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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萊塢影視股份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52860號
處分日期：
10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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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10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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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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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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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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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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29-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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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商壹拾壹體育
網有限公司台灣

ELEVEN SPORTS 通傳內容字第
1

新光銀行

106/10/28

節目播送

受處分人經營之Eleven(自107年1月1日起變更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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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飛凡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非凡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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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0616080號
處分日期：
107/01/10

中華職棒
台灣大賽
中信
對Lamigo

16:52~20:51 前、後未揭
露贊助者訊
息

為ELEVEN SPORTS 1）頻
道106年10月28日16時52分至20時51分許播
出「新光銀行中華職棒台灣大賽中信
對Lamigo」節目（以下簡稱系爭節目），出現
涉違規內容如下：節目進行中，於螢幕正中央
及右下角分別插播「La new皮鞋、飛跑深海魚
油、SKODA」及「新光人壽、醣活力」等廣
告，影響觀眾收視及為特定商品(事業、品
牌）行銷、宣傳。未於節目播送前、後揭露冠
名贊助者「新光銀行」訊息。節目進行中，另
以插播式字幕播送「NBA每週四、五、六，鎖
定ELEVEN有線電視和OTT平台」、「亞冠熱身
賽：千葉羅德海洋對中職聯隊11/10下午六點
半、11/11-12下午五點只在ELEVEN，千萬不要
錯過！」等訊息。前揭節目進行中，於螢幕正
中央及右下角分別插播「La new皮鞋、飛跑深
海魚油、SKODA」及「新光人壽、醣活力」等廣
告，為特定商品(事業、品牌）行銷、宣傳，未
與節目區隔；且未於節目播送前、後揭露冠名
贊助者訊息；並於節目進行中，另以插播式字
幕播送「NBA每週四、五、六，鎖定ELEVEN有線
電視和OTT平台」、「亞冠熱身賽：千葉羅德海
洋對中職聯隊11/10下午六點半、11/11-12下午
五點只在ELEVEN，千萬不要錯過！」等訊
息。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第32條及
第34條規定。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34960號
處分日期：
107/02/23

6點晚間新
聞

106/10/16
於新聞節目
18:21~18:27 中為置入性
行銷

於「郵輪旅遊熱潮夯！宛如賭城豪華歌舞
秀」新聞報導中，播出以下內容：(一)主播：
「……郵輪旅遊從歐美紅到亞洲，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當中，郵輪品牌推出首艘亞洲所打造的
豪華郵輪，靠著35種異國美食、精緻軟硬體來
搶攻中高階層的客群，船上許多的設施像是

