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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0925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民視七點
晚間新
聞「護鯊
哥嗆聲下
劇毒殺人
恐涉恐嚇
公共
罪」新聞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8:57~19:27 序或善良風
俗

罰鍰
播出「護鯊哥嗆聲下劇毒殺人 恐涉恐嚇公共
罪」新聞，引用包含恐嚇性字眼之護鯊哥臉書 NT$200,000
影片，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3款規定內容
如下：我已經派了1,300名的鬥士下去所有全臺
灣的魚翅店，還有賣魚翅的商家，把這些商家
的魚翅羹裡面，全部下劇毒，讓這些有錢想吃
魚翅的人，毒死你！ 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毒
死你們！你知道嗎，我恨死你們了！前揭內容
引用護鯊哥臉書自拍影片，言辭充滿仇恨並涉
及恐嚇公眾行為，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
第3款規定。

2 中國電視事業股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07670號
處分日期：
107/05/09

「植物活
素樂活有
方」節目

106/12/07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節目介紹煉梅資訊時，受訪來
賓「青梅王子」提及：「後來讓我發現了一個
東西，叫做這個煉梅」時，來賓同時指出特定
的金煉梅產品外觀，並手持特定片裝丸狀煉梅
產品，順勢介紹「這個，非常方便而且很好
吃」、「這個東西真的很厲害，我每次講到這
個東西都很驕傲，它是台灣嘉義的在地小
農，他們已經做了超過一甲子，傳承三代，它
好到連日本人都來跟他們搶購，因為一般的梅
精它很好，可是它只有梅肉的養分而已，可是
這一家很厲害，他從梅皮到梅肉到梅核，它是
全食物的營養（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
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
裝）。(二)「青梅王子」提及：他原來是我們
的台灣之光，他是我們台灣的在地小農，從民
國初年做到現在，他那塊土地，連施肥都
沒，更不要講農藥，全部都是純天然的去
做，我覺得他的這個職人的感動，讓我覺得每
次講到嘉義的梅子，我都覺得很驕傲。所以我
才會跟朋友每次吃完飯，我都發煉梅給大家
吃（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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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丸狀煉
梅）。(三)主持人與來賓進一步對談如何選擇
煉梅時，主持人提及：你是會比較特別for家鄉
嘉義，來賓順勢推介：因為他們都是採用自然
無毒、製程是台灣唯一、採用全食物營養、品
質好到日本來跟他們搶購(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
頭大特寫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
及丸狀煉梅)，低溫烹調、光從梅精煉到煉梅要
經過10天10夜低溫烘乾、濕度溫度要控制很
好(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丸狀煉梅)，變成
煉梅後我們裡面還有加入一點點的蜂蜜、山藥
泥，使口感回甘。(四)節目介紹新式及舊式煉
梅製程比較時，來賓提及：以科技萃取它可以
保留所有的營養成分，濃縮1顆等於25顆青
梅（畫面同時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
梅」字樣的特定產品外包裝及罐裝產品外
觀），全食物營養相當不容易，純粹藉山藥泥
結構凝結製成丸狀，這個東西裡面就三個東
西，包含約98%青梅，約1%是山藥加入蜂蜜調
味，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口感特別好（畫面同時
以近距離鏡頭大特寫有「金煉梅」字樣的特定
產品外包裝、罐裝產品外觀及丸狀煉梅），且
方便、原料清楚、無負擔、ＣＰ值高等。前揭
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意
涵，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
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3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74180號
處分日期：
107/05/16

幸福來了

107/02/20
違反電視置
20:00~22:30 入行銷及贊
助管理辦法

其中於20時12分許播出立法委員陳亭妃參與演
出之片段，片中陳亭妃身著競選服裝與競選車
隊到一處公園拜票，巧遇劇中人物李真美與高
文隆，雙方寒暄時，陳亭妃對高文隆說：「你
有夠內行，因為臺南的水果就像臺南人一樣實

