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頁 / 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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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01~108/12/31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 年代網際事業股

東風衛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629700號
處分日期：
108/12/05

健康好神

108/09/03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前段介紹走路作為中老 罰鍰
年的優質運動，可以增加肌力、骨質。高群說 NT$200,000
明曾受過傷，後因吃鴕鳥精才好起來，高玉珊
提及其也有在使用，並介紹給妯娌，大家吃了
之後效果很好，身體更軟Q，主持人並說明每天
喝就對了。(二)專家鄭光男強調補給品好不好
入口、方不方便使用是很重要的重點。選擇鴕
鳥是因為其骨膠質、骨鈣質很多，骨密度很
高，比其他動物性來源更好，提煉方式也比一
般的葡萄醣胺更優，沒有過敏疑慮。高群說一
天喝兩次，早晚各一次，高玉珊說女性一
天3次。(三)專家蔡宗芳說明如果不想關節卡卡
的，關節液要夠，補充的東西一定要進來，偶
而走樓梯有點卡卡的人會發現吃了三、五天就
會感覺比較順，長期會筋骨痠痛的人吃一、兩
個月就會忘記有過疼痛，如果受過傷的，鴕鳥
精可以幫忙修補傷口骨頭。(四)節目中後段有
數位見證者說明使用鴕鳥精確實有實質功
效，如關節不再發出聲音、可以久站等。節目
末段出現諮詢專線0800-66-00-11。(五)節目中
多次出現深咖啡色液體特寫、及飲用的畫
面，使觀眾足資識別其為主持人、來賓及專家
所介紹之鴕鳥精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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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78780號
處分日期：
108/12/06

健康好神

108/07/13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相關說明略如下： 節目主持人邀身心科醫師
鄭光男、中醫師廖進昌、藝人林佩君及生活達
人田富謙討論睡眠對健康的影響時，推介特定
產品「好眠睡覺機」。構成要件：產品名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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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好眠睡覺機。功能作用：增加使用者之身
體負電位，幫助睡眠。
相關認證：2018歐
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金牌。材質與功能：石墨
烯／高速傳導作用及發射遠紅外線。成效：提
升深層睡眠品質及改善心臟、記憶力、心血
管、糖尿病及血糖過高等疾病，促進細胞活化
與體內循環、淨化血液毒素、將偏酸性體質改
為鹼性、增強新陳代謝等。使用方式、使用者
見證及促銷言論。諮詢專
線（0800-262-000；0800-88-44-99）。綜
上，旨揭節目內容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
商品之功能、效用、認證、成分、實驗與使用
方式及使用者見證，已具明顯促銷及宣傳商品
之意涵。
3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55290號
處分日期：
108/12/13

台灣大頭
條

108/06/03
妨害兒童或
17:45~20:00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新聞
台108年6月3日18時42分許播出「造勢驚見『反 NT$200,000
串仔』！民眾：韓別賣臺就好」之相關新聞內
容（以下簡稱系爭新聞），涉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內容如下：採訪
人：「你今天為什麼會來這邊？」男童：「因
為阿婆說我也要跟著來。」採訪人：「你現在
支持的是韓國瑜嗎? 」（小男孩搖頭），阿嬤
說：「凍蒜啊！ 喊一下，好不好？喊一下！」
（小男孩搖頭大哭）採訪人：「對不起！好啦
好啦！」（安慰小男孩）。記者旁白：「小男
孩身穿韓國瑜紅色背心，陪著阿嬤來造勢，聽
著要喊凍蒜！一秒爆哭，影片流傳網友笑
翻。」系爭新聞以身心尚未成熟兒童為主
體，呈現誘導受訪兒童表態支持特定政治人
物，致該童情緒失控哭泣，侵害兒童人格利益
及自主權，且全程未打馬賽克及變聲處理，妨
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此有本會節目側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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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
第2款規定。
4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665470號
處分日期：
108/12/24

生活大小
事

108/10/04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前段討論減肥經驗和肥胖所 警告
造成的問題，後由營養師簡蕙琦介紹義大利卡 NT$0
拉不里亞地區有特別品種的檸檬，能夠排宿便
並維持體態健康，並由營養師簡蕙琦操作實
驗，以BPF義大利香檸檬粉末加水後倒入，模擬
清除腸道堆積物。續由營養師簡蕙琦說
明「BPF義大利香檸檬」之相關專利、多國認證
及功效。節目結束以字卡顯
示「0800-320-818」節目諮詢電話以及進入廣
告前皆有字卡顯示晶璽健康專
線「0800-205-777」；經查「晶璽健康生活
館」購物網站中，即有販售「BPF義大利香檸
檬」系列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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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特
定商品價值，另以實驗設計手法突顯特定商品
之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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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電視股份有