核處情形

罰鍰
NT$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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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8層甲板高的滑索場、6條海上溜滑梯及攀岩
場……等等。晚上娛樂活動層出不窮，也有適
合全家大小一起觀賞的各種雜技表演跟大型歌
舞秀，也成為時下最夯的旅遊行程」；(二)旁
白：「百老匯式的歌舞秀融入舞蹈和雜技，加
上LED聲光投影……，熱情的拉丁舞蹈，讓人看
得目不轉睛，猶如置身賭城、拉斯維加斯般的
各種精彩表演，其實這舞臺就在汪洋大海之
上……」；(三)專訪雲頂郵輪市場部高級副總
裁李鳳霞：「在設計的文化活動或娛樂活動方
面，我們也更加注重亞洲人的一個口味，比如
說我們有一些比較適合一家大小的活動，在表
演的過程中一有些互動的環結，是契合亞洲人
喜歡熱鬧的天性」；(四)旁白：「想滿足家庭
客，表演互動不能少，更要抓緊年輕人族
群，把亞洲最大電音俱樂部原汁原味搬到船
上……，娛樂活動層出不窮，旅客不怕無
聊，只需要擔心活動太多，玩不完」；(五)專
訪星夢郵輪總裁Thatcher Brown：「其中的一
個挑戰，你將要馬上面對的就是船真的太大太
美，當你抵達的時候，你必須要知道，要做什
麼在哪裡做，所以我們有接待人員在大廳，我
們有每日行程表，有APP你可下載，這都可以幫
助你，參與精彩的活動，你不容錯過
的」；(六)旁白：「露天泳池、兒童戲水區共
有6條水上溜滑梯，有老少咸宜的入門款，也有
底部透明的進階款，宛如水上樂園，想要來點
更刺激的可嘗試18層甲板高的滑索場……，另
外郵輪上還設有足球場、籃球場以及可以打桌
球、高爾夫球……，也可以在甲板上享受日光
浴或者到水療SPA中心、中式按摩或西式療
程，任君選擇……」，另詳細介紹雲頂郵輪(雲
頂夢號)」之載客量及人員配置等相關訊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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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並於畫面疊印：「亞洲豪華郵輪－可乘
載旅客3,352位，船員數1,999人，乘客：船
員=1.7：1，高居亞洲第一」；(七)專訪雲頂郵
輪市場部高級副總裁李鳳霞：「我們的郵輪是
國際化的郵輪，但是我們始終是有一顆亞洲的
心，我們是非常的貼心的亞洲式的服務，注重
細節，飲食方面以中餐做主打……」；(八)旁
白：「為了抓住亞洲人的胃，中式的餐點道地
又豐富，川菜、廣東菜，甚至是東南亞風味通
通吃的到……，郵輪上共有高達35種異國美
食……，從平價美食到星級佳餚一應俱
全，……郵輪市場競爭激烈，這艘亞洲豪華郵
輪，靠美食、精緻軟硬體來比拼，搶攻中高端
客群」；(九)專訪星夢郵輪總裁Thatcher
Brown：「的確有一些區隔，在郵輪市場當
中，我們看到一個可以操作的空間，就是優質
奢華客群，而且中上和富裕階層於亞洲正在成
長，明確的說，是在中國大陸，我們看到了很
多機會」；(十)旁白：「而且根據國際郵輪協
會調查，郵輪的乘客主要來自北美，佔了將
近6成，(於畫面疊印：郵輪市場分佈圖示，北
美近60%、歐洲26%、亞洲8.5%）亞洲雖然只佔
了8.5%，但是最具成長性，因此以香港為母
港，有3天2夜香港海上巡遊，或6天5夜從新加
坡出發前往檳城、普吉島和吉隆坡等，各種多
元化航程，深耕亞洲市場」；(十一)專訪星夢
郵輪總裁Thatcher Brown：「我們是來自亞
洲，我們的來源地是亞洲，而且我們是為亞洲
打造的，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獨一無二的
定位，因為我們的傳統，和亞洲夥伴建立的關
係，這給我們很多優勢」；(十二)旁白：「無
論是喜愛戶外運動，還是休閒放鬆，豪華服務
郵輪旅遊都能成為親子旅遊，年輕族群的熱門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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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查系爭內容為新聞報導，應依衛星廣
播電視法及其所授權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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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系爭報導受處人以外派記者實際
搭乘郵輪(雲頂夢號)之方式進行，並專訪「星
夢郵輪公司」總裁及副總裁，強調自家商品(雲
頂夢號)的特色、優點。又詳述商品(雲頂夢
號)所提供之各式各樣的軟、硬體設備及服務等
相關訊息，並由記者親身體驗其設備，更強調
這亞洲豪華郵輪，靠美食、精緻軟硬體來比
拼，搶攻中高端客群云云，藉以突顯產品之優
勢及價值，前揭報導之表現方式，已違反前揭
規範，明顯表現出媒體於新聞報導中置入行銷
特定商品之意涵，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2項規定。
4 香港商福斯傳媒

FOX MOVIES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71820號
處分日期：
107/03/15

怪奇孤兒
院

106/10/15
違反節目分
13:50~16:25 級處理辦法

受處分人經營之衛視西片台(自107年1月18日起 罰鍰
變更為FOX MOVIES）於106年10月15日13時50分 NT$400,000
至16時25分播出「怪奇孤兒院」節目，標示
為「普遍級」；播出怪奇兒童利用特殊能力操
控魁儡鬥毆，並使用利器刺入心臟（14時41分
許）；特寫怪奇者變身噬魂怪過程（15時20分
許），以及出現怪物吃眼珠鏡頭（16時15分
許）等呈現打鬥、暴力及玄奇怪異等情節。前
揭節目內容及畫面呈現奇異、詭譎之氣氛，已
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8條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5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0845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民視晚間
新聞-「護
鯊哥嗆聲
下劇毒殺
人 恐涉恐
嚇公共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8:30~20:00 序或善良風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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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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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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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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
本會節目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

罪」新聞

6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255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台灣大頭
條-「上次
斷肢恐
嚇！護鯊
哥又來 嗆
魚翅下
毒」新聞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8:09~18:11 序或善良風
俗

報導「上次斷肢恐嚇！護鯊哥又來 嗆魚翅下
毒」新聞（以下簡稱系爭新聞），新聞內容引
用包含恐嚇性字眼之護鯊哥臉書影片，涉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內容如
下：我們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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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死你們了，所以我要毒死你們，我下令所有
的魚翅的鬥士們。並且承擔一切的後果，一切
的法律責任。受處分人播出系爭新聞，引用包
含恐嚇性字眼之護鯊哥臉書影片，鉅細靡遺播
出恐嚇言論與恐嚇對象，並將恐嚇內容予以後
製處理，加註字幕，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

