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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代網際事業股

MUCH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280420號
處分日期：
107/08/01

健康好自
在

107/02/06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一)節目內容揭示綠藻是闕鴻達刻意培養
的，與一般水裡撈到的綠藻不一樣。刻意培養 NT$200,000
的綠藻，是選擇在生活環境嚴峻的火山口移植
而來，本身特別會排毒，在闕鴻達的培養池內
有全天候的照護，品質優良。主持人口述「我
們可以從影片中看到闕所長所研發的這一塊基
地，從培養皿什麼的，等於是一條龍的作
業。」(二)由特殊的「低溫膨爆法」將綠藻的
效能完全發揮，「瞬間膨爆乾燥法」是經過高
壓、高溫、瞬間膨爆的特殊方式使得小綠藻炸
開，讓消化率提高，強調其綠藻產品製程的特
出之處。(三)闕鴻達手持商品說明：「我吃這
個已經吃了40年，……，最重要的是它是全食
營養，裡面有一百多種(營養)……」。主持人
及來賓接續討論吃小綠藻的正面效果：「1天只
要吃15顆，3公克左右，就能補充這麼多的蔬菜
水果，就會營養平衡。」(四)節目末鏡面出現
節目諮詢專線「0800-320-333」，供觀眾諮詢
使用。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覆以正面且深入
方式介紹綠藻商品之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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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17570號
處分日期：
107/08/01

