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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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TVBS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44590號
處分日期：
109/02/13

節目名稱
樂活全
家GO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9/02/01~109/02/29

違法事實

108/06/30
節目與廣告
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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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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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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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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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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82-1234及0800-31-8833。綜上，上
揭內容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之成
分、功效、特色、認證及服用方式，並於節目
與廣告時段間及片尾搭配顯示諮詢專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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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富立多媒體股份
有限公司

富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79100號
處分日期：
109/02/13

南部兄北
部妹

108/06/25
節目與廣告
10:00~12:00 未明顯分開

相關內容略如下：(一)促銷言論：提及產品發
表會，並直接呈現產品及強調這是「新
品」，起初只收試用價。(二)說明產品功效及
適用症狀，包括：紅斑性狼瘡、支氣管炎、腸
病毒、SARS、A型感冒病毒、高血壓、高血
脂、容易疲勞及虛弱等。(三)說明使用方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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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小孩子1天1包，但有任何毛病，1天
要4包。(四)專利說明：中華民國製程、獲得衛
生福利部安全衛生、發酵設備及多醣體純化專
利等證書。(五)產品成分測試及試喝：強調成
分是高分子聚合物，所以不論是冷熱沖泡，成
分都不會於沖泡過程中被破壞，並於節目中實
際沖泡試喝。(六)於廣告時段出現「富易康冕
益活性多醣」產品相關介紹，同一主持人說明
功效、適用症狀、相關專利認證與使用方
式，廣告內容皆與節目時段雷同，且鼓勵民眾
叩應訂購，致節目與廣告相搭配。綜上，上揭
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客觀事
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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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台中數位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威達超舜生活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48001480號
處分日期：
109/02/19

大千世界

108/11/01
廣告超秒
12:00~14:00

罰鍰
節目主持人劉泳君講解生肖命理運勢時，畫面
NT$600,000
上方頻繁出現「現場call in 電
話：04-7625838 訂購專線：04-7625049 服務
處電話：04-7625729 地址：彰化市平安
街66巷51號……大千世界巫祝道觀接受觀眾點
燈服務 點元神燈*1盞及平安燈*1盞 贈送太歲
錦囊一個 費用1200元 服務處電
話：04-7625729 傳真：04-7628973 郵局帳
號：0081007-2096803 戶名：劉泳君 住
址：彰化市平安街66巷51號 請註明：姓名.生
肖.農曆出生年月.住址.連絡電話」之插播式字
幕。前揭插播式字幕內容無涉天然災害、緊急
事故訊息、公共服務與頻道或節目異動等資訊
範疇，並與廣告時段促銷特定服務之資訊內容
相同，故具有廣告性質。另，旨揭節目表訂時
間為2小時，惟實際播出時間為1小
時57分49秒，旨揭節目畫面上方出現之插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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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具有廣告性質，且節目播出廣告時間超過
法律規定上限，已同時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34條第4款及36條第1項規定。
4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23020號
處分日期：
109/02/21