7 壹傳媒電視廣播

壹電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571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1800晚間
新聞-「護
鯊哥去年
斷肢恐嚇
今年號召
下毒新聞
」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8:00~18:02 序或善良風
俗

播出「護鯊哥去年斷肢恐嚇 今年號召下毒」新 罰鍰
聞（以下簡稱系爭新聞），引用包含恐嚇性字 NT$200,000
眼之護鯊哥臉書影片，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內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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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我恨死你們了，所以我要
毒死你們。這個毒素不會讓他立刻的死亡，但
是會得到慢性病的痛苦；魚翅的商家聽好
了，我要你的手，要你的命。受處分人播出系
爭新聞，引用包含恐嚇性字眼之護鯊哥臉書影
片，鉅細靡遺播出恐嚇言論與恐嚇對象，並將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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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內容予以後製處理，加入字幕，已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
8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597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9 龍華數位媒體科

龍華電影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642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限公司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晚間
新聞-「斷
肢護鯊哥
又來 拍片
嗆"毒死你
們"」新聞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8:40~18:42 序或善良風
俗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播送「斷肢護鯊哥又來 拍片嗆毒死你們」新
聞（以下簡稱系爭新聞），引用包含恐嚇性字
眼之護鯊哥臉書影片，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內容如下：我們打算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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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鯊魚無辜受害的人們，我們去毒
殺他們，毒害他們，加害於他們。我願意用非
常大的力量去支持並且承擔一切的後果，一切
的法律責任，護鯊哥在這裡絕對說到做到，等
著瞧吧，魚翅店們。受處分人播出系爭新
聞，引用護鯊哥臉書自拍影片，內容明顯充滿
恐嚇言語，且未考慮可能引起仿效之負面效
應，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
規定。

罰鍰
NT$200,000

自10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於指定時段播送 警告
電影（含紀錄片）節目共22,080分鐘，其中本 NT$0
國節目計4,830分，本國節目比率為21.88%
(即4,830/22,080=21.88%)；新播本國節目
計800分鐘，本國節目新播比率
為16.56%(即800/4,830=16.56%)。依規定指定
時段播出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龍華電影」頻道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
本國節目時數應達5,520分鐘(22,080分
鐘×25%＝5,520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本國
節目播出時數為4,830分鐘，不足690分鐘，違
反指定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之規定；復依規定其指定時段播送之本國
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於20%，而「龍華電影」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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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指定時段之本國節目新播時數應達1,104分
鐘(22,080分鐘×25%×20%＝1,104分鐘)，始符合
規定，惟查其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800分鐘，不
足304分鐘，違反指定時段播送之本國節目新播
比率不得低於2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
段播送指定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比率及
新播比率，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
規定。
10 年代網際事業股

era news年代
新聞

11 龍祥育樂多媒體

LS TIME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854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643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1900年代
晚報-「護
鯊哥去年
斷肢恐嚇
今年召人
魚翅
羹」新聞

107/01/31
妨害公共秩
19:24~19:25 序或善良風
俗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播出「護鯊哥去年斷肢恐嚇 今年召人魚翅羹下 罰鍰
毒」新聞(以下簡稱系爭新聞)，引用包含恐嚇 NT$200,000
性字眼之護鯊哥臉書影片，涉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內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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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我恨死你們
了，所以我要毒死你們。這個毒素不會讓他立
刻的死亡，但是會得到慢性病的痛苦；魚翅的
商家聽好了，我要你的手，要你的命。受處分
人播出系爭新聞，引用包含恐嚇性字眼之護鯊
哥臉書影片，鉅細靡遺播出恐嚇言論與恐嚇對
象，並將恐嚇內容予以後製處理，加入字
幕，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
規定。
自10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於指定時段播送 警告
電影(含紀錄片)節目共22,080分鐘，依規定指 NT$0
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錄片)節目者，本國節
目比率不得低於25%，其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20%。而LS TIME 電影台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
本國節目時數為5,690分鐘，已符合規定時
數(22,080分鐘×25%＝5,520分鐘)；另依規定其
指定時段播送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20%，而LS TIME電影台指定時段電影（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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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片）節目類型之本國新播節目時數應
達1,104分鐘(22,080分鐘×25%×20%＝1,104分
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本國新播節目時數
為1,015分鐘，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電
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新播節
目比率，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
定。
12 群英社國際股份

