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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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MUCH TV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252910號
處分日期：
108/10/04

節目名稱
健康好自
在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8/10/01~108/10/31

違法事實

108/02/24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成分：１、主持人：
「……，因為如果說，你對於眼睛的問題，一 NT$600,000
直都很在意的話，不曉得你是不是有聽
過PPLs的一個成分，那不曉得今天在座的各
位，如果說對於眼睛可能都多少有一些毛病的
話，是不是有聽過呢？……。」２、來賓：
「當然有，包括我同學都會打電話或者是通訊
軟體問我說，這個有這麼、那麼的神奇嗎？我
在這邊告訴大家，真的有這麼大的神
奇。」(二)功效及特色：１、主持人：「它到
底可以幫助我們眼睛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吃一個，它既可以幫
我們疏通血管，又可以幫我們修護神經，它要
很多這樣子厲害的功能，才OK，但是今天我們
提到這一個PPLs，它有一點點神奇，它都有這
些功能」。２、來賓：「PPLs這個成分非常特
別，它其實是美國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可以治
療眼部疾病成分，所以這個非常厲害，那它其
實有2大功能，……，清通眼睛血管，幫助你的
視神經修護再生，它就這麼神奇，……。」、
「……，另外呢，包含台灣、日本、韓國、歐
盟、中國、澳洲及美國，七大國家的認證，幫
助你做到視神經修護再生。」、「吃了PPLs之
後，它的神經叢變大、變粗、變多、變
長，……，這個東西非常特別，只有我們台灣
有，……。」、「……，所以我們強調PPLs厲
害在於什麼？它就是能夠幫助你把廢物排
掉、養分進去，……。」、「……，PPLs這個
東西，……，這一小小顆的這膠囊，在我手上
這一顆，它很特別喔，除了PPLs之外，剛剛提
到的這三劍客，金盞花、微藻、黑豆皮，一顆
搞定，……。」、「……，我就是每天，就是
三餐飯後，能一顆搞定，就一顆搞定，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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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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8/10/01~108/10/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三餐飯後吃，……。」、「因為它經過了包含
了美國國家視力委員會，還有世界七個國
家，以及台灣生技獎的肯定，……，包含了清
通眼睛的這個血管，還有恢復你的視神經的修
護再生，那當然PPLs這麼厲害之外，最重要
是，它還又加了護眼三劍客，就是包含了葉黃
素、玉米黃素、DHA、花青素這些東西，所以你
看，一次搞定，……。」、「……，我就給這
個小小的膠囊，因為它有PPLs又有護眼三劍
客，所以我自己給他取一個小暱稱，你知道
嗎？叫什麼，PPLs睛亮寶（字幕顯示：PPLs明
亮寶），讓你眼睛變明亮的寶物。」(三)服用
方式：男性來賓表示，……，就是每天就是這
樣子，吃它就夠了，……，如果說你平常要保
養的，早餐、晚餐後吃，……，眼睛重度破壞
者，那就是三餐飯後吃，接續出現女性來賓當
場配水服用。(四)節目與廣告時段間及片尾搭
配顯示諮詢專線：0800-339-668。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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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MUCH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28530號
處分日期：
108/10/04

健康好自
在

108/04/14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成分：１、主持人：
「……，因為如果說，你對於眼睛的問題，一
直都很在意的話，不曉得你是不是有聽
過PPLs的一個成分，那不曉得今天在座的各
位，如果說對於眼睛可能都多少有一些毛病的
話，是不是有聽過呢？……。」２、來賓：
「當然有，包括我同學都會打電話或者是通訊
軟體問我說，這個有這麼、那麼的神奇嗎？我
在這邊告訴大家，真的有這麼大的神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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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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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8/10/01~108/10/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奇。」(二)功效及特色：１、主持人：「它到
底可以幫助我們眼睛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吃一個，它既可以幫
我們疏通血管，又可以幫我們修護神經，它要
很多這樣子厲害的功能，才OK，但是今天我們
提到這一個PPLs，它有一點點神奇，它都有這
些功能」。２、來賓：「PPLs這個成分非常特
別，它其實是美國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可以治
療眼部疾病成分，所以這個非常厲害，那它其
實有2大功能，……，清通眼睛血管，幫助你的
視神經修護再生，它就這麼神奇，……。」、
「……，另外呢，包含台灣、日本、韓國、歐
盟、中國、澳洲及美國，七大國家的認證，幫
助你做到視神經修護再生。」、「吃了PPLs之
後，它的神經叢變大、變粗、變多、變
長，……，這個東西非常特別，只有我們台灣
有，……。」、「……，所以我們強調PPLs厲
害在於什麼？它就是能夠幫助你把廢物排
掉、養分進去，……。」、「……，PPLs這個
東西，……，這一小小顆的這膠囊，在我手上
這一顆，它很特別喔，除了PPLs之外，剛剛提
到的這三劍客，金盞花、微藻、黑豆皮，一顆
搞定，……。」、「……，我就是每天，就是
三餐飯後，能一顆搞定，就一顆搞定，一定要
三餐飯後吃…。」、「因為它經過了包含了美
國國家視力委員會，還有世界七個國家，以及
台灣生技獎的肯定，……，包含了清通眼睛的
這個血管，還有恢復你的視神經的修護再
生，那當然PPLs這麼厲害之外，最重要是，它
還又加了護眼三劍客，就是包含了葉黃素、玉
米黃素、DHA、花青素這些東西，所以你看，一
次搞定，……。」、「……，我就給這個小小
的膠囊，因為它有PPLs又有護眼三劍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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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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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08/10/01~108/10/31

