋鳳，其
現場直接表演劈腿，並表示吃了孩子買的保養
品，經過3個月至半年搭配復健就有效果（字幕
搭配：短短幾個月!效果立現!）；黃康寧博士
補充說明表示需要有二型膠原蛋白、葡萄糖
胺、軟骨素、玻尿酸等完美配方，有一個黃金
比例，才能建構靈活的關節（字幕搭配：二型
膠原蛋白搭配黃金比例營養素 補硬兼補
軟）。(三)第二位是王進財，65歲，因骨質疏
鬆又車禍造成膝蓋骨折，後來吃了女兒買的保
養骨頭的，3個月之後，拐杖也不用拿了（字幕
搭配：短短幾個月!神奇復原!），並在現場與
陳秋鳳表演國標舞。(四)接著，江中博詢問：
「剛剛2位爺爺奶奶都提到，就是他們的兒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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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吃1種保養品，醫生我就要問了喔，那這
樣的保養品裡面的成分，尤其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些，它真的有辦法對骨質疏鬆有幫助
嗎？」黃康寧博士表示：「所以這就是要有特
殊的配方，黃金比例，補對東西」(字幕搭
配：黃金比例營養素 才能完整補充!)。接
著，張鈺崎營養師手持「骨骼關節修復大補
帖」看板表示，他們吃的保養品裡面絕對有這
個膠原蛋白(以筆指II型膠原蛋白Kolla2)，不
只可使骨頭變年輕，連外表都變年輕。再由江
中博與黃康寧表示，黃金比例才能治標治本(字
幕搭配：黃金比例營養素 治標兼治
本!)。(五)張鈺崎表示，除補足膠原蛋白
外，來自愛爾蘭大西洋的珍寶─紅藻鈣，及來
自日本琉球外海的珊瑚鈣，是最好吸收的
鈣，再加上初乳蛋白胜肽，就是一個完美的組
合。張鈺崎表示，除了MSM之外，還要有鳳梨酵
素、薑黃等元素(字幕搭配：二型膠原蛋白搭配
黃金比例營養素 補充完整營養)。(六)主持人
江中博請張鈺崎將手中「骨骼關節修復大補
帖」看板再給觀眾看一下，並表示：「認清這
個黃金比例，這個保養品吃下去才是有用
的」(字幕搭配：認清完美組合比例)。(七)張
鈺崎表示：「最好的鈣其實是在愛爾蘭大西洋
的珍寶，紅藻鈣，它可以有百分之四十的吸收
量，它是全部鈣質裡面最高的，那日本外海的
這個珊瑚鈣，它也是西醫認為吸收鈣最好的鈣
質，你吃對了鈣質，在這個黃金時段吃，你不
高都難。」江中博表示：「紅藻鈣、珊瑚鈣而
且是日本專利。」黃康寧表示：「一般外面的
鈣，可能你吸收只有10-15%，它這個可以高
達40%，等於一般市面上的三倍。」(字幕搭
配：吸收率高達40%，遠超逾市售的三倍之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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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接者由呂宗興，58歲，身高162公分，見證
表示擔心兒子長不高，後來朋友介紹那一味不
錯，後來買來給兒子吃，1天3次，現在兒子呂
健豪有181公分，並於現場見證。主持人江中博
再度詢問黃康寧博士：「剛剛他們說他們吃這
些補給的保養品，那這些成分是怎麼樣可以讓
矮子興(指呂宗興)生的孩子變長腳豪(指呂健
豪)？」黃康寧表示，遺傳不是絕對的，後天調
理很重要，補軟也要補硬。張鈺崎補充表
示，軟的方面，軟骨素、葡萄糖胺、玻尿
酸，缺一不可，可是要有一個黃金比例；鈣質
方面也是一樣要黃金比例，不只補鈣，還要增
強吸收力，所以要用對東西。黃康寧表示：
「這叫做全方位的黃金比例。」（字幕搭
配：全方面黃金比例營養素 一次到
位!）(九)江中博表示：「張營養師，因為我剛
剛有向您詢問就是說，你有提到了這樣的一個
黃金比例，尤其這裡頭的鈣，它的這個效
果，可是那市售的就沒效嗎？」張鈺崎表示：
「不是沒效，而是它吸收率沒那麼好，你要吃
的鈣是能夠吸收的，不是你吃進去就保證沒事
的……除了好吸收之外，你還要保有它，保住
它，用什麼？用膠原蛋白，……它專門是把這
些營養質保住的」(字幕搭配：普通市售 良莠
不齊 吸收有限)。黃康寧並表示，二型膠原蛋
白有多國的專利，最厲害的地方在於眼睛玻璃
體、皮膚真皮層、關節軟骨及脊椎椎間盤等之
臨床應用，可全方位照顧前述部位。(十)末
段，鏡面顯示0800-203-339節目諮詢專線。旨
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
含有幫助骨骼健康的黃金比例(二型膠原蛋
白)之商品，描述該等商品之特色、成分及效
果，並穿插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比較心理等用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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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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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歡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97940號
處分日期：
107/05/24