MY 101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2156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自10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於指定時段播出 罰鍰
戲劇、綜藝及兒童節目共30,030分鐘，依規定 NT$200,000
指定時段播出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
得低於25%，而MY 101綜合台指定時段指定類型
之本國節目時數應達7,507.5分鐘(30,030分
鐘×25%＝7,507.5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
本國節目時數為5,520分鐘，違反指定時段播送
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25%之規定；另
依規定其指定時段播出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
得低於40%，而MY 101綜合台指定時段之本國節
目新播時數應達3,003分鐘(30,030分
鐘×25%×40%＝3,003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
其指定時段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1,620分鐘，違
反指定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
得低於4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
指定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比率及其新播
比率，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
定。

13 群英社國際股份

MY-KIDS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2158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自10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於指定時段播出 罰鍰
兒童節目共22,080分鐘，依規定指定時段播出 NT$600,000
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而MY-KIDS TV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本國
節目時數為6,210分鐘，已符合規定時
數(22,080分鐘×25%＝5,520分鐘)；另依規定其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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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時段播出指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
得低於40%，而MY-KIDS TV指定時段之本國節目
新播時數應達2,208分鐘(22,080分
鐘×25%×40%＝2,208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
其指定時段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390分鐘，違反
指定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
低於4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指
定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新播比率，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定。
14 美商國家地理頻

福斯警匪頻道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09810號
處分日期：
107/04/27

CSI犯罪現
場
第13季-琴
中佳人

106/10/11
違反節目分
15:40~16:27 級處理辦法

罰鍰
於106年10月11日15時40分至16時27分許播
出「CSI犯罪現場第13季-琴中佳人」節目，然 NT$400,000
一般頻道於6時至16時僅得播出「普遍級」、
「保護級」節目，而16時至19時僅得播出「普
遍級」節目，惟查福斯警匪頻道前揭節目於片
頭標示原有分級標識為「16+ 16 years and
over(建議16歲以上觀眾觀賞)」，又於節目內
容標示本國「保護級」(6歲以上可觀賞)之分級
標識，且部分畫面及情節呈現命案現場被害者
被利器刺(割)傷之血腥屍體等鏡頭。前揭節目
內容及畫面呈現被害者被利器刺(割)傷之血腥
屍體等鏡頭，已逾越「普遍級」及「保護
級」節目不得播出之內容規定，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8條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
規定。

15 高點傳媒股份有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094550號
處分日期：
107/05/04

健康好自
在

106/10/15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第一段：１、該段節目由吳
中純主持，邀請美麗達人徐植蓉、影劇記者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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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限公司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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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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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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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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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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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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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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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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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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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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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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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31-8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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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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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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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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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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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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29-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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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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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5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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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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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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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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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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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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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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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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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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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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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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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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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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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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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20 好萊塢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111880號
處分日期：
107/06/06

健康好自
在, 健康
好自在

107/02/03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 107/02/04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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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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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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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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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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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29-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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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家庭票房股份有
限公司

CINEMAX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217480號
處分日期：
107/06/14

惡
夜30：黑
暗再臨

107/03/01
違反節目分
23:50~00:00 級處理辦法

節目標示為「輔15」級，惟其呈現逾越該級別 警告
之血腥暴力恐怖內容如下：女主角以重物攻擊 NT$0
吸血鬼之殺人過程細節描述、肢體受傷殘細節
過程等暴力情節;劇中人物以強光照射吸血鬼之
暴力恐怖情節;近距離鏡頭呈現吸血鬼對劇中人
物施以拔牙報復之肢體受傷殘細節過程、暴力
恐怖情節;近距離鏡頭呈現吸血鬼對劇中人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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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之殺人過程細節描述、暴力血腥恐怖情節;近
距離鏡頭呈現腐屍之恐怖情節;近距離鏡頭呈現
利器刺入身體之殺人過程細節描述、肢體受傷
殘細節過程等暴力情節;女主角砍殺吸血鬼頭目
頭顱之殺人過程細節描述、肢體受傷殘細節過
程等暴力恐怖情節;前揭節目內容及畫面呈現之
暴力、血腥、恐怖情節，已逾越「輔15」節目
不得播出之內容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8條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22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291190號
處分日期：
107/07/25

健康E世代

107/02/15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成分及功效：１、亮眼達
人：「我特別要說明一下『台灣綠蜂膠』，而
且是台灣綠蜂膠裡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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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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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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要台灣的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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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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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30-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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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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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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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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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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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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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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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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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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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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第 30 頁 / 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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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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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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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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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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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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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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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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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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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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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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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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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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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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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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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67230號
處分日期：
107/09/12