違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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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給他取一個小暱稱，你知道嗎？叫什
麼，PPLs睛亮寶（字幕顯示：PPLs明亮
寶），讓你眼睛變明亮的寶物。」(三)服用方
式：男性來賓表示，……，就是每天就是這樣
子，吃它就夠了，……，如果說你平常要保養
的，早餐、晚餐後吃，……，眼睛重度破壞
者，那就是三餐飯後吃，接續出現女性來賓當
場配水服用。(四)節目與廣告時段間及片尾搭
配顯示諮詢專線：0800-339-668。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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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3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249610號
處分日期：
108/10/09

健康E世代

108/02/06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內容先強調PPLs係為超強神 罰鍰
經滋養物質，能清通眼睛血管及視神經修護再 NT$600,000
生，排除眼睛血管廢物，讓養分能夠進入，避
免眼中風並加強眼睛視覺功能。來賓表示美國
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PPLs能夠治療眼部疾
病，同時亦有臺灣、日本、韓國、歐盟、中
國、澳洲以及美國等七國認證及專利，能作到
視神經修護再生，能刺激神經細胞生長與分
化，將其變大、變粗、變多及變長，並強調只
有臺灣才有。來賓後取出一顆膠囊，表示除了
含有PPLs之外，更含有金盞花、微藻和黑豆皮
的提煉物，每天服用即可；平日需要保養的
人，早餐及晚餐後服用，若是眼睛重度破壞
者，則是三餐飯後吃，其餘來賓皆取出膠囊服
用。節目繼續重複強調PPLs功能，能清通眼睛
血管、修復再生視神經，更添加葉黃素、玉米
黃素、DHA及花青素，一顆抵多顆；同時不斷說
明早晚服用，重度用眼者則需三餐飯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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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表示只要服用兩星期便有效果，輔
以Line對話圖片說明他人使用後之功效。節目
末鏡面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030-166」，供觀眾諮詢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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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突顯特定商品價值，另
以特寫畫面呈現男性來賓手中特定商品（膠
囊），再說明服用方式，輔以女性來賓當場配
水服用（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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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247270號
處分日期：
108/10/15

健康探索
家

108/03/30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關內容略如下：節目內容先強調PPLs係為超強 罰鍰
神經滋養物質，能清通眼睛血管及視神經修護 NT$800,000
再生，排除眼睛血管廢物，讓養分能夠進
入，避免眼中風並加強眼睛視覺功能。來賓表
示美國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PPLs能夠治療眼部
疾病，同時亦有臺灣、日本、韓國、歐盟、中
國、澳洲以及美國等七國認證及專利，能作到
視神經修護再生，刺激神經細胞生長與分
化，將其變大、變粗、變多及變長，並強調只
有臺灣才有。來賓後取出一顆膠囊，表示除了
含有PPLs之外，更含有金盞花、微藻和黑豆皮
的提煉物，每天服用即可；平日需要保養的
人，早餐及晚餐後服用，若是眼睛重度破壞
者，則是三餐飯後吃，其餘來賓皆取出膠囊服
用。節目繼續重複強調其功能，能清通眼睛血
管、修復再生視神經，更添加葉黃素、玉米黃
素、DHA及花青素，一顆抵多顆；同時不斷說明
早晚服用，重度用眼者則需三餐飯後使用，並
表示只要服用兩星期便有效果，輔以Line對話
圖片說明他人使用後之功效。節目末鏡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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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諮詢專線「0800-333-580」，供觀眾諮詢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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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突顯特定商
品價值，另以特寫畫面呈現男性來賓手中特定
商品（膠囊），再說明服用方式，輔以女性來
賓當場配水服用（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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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30210號
處分日期：
108/10/15

健康E世代

108/02/24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內容先強調PPLs係為超強神 罰鍰
經滋養物質，能清通眼睛血管及視神經修護再 NT$600,000
生，排除眼睛血管廢物，讓養分能夠進入，避
免眼中風並加強眼睛視覺功能。來賓表示美國
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PPLs能夠治療眼部疾
病，同時亦有臺灣、日本、韓國、歐盟、中
國、澳洲以及美國等七國認證及專利，能作到
視神經修護再生，能刺激神經細胞生長與分
化，將其變大、變粗、變多及變長，並強調只
有臺灣才有。來賓後取出一顆膠囊，表示除了
含有PPLs之外，更含有金盞花、微藻和黑豆皮
的提煉物，每天服用即可；平日需要保養的
人，早餐及晚餐後服用，若是眼睛重度破壞
者，則是三餐飯後吃，其餘來賓皆取出膠囊服
用。節目繼續重複強調PPLs功能，能清通眼睛
血管、修復再生視神經，更添加葉黃素、玉米
黃素、DHA及花青素，一顆抵多顆；同時不斷說
明早晚服用，重度用眼者則需三餐飯後使
用，並表示只要服用兩星期便有效果，輔
以Line對話圖片說明他人使用後之功效。節目
末鏡面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030-166」，供觀眾諮詢使用。旨揭
節目內容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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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功效及特色，藉以突顯特定商品價值，另
以特寫畫面呈現男性來賓手中特定商品（膠
囊），再說明服用方式，輔以女性來賓當場配
水服用（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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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247070號
處分日期：
108/10/18