姐姐當家

107/02/12
節目與廣告
08:00~08:30 未明顯分開

(一)來賓林書煒手持「非變性膠原蛋白粉(甘味 罰鍰
人生鍵力膠原)」產品：「一般來講皮膚的膠原 NT$400,000
蛋白是一型膠原蛋白，然後吃膝蓋的是要『非
變性二型膠原蛋白粉』，而我找到的這個(手指
商品)是又有『一型膠原蛋白粉』，最重要的是
它也有『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粉』，它可以讓
我們膝蓋包括了退化性關節炎，可以得到一些
改善，然後也可以預防，全身上上下下的關
節……，媽媽手、網球手、板機指都需要『非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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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二型膠原蛋白粉』去保護它，我自己大概
試了一個多月後(將小腿往前踢)，沒聲！都沒
聲！而且蹲下去又站得起來(台語)」；(二)主
持人：「太好了！我都以為膠原蛋白，是在吃
漂亮的，不知道膠原蛋白現在有分二型的，二
型的它是在顧關節，那它的來源是哪裡？」林
書煒：「來源就是在這裡(手指現場準備的1顆
鮭魚頭)鮭魚的鼻軟骨，這個是很珍貴的來自日
本，這個廠牌也是日本非常大的百年廠牌，很
有信譽的」；(三)張曜任醫師：「事實上膠原
蛋白佔人體30%，它的功用，第一型幫助皮膚鎖
住水分讓皮膚更有彈性，更漂亮，二型膠原蛋
白其實很類似，它在我們關節軟骨內，除了構
成它的架構之外，另外它會結合一些醣蛋
白，我們所知道的軟骨素、甲殼素、玻尿
酸，幫助軟骨鎖住水份、讓軟骨更有彈性，如
果沒有補充足夠或者說合成變少，損耗變
大，它來源不足的話，我們的關節軟骨，將容
易喪失水份，它的彈性就會變差，變差之後你
日常生活中的衝擊，緩衝力就不夠了，就容易
受傷、容易磨損，最後就引起發炎反應性的退
化性關節炎等」，來賓哈孝遠：「是不是最後
可能就是要換人工關節？」張曜任醫師：「最
嚴重的情況，也有可能」；(四)來賓林書煒：
「我婆婆現在她78歲，不敢去換人工關節，但
照了核磁共振，骨頭磨骨頭了，中間的軟骨已
經沒有了……，婆婆是客家人她一直忍，可是
你知道那個痛是痛到，她再走一步就走不下
去，撐不下去了，後來我們就帶她做了PRP的治
療，其實費用很高、可是她好五成，我就
把『非變性的二型膠原蛋白』給她吃，她現在
已經從地獄到天堂了」；(五)藝人林書煒實驗
檢測：「於現場沖泡該產品與他牌產品後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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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強調『非變性的二型膠原蛋白粉』，我給
很多朋友跟長輩喝，他們接受度非常的高，分
子越小越容易吸收到體內，它是微造粉末、分
子非常小、馬上就已經吸收進去了，所以我們
從舌下吸收，我就是倒在嘴巴喝個水，它馬上
就已經溶解了」，主持人：「所以你的意思是
說，粉可以直接吃，然後你再配個水就可以
了」，林書煒手取出商品強調：「像這
樣1包，出國也很方便，我們有一群同伴每年都
會去跑馬拉松，我就1人分2包(手持非變性的二
型膠原蛋白粉(甘味人生鍵力膠原)」；(六)張
曜任醫師說明：「退化性關節炎有個重要關鍵
就是還是要運動，最重要的是保持我們肌肉的
力量、跟關節的穩定度，假設你磨損太高的時
候，剛剛書煒一直告訴我們『非變性的二型膠
原蛋白粉』，為何強調非變性，變性跟非變性
它的差別在於，變性的萃取是高溫加酸，非變
性是以低溫方法萃取，所以不會破壞它的三股
螺旋結構，這種結構體比較不容易被我們胃蛋
白?、胃酸所分解」。畫面疊印：「變性=高
溫+酸萃取、非變性=低溫萃取=保留營養結
構」，林書煒：「所以它可以通過胃酸，胃酸
很酸，所以它有效吸收率很高」；(七)張曜任
醫師補充說明：「另外在2008年10月有一個大
型研究，告訴我們說非變性，我們要強調『非
變性的二型膠原蛋白』它可以有效的減低關節
發炎的程度30%」，並於畫面疊印：「非變性二
型膠原可助減低關節發炎30%」，林書煒復宣
稱：「而且是國際期刊，我也是看了很多這個
資料，這讚！這不錯喔」；(八)來賓哈孝遠試
喝：「很香，很好喝完全沒有任何腥味，有香
香的那種水果的香味」，林書煒宣稱：「而且
你看它一下就溶解了，馬上就變成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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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很厲害」，主持人：「在家裡我們是直接
吃粉，再配一點水，或者是你要調在水裡面也
是可以，這樣方便啊！」；(九)來賓林書煒介
紹食用方式:「1天1包，如果是比較嚴重一
點、疼痛一點的1天2包，早上1包、晚
上1包」，哈孝遠:「可以再1包嗎？超好吃
的」，林書煒：「不行！這不是糖果，這成本
很高ㄟ」，哈孝遠：「這全部是鮭魚的鼻頭就
對了，超好喝的」；(十)來賓哈孝遠宣稱：
「自己保骨的方法係由吃豬皮來補充非變性二
型，而且皮膚也會好，比吃雞腳方
便……」，林書煒質疑：「可是它的量要吃很
大，你可能膝蓋還沒好，你的心血管就堵住
了，吃到心血管爆開來」，張曜任醫師說明：
「1公斤的豬皮僅萃取12克膠原蛋白，64公斤的
成年人1天要吃54公克」，主持人:「所以你
吃1公斤的豬只有12公克，所以你要吃5公斤的
豬，你吃到最後自己就變成1頭豬，肥到像1隻
豬」，張曜任醫師強調：「就像書煒講的容易
發胖，有三高的可能性」，林書煒強調：「我
們還是靠生化技術吧」；(十一)來賓林書煒：
「這個東西現在才出來，真的是等好久，它裡
面含有葡萄糖胺，它補的是?」，張曜任：「其
實葡萄糖胺就是促成我們的膠原蛋白、軟骨素
及甲殼素的前驅物質」，林書煒復強調：「它
還有軟骨素、還有鈣，所以就是一個非常完整
的去保護你關節膝蓋的一個很棒的膠原蛋白
粉」，主持人：「所以等於是把我們關節膝蓋
所需要的東西做成一個套裝了」；(十二)張曜
任醫師宣稱：「基本上補關節最重要當然就是
我們的膠原蛋白二型、軟骨素、玻尿酸、葡萄
糖胺、甲殼素、有機硫化物、紅藻鈣等等，如
果照她(林書煒)所說的這些產品都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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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非常有幫助，它應該很完整」；(十
三)來賓林書煒最後強調：「要提醒大家膠原蛋
白粉最好是空腹，空腹的話就吸收更好，早上
起來就1包。」；(十四)主持人結語：「我們每
個人都要好好愛惜自己的關節……，所以現在
有這麼高技術，做這麼好的東西，真的誠心跟
大家分享，你來吃吃看，有機會感受到，你若
卡卡請趕快補充，我們當女神不要卡卡！」林
書煒強調：「美麗又給力」；
(十五)另查
當日來賓林書煒及骨科醫師張曜任為「甘味人
生鍵力膠原」之產品代言人及推薦人。前揭節
目內容及表現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
商品「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粉(甘味人生鍵力膠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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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50630號
處分日期：
107/08/29