0900SETN
整點新聞

108/05/02
節目與廣告
09:00~10:00 未明顯分開

播出標題「一條根馬國"電商夯賣" 2020拚營收 罰鍰
NT$200,000
三千萬」新聞報導（下稱系爭報導），其整體
呈現涉有為特定廠商推介及宣傳之內容略如
下：(一)主播：台灣的天然草藥現在也紅到國
外，不少東南亞的觀光客到金門必掃「一條
根」貼布當伴手禮，加上新南向政策，業者每
一年到馬來西亞辦商展，口碑現在越做越好
了，還開通了電商通路，預估2020年營業額上
看3千萬。(二)記者報導：撕開貼布，哪裡痠貼
哪裡，噴霧型、乳膏狀通通有，一條根除了臺
灣人愛用，更是觀光客指定掃貨品，（受訪
者：藥師林怡君：他一進來就說，他想要一條
根的，然後他看到架上有，他全部掃光，然後
覺得貨還不夠，還請我再多訂，東南亞區，譬
如說馬來西亞那塊，曾經有客人說要買這一
塊）躍升東南亞客來台熱賣伴手禮，其中最夯
的是金門出廠百年店一條根，天然草藥成分溫
感貼布，有效舒緩疼痛，藥品界市佔第一，也
是外國客必買第一名，更曾經被金門縣政府頒
發收購證書，看好華人市場跟著新南向政策先
到馬來西亞試水溫，攤位人潮不減，現場提供
試擦，王大夫一條根2017年開始，固定每年一
次到馬來西亞辦商展，未來更打算拓展新加坡
和越南市場，拚經濟更布局虛擬商城，在當地
電商通路上載MIT商品，跟著政府腳步走，從奠
定基礎到口碑，好評不斷（受訪者：金門王大
夫總經理王建順：有些馬來西亞的華人第一次
來買的時候，第二次又回頭來買，相對的這個
政策是針對中小企業，其實是有幫忙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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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南向政策奏效，業者沒在怕，一條根到
馬來西亞賣，預估2020年營業額達標3千萬
元，未來更打算拓展新加坡市場，營業額目
標2千萬元，前進東南亞國家勢在必行，拚經濟
有成，國產成藥走出台灣也能靠外銷鍍金。查
系爭報導多次出現「王大夫」商標之畫面，包
括王大夫一條根商品、王大夫一條根文化館外
觀等；並以「天然草藥成分溫感貼布，有效舒
緩疼痛，藥品界市佔第一」、「外國客必買第
一名，更曾經被金門縣政府頒發收購證書」等
單一觀點，呈現正面且深入之報導，已具明顯
為特定廠商推介及宣傳之意涵，致節目未與廣
告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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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61000號
處分日期：
109/02/24

新聞龍捲
風

108/06/24
製播新聞違
23:38~00:00 反事實查證
原則，致損
害公共利益

內容如下：(一)主持人戴立綱：但是你在說
到6月30日活動，但現在有網友在網路上面寫
到，怪怪的，居然有管區的警察到家裡來關
切，問我30號新竹場子要帶多少人去，這是否
代表一件事情，行政院現在這時候已經開始變
成是東廠了，所有台灣的軍警情特都已經開始
動員起來了。(二)台南市議員謝龍介：正確
的，立綱，你這個消息來源，不知道誰跟你講
的，正確，真的……為什麼他們會來問我
說，你家誰要去，你這裡誰要去，在統計人
數，你知道嗎？他們要去做資料的比對，資料
比對，你知道嗎？……我現在要說為什麼他們
動用了國家機器，就是說我現在了解的
是……他們現在連在那邊去的人，男生幾
個，女生幾個，他們都知道。……60歲以上的
幾個，20歲到40歲幾個，40歲到60歲幾個，他
們都知道。（主持人戴立綱：連年齡層都分得
出來。）……你知道嗎，場地的範圍裡面，大
概只有不到六支基地台，場地那個範圍，所有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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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的通訊公司，就是中華電信、遠傳，所有的大
概六支到八支，六到八支的MSC的那個基地。基
地台……然後它所有接受到你，服務到你，所
有大哥大的訊號，全部被他們接收了。（主持
人戴立綱：所以也就是說連號碼他都知道，誰
擁有這個，他都知道。）他都有了，所以他知
道。(三)主持人戴立綱：所以網路警察把這個
部分，全部抓得清清楚楚了。(四)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註冊這個號碼是男生46歲，註冊
這支號碼是女生58歲，這個號碼是多少歲，他
們知道有這些人來了，在這個基地範圍，當然
涵蓋了原本的住戶，如果他們再做交叉分
析，把原本撤掉以後，隔天第二天、第三天留
下來的電話號碼，把它排除，剩下的就是除了
原本住戶以外的，外地其他地方來的手機號
碼，就是這一次來出席的人，所以他們現在會
怕，怕怎麼會每一場來的人，重疊的只有占不
到十分之一，不到二十分之一，你懂我意思
嗎，就是每一場重複參加的不到5000人，不
到3、5000人，其他都是台中當地的，凱道就是
北部的，花蓮就是東部的，然後雲林就是南部
的，真正每一場都有參加的，幾千個人而
已，所以他們現在幾乎掌控到，國家機器已經
掌控到所有參加過韓國瑜造勢的人，是哪一些
人了。（主持人戴立綱：連這些人都把它算計
得清清楚楚了。）(五)台南市議員謝龍介：一
清二楚，這個將來打到1月11號，要打選戰的時
候，以民進黨現在選情低迷，然後他這種手
法，他要怎麼去操弄，你每一場都有參加，你
有在做，我是不是給你查稅，要不然為什麼有
的人以前挺韓國瑜，現在改挺蔡英文。是不是
因為無奈，被迫要查稅，有的人要出來辦活
動，有的人怎麼樣，為什麼會轉向，他用這樣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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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你，明天搞不好就來問一下，謝龍介你吃飽
了沒有，不要這樣，掌控國家機器，如果你用
這樣，你跟反送中有什麼不一樣。……你現在
所有的所作所為，你比威權極權國家更骯
髒、更惡劣。系爭節目內容由來賓指稱國家機
器蒐集參與政治活動之民眾個人資料，並透過
行政作為，影響民眾支持特定候選人政治意
向，且未提出具體證據，主持人亦未進一步詢
問及進行事實查證，嚴重誤導民眾因參與政治
活動致通訊資料遭蒐集，造成個人資料外洩的
恐慌，損及民眾對國家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
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之信賴，致損害公共利
益，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4款
規定。
6 好萊塢影視股份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79070號
處分日期：
109/02/24