健康探索
家

108/04/14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內容先強調PPLs係為超強神 罰鍰
經滋養物質，能清通眼睛血管及視神經修護再 NT$800,000
生，排除眼睛血管廢物，讓養分能夠進入，避
免眼中風並加強眼睛視覺功能。來賓表示美國
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PPLs能夠治療眼部疾
病，同時亦有臺灣、日本、韓國、歐盟、中
國、澳洲以及美國等七國認證及專利，能作到
視神經修護再生，刺激神經細胞生長與分
化，將其變大、變粗、變多及變長，並強調只
有臺灣才有。來賓後取出一顆膠囊，表示除了
含有PPLs之外，更含有金盞花、微藻和黑豆皮
的提煉物，每天服用即可；平日需要保養的
人，早餐及晚餐後服用，若是眼睛重度破壞
者，則是三餐飯後吃，其餘來賓皆取出膠囊服
用。節目繼續重複強調其功能，能清通眼睛血
管、修復再生視神經，更添加葉黃素、玉米黃
素、DHA及花青素，一顆抵多顆；同時不斷說明
早晚服用，重度用眼者則需三餐飯後使用，並
表示只要服用兩星期便有效果，輔以Line對話
圖片說明他人使用後之功效。節目末鏡面出現
節目諮詢專線「0800-333-580」，供觀眾諮詢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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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突顯特定商
品價值，另以特寫畫面呈現男性來賓手中特定
商品（膠囊），再說明服用方式，輔以女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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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當場配水服用（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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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332880號
處分日期：
108/10/18

健康探索
家

108/05/04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內容先強調PPLs係為超強神 罰鍰
經滋養物質，能清通眼睛血管及視神經修護再 NT$800,000
生，排除眼睛血管廢物，讓養分能夠進入，避
免眼中風並加強眼睛視覺功能。來賓表示美國
國家視力委員會認證PPLs能夠治療眼部疾
病，同時亦有臺灣、日本、韓國、歐盟、中
國、澳洲以及美國等七國認證及專利，能作到
視神經修護再生，刺激神經細胞生長與分
化，將其變大、變粗、變多及變長，並強調只
有臺灣才有。來賓後取出一顆膠囊，表示除了
含有PPLs之外，更含有金盞花、微藻和黑豆皮
的提煉物，每天服用即可；平日需要保養的
人，早餐及晚餐後服用，若是眼睛重度破壞
者，則是三餐飯後吃，其餘來賓皆取出膠囊服
用。節目繼續重複強調其功能，能清通眼睛血
管、修復再生視神經，更添加葉黃素、玉米黃
素、DHA及花青素，一顆抵多顆；同時不斷說明
早晚服用，重度用眼者則需三餐飯後使用，並
表示只要服用兩星期便有效果，輔以Line對話
圖片說明他人使用後之功效。節目末鏡面出現
節目諮詢專線「0800-333-580」，供觀眾諮詢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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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突顯特定商
品價值，另以特寫畫面呈現男性來賓手中特定
商品（膠囊），再說明服用方式，輔以女性來
賓當場配水服用（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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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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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規定。
8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9 龍祥育樂多媒體

LS TIME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48031630號
處分日期：
108/10/31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

9 件

警告：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398340號
處分日期：
108/10/31

0 件

1700東森
晚間新聞

108/02/26
於新聞節目
17:23~17:28 中為置入性
行銷

東森新聞台播送「1700東森晚間新聞」節目於 罰鍰
新聞報導中為置入性行銷，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NT$400,000
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依同法第48條第1項第3款
規定，處罰鍰新臺幣40萬元；並應立即改
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製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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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TIME 電影台」頻
道，自108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於指定時段 NT$800,000
播出電影節目(含紀錄片)共21,695分鐘，依規
定指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者
之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25%，而「LS TIME 電
影台」頻道指定時段指定類型之本國節目時數
應達5,423.75分鐘(21,695×25％＝5,423.75分
鐘)，始符合規定，惟查其本國節目時數
為4,775分鐘，違反指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
錄片)類型節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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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而「LS TIME 電影台」頻
道指定時段之本國節目新播時數應
達1,084.75分鐘(21,965×25％×20％
＝1,08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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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指定時段僅
播送電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者，其新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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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新
播比率，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8條第4項規
定。

核處金額：

NT$6,0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