樂活一起
來

107/01/24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略如下：(一)蘇芝予鋪陳保健食品應具天
然、全面及簡單等符合現代人忙碌生活之特
性，藉以凸顯蜂王漿係符合前開特性之全方位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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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品，其已包含各種保健食品之多元營養
素，如：維生素B群及ACDE、泛酸、菸鹼酸、人
體必須之6種礦物質、特殊活性蛋白等成分。蘇
芝予並表示，蜂王漿有幫助身體細胞修復、年
輕化之效果。(二)王靖文分享其使用傳統蜂王
漿之心得，其表示蜂王漿味道刺鼻且在食用過
程易因器具、保存方式甚至與空氣接觸而變質
失效。王靖文並表示其希望有一種蜂王漿能夠
解決前述缺點與問題。(三)蘇芝予簡介蜂王漿
作為保健食品之演變，有原生漿、錠狀、液狀
等種類，其並表示各種蜂王漿產品皆有其缺
點，並由孫國豪試吃傳統蜂王漿後面有難色表
示「有點酸酸的」（搭配字卡：傳統蜂王漿-辛
辣刺激難保存）。接著，蘇芝予表示，不建議
吃錠狀蜂王漿，其活性蛋白已經沒有效果（搭
配字卡：錠狀蜂王漿-過度加工成分被稀釋破
壞、營養完全流失），且其有賦型劑或纖維素
錠等額外添加物，人體吸收效果差很多。後有
液狀蜂王漿，但添加了葡萄汁、蘋果汁、糖分
等，可能成本只有10元，可是添加了一點蜂王
漿就變成1瓶100元。 (四)蘇芝予表示，臺灣
研發技術很棒，在臺灣有一種蜂王漿，係利用
微分子全萃技術，將原本須冷凍之蜂王漿，變
為可隨身攜帶的蜂王漿且無須冷藏（蘇芝予手
拿實品並將內容物倒出呈現；搭配字卡：「蜂
皇飲-全萃技術 營養完整好吸收」）。接
著，由主持人、孫國豪及王靖文等來賓於現場
試喝，王靖文表示，喝起來的感覺也是蜂王
漿，但好像把那個腥、澀的那種味道去除掉
了，好像更精純的蜂王漿的感覺。主持人表示
其質感類似慢磨機磨出來的果汁，帶有本身的
成分在裡面。蘇芝予表示（手拿桌上實
品），它還獲得了多國專利，因為他這種全萃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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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搭配字卡：微分子全萃技術；原生蜂王漿
萃取3倍濃縮保存全營養成分）保留了癸烯酸的
成分，比你今天吃的癸烯酸、活性蛋白還多3倍
以上，每天一喝的話，全方位營養就可以足
夠。主持人並詢問蘇芝予：「現在我的1瓶比以
前傳統的3匙？」蘇芝予答：「是。」(五)末
段，蘇芝予表示蜂王漿適合全家族(銀髮族、女
性、上班族及學生)食用，主持人亦表示蜂王漿
沒有性別限制及年齡限制，天然的東西對誰都
沒有危害、對身體亦無負擔。鏡面並顯示節目
諮詢電話0800-31-88-33。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
以正面方式介紹特定商品「蜂皇飲」之成
分、價值、功效及特色，且於現場展示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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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81220號
處分日期：
107/09/28

阿龍歌聲

107/07/17
節目與廣告
18:00~20:00 未明顯分開

(一)主持人詢問來賓張主任，中國醫藥大學育
成中心針對退化性關節炎有研究什麼可以讓長
輩比較好蹲、好爬起來的方法？來賓表示：過
去大家過度依賴西藥，西藥止痛效果好但是非
常傷身，育成中心與教授團隊研究，用高單位
的第二型膠原蛋白來補充效果非常好。(二)主
持人再問，為什麼許多長輩走路時震一下骨頭
就裂了？來賓回答：「大部分是從骨質疏鬆引
起，因為流失的骨質補不回來，像是大骨湯等
種種，因為分子太大無法吸收，我們研究用最
好的『乳酸鈣』，因為『水解乳酸鈣』最好吸
收，為什麼走路會痛、蹲了爬不起來？骨質疏
鬆是第一步。骨質就是骨架，沒有骨架，骨輪
就會摩擦造成疼痛，所以我們用『MSM』，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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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在美國是很普遍的營養素，因為他們體
格大，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很好用，對我們來
說就已經足夠了。因為有各種疼痛問題、流失
問題，不能只靠一味，所以我們特別用印度最
好、最純的『薑黃素』；我們還用祕魯神秘藥
草，祕魯原住民疼痛或不舒服就是靠『貓爪
藤』。自從中國醫藥大學研究『貓爪
藤』後，大家開始模仿。現在生物科技進
步，千萬不要再依靠西藥。」(三)主持人表示
現在長輩消化吸收不好，吃了效果也不好，原
因在哪？來賓即表示：「長輩胃腸吸收效果不
好，所以我們用12株益生菌，原本吃進10分只
吸收了3分，現在吃10分可以吸收增加
到7、8分。為什麼要放12株益生菌？因為每人
胃腸流失的菌不同，所以必須用12種讓每個人
都補充的到。」主持人補充表示有了這些成
分，長輩要蹲蹲得下、要爬爬得起來。(四)節
目於18時27分許觀眾叩應分享，見證吃了產品
以後很好，腳也不酸了：「以前挑菜坐在低低
的沙發椅上都爬不起來，要慢慢的移動，現在
蹲下、爬起來都很方便了，以前年節時到菜市
場買菜走好幾趟都走不動，要休息好幾次，看
到椅子就趕快坐下來歇一下，現在不用了。現
在去遊覽、進香都嚇嚇叫，這個真的很好！現
在都不用看醫生，以前年節都要看骨
科。」(五)節目於19時44分許進廣告，出
現「酷樂固 倍起來」產品之廣告字卡
約50秒，接著主持人介紹「酷樂固 倍起來」產
品，畫面出現6大關鍵成分：MSM、薑黃素、乳
酸鈣、膠原蛋白、貓爪藤、12益生菌，與節目
互為搭配。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以正面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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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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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29 影迷數位股份有