樂活一起
來

107/02/27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一)成分及功效：１、亮眼達人：「我特別要 罰鍰
說明一下『台灣綠蜂膠』，而且是台灣綠蜂膠 NT$200,000
裡面的PPLs這個成分，才能對我們的視神經不
只是修復，重點是還可以再生！」２、主持
人：「它那麼神奇，到底是什麼樣
子？」３、亮眼達人：「我跟大家講，PPLs非
常特別，它能夠幫你把這個視神經的細胞再生
以及分化，變大、變粗、變多、變長……這個
就叫做異戊二烯類黃酮（手持圖表)，這就是我
們的PPLs，而我特別要一直強調，不是所有的
綠蜂膠都有PPLs，而且我再強調，是只有臺
灣！」４、主持人：「它厲害到就是拿到很多
地方的專利是嗎？」５、亮眼達人：「對，沒
有錯！包含了臺灣、日本、美國、澳洲……而
且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國家視力委員會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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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為治療眼部疾病的化合物喔！」(二)實驗檢
測：現場比較一般蜂膠及台灣綠蜂膠之精純
度，其中綠蜂膠已脫脂去蠟較不刺激；另將蜂
膠加入水中，一般蜂膠立刻下沉，而綠蜂膠則
因分子小且吸收效益高，緩慢下沉。主持人表
示：「……可是現在使用了這一個(綠蜂
膠)，它真的就是滑順，就跟喝水那種感覺一
樣，也沒有怪味……那我們就吃這個綠蜂膠就
好了。」亮眼達人：「喔沒有，跟你講喔，這
個只是蜂膠，還是要提煉，因為如果你沒有
把PPLs提煉出來，你還是只是吃到蜂
膠。」(三)食用方式：１、亮眼達人：「以往
你用滴的，而且我跟你講，像這樣子的保存沒
有這麼簡單，所以你用粉劑的開始進化了，可
是粉劑的有一個問題，你要吃多少？」，主持
人：「出門在外真的很難耶！」亮眼達人：
「有的人還嗆到對不對？所以現在不要再問
了，我們每天就是1到2顆膠囊，我都幫你定量
做好（鏡頭拍攝膠囊）……。」２、亮眼達
人：「……所以不要吃錯，要吃台灣綠蜂
膠，而且是要臺灣的優質的綠蜂膠裡面
的PPLs」，主持人：「那我們平常中藥行買
嗎？」亮眼達人：「其實根本買不到，因為這
些都會被特定我們生技公司，現在把這個量全
部鎖起來，然後把它精煉出PPLs。」３、亮眼
達人：「……濃縮在1顆小小的膠囊裡
面，……我有維生素的ACE這些部位所需要的養
分，才能夠被完整的保護，才能夠釋放在我們
眼睛，得到說，吃1顆抵過人家吃10顆。」主持
人：「沒錯！因為1顆它大概可以抵一整天了
吧！」(四)節目末段搭配諮詢專線：
１、主持人：「你趕快去查詢一下，或是上
網搜尋一下，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東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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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才有的綠蜂膠裡面的成分，叫PPLs。」亮
眼達人：「我再次強調，其他國家是完全提煉
不出PPLs……。」２、片尾鏡面顯示節目諮詢
專線：「0800-31-88-33」。旨揭節目內容以正
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之成分、功效及特
色，藉由實驗檢測突顯該商品價值，並於節目
最後搭配諮詢專線，已具明顯促銷及宣傳商品
之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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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60550號
處分日期：
107/08/29