八大第一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689970號
處分日期：
108/12/25

健康公聽
會

108/09/13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高群表示，大約8、9年 警告
前因為拍外景受傷，有過一段人生黑暗期，後 NT$0
來幸好碰到鴕鳥精，救了他的一生。高群說：
「我本來有去照那個裂開，然後半年左右我再
去照X光，完全都恢復了，當然三分之三變三分
之一那個壓迫感，那個骨頭已經沒辦法回
來，只是它把他全部補滿了，他開刀主要也是
把你灌漿，讓你那個補滿，結果都不用，自動
補滿，我又生龍活虎一隻。對鴕鳥，真的非常
感激牠……」。(二)播出高群到鴕鳥養殖場的
影片，搭配節目現場說明：「我們去到現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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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它是用那個公的鴕鳥，大腿骨和後腳
筋，骨鈣質和骨膠質都很多，尤其那個筋，你
兩個人拉不斷，我用剪刀去剪，剪到手真的扭
到了，我真的吃到最後才發現，人家一句話什
麼路遙知馬力，超強的鴕鳥精，真的，人家台
語有句話說，打斷手骨反倒勇……」。(三)前
主播楊中化：「現在轉行賣大貢丸，一站就
是7、8個小時，包括骨頭啦、膝蓋啦，那更是
受不了，常常我要去找國術館、中醫診
所，……跑遍了按摩院、中醫診所，都只能治
標不治本，暫時可以舒緩一下，不過還好，遇
到高群大哥跟我介紹這個補骨的好東西，鴕鳥
精，吃了兩個禮拜左右，像一些關節啦、膝蓋
骨，完全就不會有痛的感覺，真的是好東
西……」。(四)鄭光男：鴕鳥它的骨密度、骨
膠質、骨蛋白，還有骨鈣質都是最高的，牠最
大的步伐6到8公尺，……。(五)蔡泳瑜：女人
生一個小孩就會掉一顆牙，可見牠的筋骨退化
跟流失非常驚人，我們知道鴕鳥從兩歲以後就
可以開始生育，牠可以一直生，每年可以生
到60隻的鴕鳥，可以生到50歲，其實牠的存活
率是可以達到70多歲……。來賓楊中化接口
道：一年生60隻小寶寶，生48年，48乘
以60是2880隻的小鴕鳥，而且最重要的是牠不
會有所謂的骨質流失的問題，真是太神奇
了，所以有人叫這鴕鳥叫作神鳥。(六)系爭節
目穿插高群用鴕鳥骨頭打破板材牆壁的影
片，強調鴕鳥骨頭有多硬。(七)系爭節目播放
一段牛骨、豬骨及鴕鳥骨的承受壓力測試，證
明鴕鳥骨頭強度是牛骨的3倍。(八)來賓蔡泳
瑜：所以我們才要把我們的鴕鳥骨、鴕鳥筋裡
面的骨膠質、骨鈣質跟骨蛋白，轉換成我們的
骨質，然後可以修補我們幾十年的損耗、磨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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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它本身具有高鐵、高鋅、高鈣、高蛋
白，然後它本身是低脂、低膽固醇、低熱
量，它本身就是擁有4高3低的營養特性。它本
身的含鐵量是牛肉的兩倍，含鋅量是有16000顆
的蜆；1700顆的生蠔，因此我們知道14個月的
雄性鴕鳥骨它本身含有骨鈣質和骨膠質、骨密
度，都是全世界生物中是最高的，高群接口
道：他們說那個腿骨要一直熬，熬
到8天7夜，熬到後來那個骨膠質、骨鈣質才會
熬到稠稠的乾乾的。鄭光男又接續說：如果再
加後腳的跟腱，就是後腳筋，要10天10夜，最
重要的是我們熬完後還要濃縮100倍。熬完以後
就是這樣，稠稠的（此時鄭光男拿出一瓶鴕鳥
精示意）。高群見狀說：第2代方便多了。楊中
化說：濃縮100倍，用喝的很方便……。(九)鄭
光男現場泡給主持人喝，主持人說：我很怕喝
雞精、蜆精，它就會有一股那個味
道，……。鄭光男：在您喝之前我還要做一個
動作讓大家知道一下（鄭用拇指與食指拈了一
點鴕鳥精），眾人說：稠稠黏黏的，鄭光男
說：還會牽絲哩。跟市售的比起來，比人家半
罐還要多。……我們直接泡熱水、泡溫水，把
它泡開就可以了。主持人：有一點點像那個蒸
蛋的，很香的蛋香味，我自己感覺有一點蒸蛋
的蛋香味。(十)主持人：我再請教一個問
題，它是不是對於恢復我們男性尊嚴也很有幫
助？高群：你講到重點了，本來我不好意思
說，這等於是它的附加價值，本來我是要補骨
頭，結果那個地方真的是不錯，我老婆差
我20歲，還黏TT，我出國了她還每天連環
叩，你就知道我多幸福。(十一)節目播放一段
藝人楊烈的影片：我現在都有在喝鴕鳥精，要
不然我的日子不會過的這麼快活，手腳也沒那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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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順勢，以前不知道台灣有這麼好的東
西，……我是體專的人，到現在也是需要鴕鳥
精來相挺……筋骨若要好，鴕鳥精就要每天
補。(十二)現場來賓用滾輪測試體力，有喝鴕
鳥精的高群可以輕鬆的作滾輪，其他來賓則無
法辦到。(十三)節目後段播出影片分享鴕鳥精
功用：１、藝人高玉珊二嫂廖素
娥（72歲）：頭一次吃沒感覺，吃了將近1個禮
拜時感覺整個身體骨頭很輕鬆……。２、高玉
珊（68歲）：差不多吃3天以後，膝蓋會這樣熱
熱的，我想說怎麼了，就那個氣有在走，將
近70歲的女人，你來看一下我的軟Q，手有辦法
貼到地下，……。３、鄭金福（71歲）：像
我70幾歲了，養魚也是很粗重的工作，如果沒
有鴕鳥精在吃，怎會有這種筋骨……。４、蕭
廷武（80歲）：車禍以後3個月我就恢復又去做
監視器了，因為我都有在服用鴕鳥精。５、吳
金釧（37歲）：我生老二之後有給她吃鴕鳥
精，就是給她吃後覺得她有長高了小六而已就
比我高一點……。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以正面
且深入方式介紹鴕鳥精，並利用名人、專業
者、科學數據等手法，突顯特定商品之價
值，已明顯促銷、宣傳商品，鼓勵消費，或利
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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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2 件

警告：

3 件

核處金額：

NT$4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