影迷數位電影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58580號
處分日期：
107/10/08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影迷數位電影
台」，自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於指定時 NT$0
段播送電影(含紀錄片)節目共21,720分鐘，依
規定指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錄片)節目
者，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25%，其新播比率不
得低於20%。而「影迷數位電影台」指定時段指
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時數為5,820分鐘，符合規定
時數(21,720分鐘×25%＝5,430分鐘)；另依規定
其指定時段播送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20%，而「影迷數位電影台」指定時段電
影(含紀錄片)節目類型之本國新播節目時數應
達1,086分鐘(21,720分鐘×25%×20%＝1,086分
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本國新播節目時數
為930分鐘，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電
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新播節目
比率，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
定。

30 靖洋傳媒科技股

靖天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48028920號
處分日期：
107/10/08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靖天戲劇台，自107年1月1日
至6月30日止，指定時段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NT$600,000
營者播出戲劇節目共21,720分鐘，依規定指定
時段播出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而靖天戲劇台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本國
節目時數為12,810分鐘，已符合規定時
數(21,720分鐘×25%＝5,430分鐘)；另依規定其
指定時段播出指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
得低於40%，而靖天戲劇台指定時段之本國節目
新播時數應達2,172分鐘(21,720分
鐘×25%×40%＝2,172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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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定時段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0小時，違反指
定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4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指定
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新播比率，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定。
31 新彰數位有線電

新彰生活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65840號
處分日期：
107/10/17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新彰生活
台」，自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於指定時 NT$400,000
段播出兒童節目共2,940分鐘，依規定指定時段
播出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而「新彰生活台」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
本國節目時數為2,940分鐘，符合規定時
數(2,940分鐘×25%＝735分鐘)；另依規定其指
定時段播出指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
低於40%，而「新彰生活台」指定時段之本國節
目新播時數應達294分鐘(2,940分
鐘×25%×40%＝294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
指定時段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0分鐘，違反指定
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4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指定
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新播比率，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定。

32 新彰數位有線電

新彰歡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66560號
處分日期：
107/10/17

違反本國節
目之認
定、類
別、指定播
送時段及比
率限制之辦
法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新彰歡樂
台」，自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於指定時 NT$400,000
段播出兒童節目共2,940分鐘，依規定指定時段
播出指定類型節目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
於25%，而「新彰歡樂台」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
本國節目時數為2,940分鐘，已符合規定時
數(2,940分鐘×25%＝735分鐘)；另依規定其指
定時段播出指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
低於40%，而「新彰歡樂台」指定時段之本國節
目新播時數應達294分鐘(2,940分

視股份有限公司

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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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25%×40%＝294分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
指定時段本國節目新播時數為0分鐘，違反指定
時段播送指定類型本國節目新播比率不得低
於40%之規定，爰旨揭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指定
類型節目未達法定本國節目新播比率，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定。
33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398640號
處分日期：
107/10/22