罰鍰
NT$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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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跟你們一樣，你們要到地方行口
去挑最好吃的水果，我要行遍遍、走透透，去
聽民眾的需要。」高文隆說：「辛苦了，下雨
天還要跑行程。」陳亭妃回答：「不不不，不
辛苦，基本上走到哪裡聽到民眾的需要，幫他
們解決問題， 一步一腳印，看到他們的笑容我
們就很高興了。」李真美接著說：「我們也跟
委員一樣，為了讓消費者吃到最好吃的水
果，拜訪再多的果農；跑再多果園，都不會感
到辛苦。」陳亭妃回應：「你們要加油，我們
要拜託你們了，要把我們臺南的水果行銷出
去！」、「我代臺南的果農向你們道謝喔！感
謝喔！我們先走了，繼續我的行程。」等內
容，有為個人行銷、宣傳等置入行為，惟未依
規定於該節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置入者之名
稱或商標，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之3第2項
規定所定辦法。
4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67470號
處分日期：
107/08/29

元氣加油
站

107/02/03
節目與廣告
14:30~15: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主持人邀請來賓曾華良藥師及 罰鍰
奾淇說明健康牙齒的重要性，隨即說明正確刷 NT$800,000
牙的方式，以及如何運用好的牙刷來保持牙齒
健康，隨後介紹光觸媒牙刷已經在日本銷售1千
萬支，並得到15國專利。 (二)主持人與來賓
配合一段影片說明這支牙刷與一般音波牙刷不
一樣，它有光觸媒。牙刷震動加光觸媒會產生
負離子，牙菌斑靠震動去除掉，雙效合一。主
持人指岡山大學做過實驗，刷到第50次時牙菌
斑明顯變少，牙刷利用半導體、紫外線及二氧
化鈦做出雙負離子，可以去除牙菌斑。(三)來
賓表示，光觸媒是運用太陽的紫外線，可以淨
水、防汙、防霉、醫療、抗菌、空氣淨化
等，是一種光的淨化，無副作用，這支牙刷有
一個太陽能板、透過電池到二氧化鈦，產生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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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離子，降低牙菌斑的黏著力。(四)音波牙刷
靠高聲波把牙菌斑震動下來，不像傳統牙刷會
磨損牙齦。可以有效清除牙菌斑又不會傷害牙
齦，音波震動會帶動口中唾液，形成強力水
流，沖刷齒間異物，保持牙縫的清潔
度。(五)又查上揭產品「光觸媒牙刷」於「消
費高手一起購」網站中販售。(六)前揭內容經
民眾檢舉明顯為特定商品「光觸媒牙刷（光觸
媒音波震動牙刷）」進行宣傳，涉有節目未能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違反前揭
法令規定。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
品宣傳之意涵，致節目未能辨認，並與其所插
播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
定。
5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第一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98720號
處分日期：
107/08/31

型男好生
活

107/02/03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可打豆漿熱煮：這台臺灣專利 警告
NT$0
機器，面板是觸控式，有安全防呆裝
置，有15種程式，可以做上百種料理。主持人
請來賓鄭坤輝現場示範操作製作豆漿，強調乾
豆也可以煮，不用泡，跟以前的阿嬤一樣邊煮
邊熬才會香。(二)生機調理：將生食和熟食做
區隔，有熱食的破壁杯與生食的生機調理
杯，如果把生機調理杯放上加熱，則無法啟動
加熱，有安全設計。主持人請來賓鄭坤輝示範
綜合莓果碗之料理方式。(三)可煎牛排：來賓
鄭玉豐表示這項專利還有煎、煮、炒、炸、燉
的功能，來賓鄭坤輝在機器上擺上1個煎鍋，在
觸控式螢幕選擇「鐵板燒」選項，示範煎牛
排。來賓並強調這部機器可以直接煎從冷凍庫
拿出來的牛排，不需要退冰，而且可以把養分
包在肉裡面，所以不會有血水。(四)強調安全
設計：空鍋如果燒2小時，機器會自動斷電，其
次，機器底部有個溫升控制，溫度升到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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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點，也會斷電。(五)慢燉鍋的設計原理是
讓溫度在100度和95度之間不斷循環，不會一直
沸騰或乾燒，來賓鄭坤輝示範蒸籠百匯海鮮
粥。(六)可煮開水或養生茶飲：除了破壁
杯、生機調理杯、煎鍋外，還可放水壺煮開水
泡茶、咖啡，設定一定溫度，可24小時維持恆
溫。(七)上述內容經民眾檢舉涉有節目未能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違反前揭法
令規定。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
宣傳之意涵，致節目未能辨認，並與其所插播
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
前段規定。
6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01600號
處分日期：
107/09/19