復仇人獵
人

108/07/18
違反節目分
19:05~21:05 級處理辦法

罰鍰
節目標示為「普遍級」，惟劇情畫面出現暴
NT$400,000
力(戰爭槍決、弓箭刺穿小腿及臉頰後刑
求)、血腥(弓箭刺穿小腿、臉頰)及互相打殺等
內容，經民眾檢舉涉嫌違反前開法令規定。前
揭節目畫面呈現暴力及血腥等內容，易對兒童
產生不良影響，逾越「普遍級」節目不得播出
之內容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
第3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7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90600號
處分日期：
109/02/26

台灣大頭
條

108/07/03
妨害兒童或
17:56~17:58 少年身心健
康

播出「閨密陷阱？13歲女拒性服務 頭壓馬桶遭 罰鍰
施暴」、「禁錮旅館拳打腳踢 少女還被逼拍裸 NT$200,000
照」等標題之相關新聞內容（以下簡稱系爭新
聞），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
規定，內容如下：主播:中國四川一名13歲少
女，被朋友逼迫到KTV做性服務，她拒絕了，沒
有想到因此被禁錮在旅館內，被其他兩名少女
拳打腳踢，還被強壓頭到馬桶裡。記者報
導：抓頭猛踹，使勁狠打，甚至還緊抓脖子把

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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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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1~109/02/29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對方的頭壓到馬桶裡，手法極盡野蠻暴力，沒
想到竟只是一群未成年的少女。畫面翻攝「搜
狐視頻」內容，呈現少女被強壓至馬桶及被踢
打等畫面。（少女父親：「去了之後，她叫我
們家小孩到什麼KTV上班，那肯定不是什麼好
班，能上什麼班啊？肯定逼她做公主
了」）。中國四川一名13歲少女跟著朋友到泗
縣去玩……，把她禁錮在旅館內，對她拳打腳
踢。（少女父親：「我們家女兒說從11點左
右，打到有4點這樣子。至少是4點，那女的打
她的時候，還對外拍視頻，叫其他人
看」）。只見少女蹲坐在地，頭部被人狠狠壓
進馬桶，對方用腳狠踩猛踢，還不斷壓沖水
鈕，甚至大甩她好幾記耳光，就連充電線也被
當皮帶接二連三往少女身上抽。（少女母親：
「現在我孩子在我跟前，狀態不怎麼好，前幾
天在醫院看了幾天，昨天才回來」）。據了
解，當時少女連夜逃跑，從手臂到小腿，混身
是傷，……。系爭新聞引用網路影片內容，詳
細描述少女遭虐過程，重複播放少女受害畫
面，包括頭部被強壓馬桶、施虐者踹打被害少
女、甩耳光等畫面，強化受虐少女身心受創過
程，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已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

罰鍰：

7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3,2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