活力生活
家

107/01/26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該節目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 罰鍰
比起缺少蝦紅素的一般磷蝦油，品質更好，富 NT$200,000
含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維生
素A、D、E，可幫助人體除油、減糖，並介紹挪
威撈捕、加工、製造、安檢、環境保護及衛星
定位等技術，以凸顯南極冰洋磷蝦油之價
值。(二)石雅雯專家比較植物油與磷蝦油之優
劣，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親水親油的磷脂結
構，對人體而言吸收快、乳化油脂快，能幫助
人體減少血管內臟累積的血油，避免血栓與爆
血管的問題。石雅雯表示，目前除了南極冰洋
磷蝦油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油脂，有它這麼
多、這麼好的效益，而且它還能避免肝纖維
化、肝硬化。(三)該節目呈現透過南極冰洋磷
蝦油，可迅速降低體內多種危害性油脂，並引
用黃康寧博士表示一般魚油的DHA、EPA是三酸
甘油脂的親油性結構，人體吸收率不高，而南
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膽鹼、磷酸，是親水親油性
的特殊磷脂結構，人體吸收率非常高，是魚
油15倍以上。一顆500mg磷蝦油比3顆魚油多
了40倍除油效益。節目亦表示，美國權威抗氧
化研究室也證實南極冰洋磷蝦油含有蝦紅
素，抗氧化力高達378，抑制自由基效率比魚油
多48倍以上。(四)黃願心專家表示，南極冰洋
磷蝦油磷脂結構跟腦細胞膜組成相當類似，其
磷脂質、omega-3、DHA、EPA、蝦紅素及PS磷脂
醯絲胺酸等成分，能幫助人體滋養神經，保護
腦細胞膜不受到氧化而老化。且南極冰洋磷蝦
油亦有類似抗憂鬱物質的效果。黃願心亦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亦能抑制發炎的過程，且

第 11 頁 / 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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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1~107/05/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能抑制自由基對關節的氧化損傷，並能阻止糖
尿病導致發炎的過程，還能連帶降低體內血
糖。節目亦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能避免眼睛疲
勞、酸澀及疼痛等。(五)徐愛婷專家表示，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比較簡單、安全的，沒有人為
發酵的因素，其價值在於不飽和脂肪酸和抗氧
化物質。節目旁白亦表示，南極冰洋磷蝦油炙
手可熱原因在於它能降血油又能降血糖，且南
極冰洋磷蝦油是唯一含有超強抗氧化的蝦紅
素，不易氧化變質。(六)石雅雯專家表示，人
造脂肪是造成血管阻塞的兇手，所以要多補充
南極冰洋磷蝦油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利用它乳化
脂肪的作用，來清除血脂肪，降低血管硬化和
細胞膜硬化。(七)該節目呈現數位消費者試用
案例，大都呈現南極冰洋磷蝦油使用前後，健
康檢查報告之差異，以及生活品質感受之差
別。該節目呈現受訪者案例，皆認為南極冰洋
磷蝦油有降低血脂、血壓或膽固醇之正面效
果。(八)該節目穿插短劇呈現，只要吃南極冰
洋磷蝦油，就可取代各種降血糖、降血脂、降
膽固醇、補腦、消炎、保養眼睛及顧肝草藥等
等藥品及保健食品。(九)末段，節目旁白表
示，南極冰洋磷蝦油是既能除油減糖又能抗氧
化及保護眼睛的神奇之寶，吃一顆南極冰洋磷
蝦油，遠遠勝過七八種的保健食品，對於健康
等於買了多重保險，但由於仿冒品多，購買時
應認明挪威生產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南極冰洋磷
蝦油。節目並搭配諮詢專
線「0800-203-339」。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
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挪威南極冰洋磷蝦油
膠囊之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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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顯促
銷、宣傳並過分突顯該特定商品之價值，已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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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罰鍰：

4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1,0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