正午新聞

107/04/27
節目與廣告
12:49~12:50 未明顯分開

播出「獨家 18周年慶限期三天 金錢豹也辦學 警告
生趴 制服誘惑 吸客上門」新聞（以下稱系爭 NT$0
新聞），涉有為特定廠商推介及宣傳，其內容
略如下：(一)主播導言：「慶祝18周年慶，台
中金錢豹酒店連三天舉辦制服趴，所有員工通
通變裝成學生，要吸引客人。(二)記者旁白詳
述金錢豹酒店周年慶舉辦各種變裝秀活動及活
動現場各項佈置（新聞畫面翻攝自金錢豹KTV酒
店臉書及Youtube）。(三)主播後面背景螢幕清
楚揭示金錢豹酒店消費樓層，1樓至3樓為舞
廳、ＫＴＶ、舞池，價廉不可轉檯，以青年客
群為主，4樓為酒店，價貴可轉檯，以壯年客群
為主。旨揭新聞內容詳盡報導台中金錢豹酒
店18周年慶活動內容，並於主播身後大鏡面清
楚揭示金錢豹酒店各樓層消費資訊，已具明顯
為特定廠商推介及宣傳之意涵，致節目未與廣
告區隔，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3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424320號
處分日期：
107/10/23

夢想
街57號之
全能事務
所

107/06/01
節目與廣告
22:00~23:00 未明顯分開

邀請東森建設總經理賴建程、房產趨勢專家林
家睿、陳高超以及許晶晶，以「舊市區、重劃
區、造鎮區，首購及換屋族該怎麼選？」為主
題，播出以下長達20分鐘（節目總長60分
鐘）涉推介特定廠商產品之內容：介紹新板特
區萬坪造鎮社區之基本資料，包括面積、公設
比、總戶數、樓層規劃、學區等。詳細介紹該
社區之優點，包括交通便捷、教育機能完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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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公托、國小、國中）、有菜市場及夜
市、大型超市、咖啡廳以及郵局等應有盡
有。由該社區住戶帶領來賓許晶晶實地考察並
介紹社區附近情況、社區內各項設施與屋內格
局，以及入住該社區的好處，住戶並表示買這
裡很滿意，物超所值。節目中出現「板橋最美
萬坪造鎮 3字頭價格大震撼」等字樣。前揭節
目內容已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建案宣傳之意
涵，節目內容未與廣告明顯區隔，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35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44910號
處分日期：
107/11/09

阿龍歌聲

107/08/24
節目與廣告
18:00~2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於18時20分許訪問來賓 警告
成功大學產學合作陳主任介紹葉黃素。１、來 NT$0
賓表示，現代人黃斑部受傷越來越嚴重，黃斑
部猶如人看東西的底片，黃斑部如果受傷就像
底片有破洞，主持人接著問來賓「成功大學有
什麼方法可以補救？」來賓表示，全世界都在
研究如何對付藍光傷害，例如手機、電燈，另
外還有紫外線，確實對眼睛造成傷害。２、來
賓表示，過去我們吃的葉黃素大部分是從金盞
花萃取出來的，問題是萃取出來的葉黃素經過
胃酸消化，可能吃了100進去，吸收不
到10％，主持人隨即補充表示，吃了100元只吸
收10元，其餘90幾元都浪費掉了。來賓隨即又
表示，金盞花種在土裡會有蟲害，就會使用農
藥，所以發現很多金盞花萃取出來的有農藥殘
留，因此成功大學不從金盞花萃取，而是從微
藻萃取。３、來賓表示，微藻生長在海底下幾
百公尺的石頭底下，淺淺綠綠的、小小粒
的。微藻裏頭有葉黃素，但是萃取很困難，所
以成功大學已經研究超過20年，來賓指出，微
藻萃取出來的分子較小，其次它是游離型，不
須經過胃酸消化、不用經過膽鹼消化直接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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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等於吃100元吸收100元；另外，海藻沒有
農藥殘留的問題。來賓強調，微藻在地球上已
經生長了好幾億萬年，在沒有人類之前就已經
有海藻，它能活這麼久就是因為細胞很堅
強，所以這個吃了以後才真正對眼睛有幫
助。４、來賓表示，可能有人會問外國的產品
不是比較好？其實德國、日本、瑞士的都沒有
臺灣的實在，成功大學是臺灣土生土長的大
學，大學排名在前3名，在生技技術方面全世界
知名。５、節目於18時35分許再度介紹成大研
發的葉黃素，主持人指葉黃素從酯化型進步到
游離型，不怕酸不怕鹹，直接讓小腸吸收，這
樣不必花冤枉錢。(二)節目於19時19分許訪問
中國醫藥大學育成研究中心張主任介紹有關預
防尿酸痛風之產品。１、來賓張主任出示一疊
資料表示，中國醫藥大學針對尿酸痛風進行臨
床實驗，他指出有尿酸痛風主要是腎臟出問
題，尿酸鹽代謝不出去代表腰子網已經有破洞
了，普林、尿酸都無法代謝掉，累積起來就會
產生痛風石，並且會有小便白濁、腰痠、抽
筋、水腫等症狀。２、來賓表示，針對這些症
狀，中國醫藥大學從兩千多種植物選出4種，再
用黃金比例調配，第一味用黃金桂，7年只能
長10公分粗；其次是萬點金；第三味是山蘇
葉；第四味是紅骨蛇，這4種全是臺灣原生
種，正港最有效果、成分最高的。３、主持人
問到，有些人可能對藥草熟識，心想自己去
摘、去煎就好，但來賓強調，野生的植物可能
會有酸雨汙染，以及不小心被農藥噴到的問
題，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各種植物的比例，來賓
表示，這份研究超過3年，動用了很多教授、準
博士生一起研究，對於尿酸痛風的改善情形
達90％以上，至少不會像以前那麼痛。不痛之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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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能減少吃西藥，並且慢慢代謝掉不好的東
西。４、主持人於19時33分許再度說明尿酸痛
風之由來，並拿出泡好的茶，鼓勵觀眾泡來當
開水喝，腰子網就乾淨了。５、19時37分許呼
籲觀眾可以來電登記試用包；19時43分許拿出
贈品冰絲涼蓆、鍋具二選一，強調是最後一天
送贈品。６、19時44分許進廣告，出現「好遠
晶」產品圖卡，鏡面出現「國立成功大學技術
產學合作、微藻萃取之葉黃素純度高達80％以
上」等文字，並輔以瑞芳寶珠姐電話見證分享
產品。隨後出現主持人推銷「好遠晶」廣
告，與節目互為搭配。(三)旨揭節目內容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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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36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