消費高手

107/01/29
節目與廣告
08:00~08: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巨無霸纖維飲：1.、主持人先 罰鍰
NT$800,000
以導播使用產品前後照片對照，說明才2個
月，該名導播已經減輕體重5公斤。２、主持人
邀請2位來賓現場展示好身材，對照以前照
片，強調來賓體態、腰線、腿全部都不一
樣，主持人說2人以前都像歐巴桑，現在判若兩
人。３、來賓說看「消費高手」介紹這個產
品，就買來喝，第1天喝就有感覺，以前喜歡
吃buffet，要吃很多很多，但現在飯前
吃1包，只要吃一點點就有很大的滿足
感。４、主持人說明巨無霸纖維飲有大的日本
清水魔芋纖維、大蘑菇纖維、大洋車前子纖
維，主要3功能就是膨、包、排，膨就是可以膨
脹200倍，可以控制食慾比較不會餓；包就是包
覆力有800倍，可以包覆食物、澱粉、油，可以
阻斷熱量不吸收；排就是有5根香蕉的排空
力，可以讓你順順暢暢。５、主持人以研究顯
示巨無霸纖維飲的排便效果，連續使用2週
後，在16個受試者中有14人體重數字下
降。６、主持人與來賓拿出巨無霸纖維飲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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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並說明有2種不同水果口味。來賓拿出
另1包小分子產品表示，小分子完全沒有辦法包
住、膨脹、排掉，表示不到2分鐘，經過攪拌的
巨無霸纖維飲已經變成濃稠，來賓強調「吃米
包米、吃油包油，吃什麼包什麼，完全不會滴
出來，包起來就排掉，包什麼、排什
麼。」７、主持人以圖卡說明1包巨無霸纖維飲
可吸附16克油，等於把1顆肉圓的油全部吸附
掉，並強調1包巨無霸纖維飲有7,800毫克膳食
纖維，等於吃了2顆芭樂、5根香蕉、2根胡蘿
蔔、12根芹菜、1顆高麗菜。最後來賓強
調，吃5根香蕉熱量很高，但巨無霸纖維飲熱量
只有13卡。(二)超級淡斑皂：１、主持人表
示3年前節目介紹美國原裝進口的淡斑皂後，這
顆皂受到臺灣民眾的喜愛，1天可以賣
出7,000顆。現在這顆皂已經進化到第二代，並
播放一段美國原廠代表人的聲明，代表人手持
淡斑皂的外盒包裝及內容物，請消費者認明原
廠的淡斑皂，並強調是真正美國原廠製造，只
有在民視消費高手網站銷售。２、主持人強調
美國廠商為臺灣特別研發第二代的超級淡斑
皂，只有在臺灣消費高手介紹。第一代只有熊
果素、麴酸、甘草，熊果素和麴酸就是美白的
成分，第二代除了有熊果素、麴酸和甘草，另
外還加了維他命C，是升級再添加，另外加滋潤
的乳油木果油、月見草油、可可脂，滋潤加
倍，所以有第二代的超級淡斑皂。３、來賓現
場實驗淡斑皂淨白效果，取出碘酒點在水
中，以淡斑皂攪拌，碘酒色素隨即逐漸消
失，主要就是皂中含有熊果素、麴酸和維他
命C，泡沫細緻、味道是女生喜歡的，可以提升
色階和明亮度。前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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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第 7 頁 /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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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測突顯該等商品價值，明顯為特定商品促銷宣
傳之意涵，致節目未能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
廣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罰鍰：

5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2,5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