樂活聊天
室

107/01/29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一)江中博比較傳統魚油與南極冰洋磷蝦油捕 罰鍰
撈及加工過程之優劣，強調挪威的南極冰洋磷 NT$200,000
蝦油係自有南極海洋生物公約把關的無汙染深
海，以一條龍式生產，引流捕撈磷蝦上來之
後，直接在船上萃取(字卡搭配：引流捕撈法
生態技術獨步全球)，並表示：「它在這整個過
程，經過了國際所有你聽過的組織認證過
的，有19項專利」；「它很珍貴……1萬隻的磷
蝦，才能夠萃取出1公斤……它是天然的極
品。」（字卡搭配：南極冰洋紅寶石 營養價值
珍貴）(二)石雅雯比較魚油、海豹油及磷蝦油
來源、捕抓方式、營養成分、人體吸收效率等
優劣差異，並表示：「磷蝦油它來
講DPA、DHA之外，它還有蝦紅素、磷脂質，它
就比魚油更好更珍貴，更多的營養素……它沒
有任何的汙染，但是魚油你哪裡來的不知
道」。主持人李冠儀提示1顆磷蝦油可抵3顆魚
油，以凸顯該特定商品之價值。(三)石雅雯於
錄影現場以實驗方式呈現磷蝦油乳化油脂效
果，並強調其對身體好處在於，是以好的油帶
走不好的油。江中博以現代好發之心血管疾病
為舉例，手持磷蝦油乳化油脂後之成果，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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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示「多少企業家名人都是死於心血管疾病，可
是這時候我再看到這個東西，這真是好東
西」。(四)主持人李冠儀表示，有一個長輩常
覺得眼睛痠澀，但就醫吃藥或營養補給品都沒
有用，後來因為吃了磷蝦油之後，眼睛開始變
得比較亮，甚至於老花眼改善了。江中博並表
示，磷蝦油可讓腦細胞不斷地處在最佳狀
態（字卡搭配：健康有遠見 吃好油保持最佳狀
態）。石雅雯也表示，磷蝦油是全家的保健元
素。(五)石雅雯表示，要挑選鮮紅色的磷蝦
油，才是好品質的磷蝦（鏡面顯示一般暗紅色
磷蝦油與鮮紅色南極磷蝦油；字卡搭配：磷蝦
油 紅寶石般的鮮紅色才是極品），並於現場呈
現該特定商品膠囊；江中博表示，要注意磷蝦
油是否以南極破冰船捕撈、是否符合南極海洋
生物公約及是否引流捕撈等，自己是磷蝦油愛
用者，並推薦觀眾要買品質好的磷蝦
油。(六)節目末段顯示諮詢專
線0800-333-580。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以正面
方式介紹特定商品磷蝦油之成分、價值、功效
及特色，且於現場以實驗方式展示並使用前揭
商品，並穿插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比較心理等
用語，已具明顯促銷、宣傳並突顯該特定商品
價值之意涵，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罰鍰：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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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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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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