通傳內容字第
10700544600號
處分日期：
107/11/15

樂活全
家GO

107/08/11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該節目由江中博、NICO主持，邀請蔡彥欣博
士、許聖梅、郭尚謙、葉連富擔任來賓，介紹 NT$400,000
特定「氫水機」之功能及效用略如下：(一)功
能：１、蔡博士表示，該機器由他發明並獲得
九個國家金牌，平常不用插電，完全不排廢
水，RO逆滲透水機製造1公升最少要排3到7公升
的廢水。２、蔡博士表示，該機器製造之氫
水，氫濃度達1,400ppb以上，負電位達
負700milli伏特，僅有兩顆水分子小，係理論
值最小。蔡博士並表示，該機器製造之氫水所
含氫可保留6到8小時，可以慢慢喝不怕流
失。(二)效用：1、蔡博士表示，喝小分子、負
電位及含氫的水，對人體有幫助，喝負電位的
水可中和人體的自由基。主持人並提到，水中
氫離子的濃度及持久度很重要。蔡彥欣回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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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表示，氫濃度在500ppb以上的水有醫療效
果。２、郭尚謙表示，其僵直性脊椎炎因為喝
了蔡博士所發明之氫離子水，經過3個月(配合
停藥)而改善，發炎指數降低。蔡博士解釋，該
機器製造之含氫水有提升免疫系統、抑制發炎
之效果，該機器製造之氫水之氫含量已
達1,500ppb。３、蔡博士表示，喝氫水可潤
喉、精神好，並幫助身體代謝、抑制發炎，且
若皮膚紅腫過敏，亦可噴一點氫水，馬上就退
了。４、葉連富表示，其異位性皮膚炎因為喝
了蔡博士發明之機器所製造之氫水而好轉，晚
上睡覺可以很好睡。５、主持人NICO分享其使
用心得，並表示其用來敷臉的吸收度是平
常3倍，且用來煮飯、泡茶味道都特別
好。NICO並表示，在家裡就可以天天喝到最棒
的、最頂級的、世界級的負氫離子水。(三)實
際檢測：由主持人及蔡博士以儀器測試該機器
所製氫水之氫濃度、負電位，並比較其他市售
鹼性水、純水、礦泉水、氫水，並呈現蔡博士
所發明機器所製氫水確實在濃度、持久度等數
值優於其他商品。(四)價格：主持人表示，蔡
博士發明之機器價格接近10萬，係鑽石級
的，雖然不便宜，但該機器得到德國紐倫堡發
明展金牌，且最重視水的日本也將金牌頒給蔡
博士，如果20年當中可讓全家人喝到負氫離子
水，其所獲得的健康可能要花更多的
錢。(五)節目末段搭配諮詢專線：末段節目鏡
面呈現節目諮詢專線：0800-31-88-33。二、旨
揭節目內容以正面方式深入介紹特定氫水機之
功能、效果並提及價格，藉由實驗檢測突顯特
定氫水機之商品價值；畫面亦呈現特定產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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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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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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107/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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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28 件

警告：

8 件

核處金額：

NT$8,7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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