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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星娛樂傳播股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71340號
處分日期：
109/07/10

健康有約

109/03/07
節目與廣告
14:30~15:3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如下：節目開始主持人說明睡好覺有助於
NT$200,000
身體健康，並解除自律神經失調所帶來的問
題，後帶出使用「一夜好眠床墊」可助眠，並
由作家廖輝英以個人使用經驗輔証。生活達人
林嘉莉詳細介紹「一夜好眠床墊」之特色（使
用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熱）、材質（石墨
烯）、獲得2018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金牌
獎、日本厚生省認可為安全有效保健器材，並
搭配作家廖輝英進行自律神經檢測，使用產品
調理後實驗數據明顯有所改善。作家廖輝英坐
於產品之上，操作該床墊教導如何使用，可依
自我需求設定模式、電場設定、溫度設定以及
時間設定，中文面板操作方便。節目結束以字
卡顯示「0800-88-44-99」節目諮詢電話，及進
入廣告前皆有字卡顯示健康專
線「0800-2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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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衛星娛樂傳播股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89860號
處分日期：
109/07/10

健康總動
員

109/03/08
節目與廣告
15:30~16: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節目開始主持人楊懷民以若干就醫
例子說明鴕鳥精對於骨頭修復、骨質保健之強
大功效。高群和高玉珊分享攀登玉山之經
驗，表示是鴕鳥精發揮了功效，才能順利上
山，另有多位同行見證者以及使用者表達心
得，並表示看見高群使用鴕鳥精的經驗後，不
僅要自己吃，也要拿回去給爸媽吃。說明鴕鳥
精使用後，可以快速減輕疼痛及發炎改善，同
時鴕鳥精萃裡面有很多的骨膠質，可以讓我們
的關節液充裕，並同時搭配產品倒入水中沖泡
之畫面。節目中同時邀請藝人楊烈到現場見證
分享鴕鳥精使用經驗及功效，表達鴕鳥精非常
好喝，不會造成身體負擔。節目結束再度以影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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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介紹鴕鳥精產品，說明鴕鳥精的骨膠質及骨
鈣質多，而且濃縮100倍，方便飲用且無羶
味，無人工甘味，並強調必須認明楊烈、高群
肖像代言之第2代鴕鳥精，且要打該諮詢電話才
是真正的產品，節目最後以字卡顯
示「0800-29-2345」諮詢電話，及進入廣告前
皆有字卡顯示健康專線「0800-051-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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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98560號
處分日期：
109/07/15

健康探索
家

109/03/28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討論女性保持健康青 罰鍰
NT$400,000
春之方法，以吃天然食品來自我保養，接續介
紹「蜂王漿/蜂王乳」，能夠抗衰老、呵護女性
身體及常保青春，並採訪台北養蜂三代家庭蔡
壽山先生，介紹蜂王乳產出過程及成分內
容。(二)後由主持人專訪網路直播主「愛咪四
寶媽」，服用蜂王乳保養並順利自然產女，讓
不孕者有希望。後訪問營養師吳佳靜，表示蜂
王乳成分可以平衡女性荷爾蒙，增進女性卵巢
和子宮功能，幫助懷孕。(三)營養師吳佳靜和
主持人強調「喝的蜂王漿」能保有高營養、功
效好，並以瑜伽老師的養身心得，表示喝的蜂
王漿係保持青春活力的好方法；接續以傑出女
性陳莉葦的經驗，用喝的蜂王漿保持青春活
力，表示飲用後皮膚變好，也改善失眠問
題，更對於舒緩更年期有幫助。 (四)營養師
吳佳靜提出選擇蜂王乳的方法，以「健字
號」優先，飲用方式能保留最多營養，吸收快
好入口。飲食達人林秋香表示市面假貨甚
多，消費者應慎選蜂王漿。(五)前藝人現任中
醫生葉?以自身經驗和中醫角度來說明蜂王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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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女性滋補以及更年期有幫助。主持人總結以
上心得，都是以喝的女王蜂漿來保養自己、找
到人生，並說明吸收率高達九成，方便好飲
用，具有國家食品認證，與日本技術合作能經
由舌下吸收。(六)飲食達人林秋香和主持人以
各種不同蜂王漿產品試喝比較，表示健字號原
生蜂王漿產品具有更多營養，並強調其「健字
號」蜂王漿具有7大保證，並與日本合作低溫微
分子原生萃取，是其他產品都沒有的，讓使用
者喝了更有感覺。(七)節目結束以字卡顯
示「0800-333-580」節目諮詢電話，及進入廣
告前皆有字卡顯示健康專
線「0800-533-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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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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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娛樂傳播股
份有限公司

JET 綜合台
(JET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71000號
處分日期：
109/07/23

健康有約

109/03/08
節目與廣告
14:30~15: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節目主持人說明睡好覺有助於
身體健康，並由醫師說明自律神經失調所帶來
的問題，後生活達人田富謙帶出使用「樂活睡
覺機」可助眠，並由藝人姚黛瑋以個人使用經
驗輔証，續由生活達人田富謙接續深入介
紹「樂活睡覺機」產品。(二)生活達人田富謙
表示「樂活睡覺機」使用石墨烯材質，能釋放
遠紅外線，負電位對身體有良好幫助並恢復身
體機能，並提出輻射檢測安全合格報告、石墨
烯分析證明書、遠紅外線率報告表、日本厚生
省認可為安全有效保健器材，以及獲得2018年
第10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金牌獎。(三)節
目中由生活達人田富謙進行電磁波及負電位測
試實驗，並由姚黛瑋操作使用產品，介紹如何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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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使用該項產品，包括：1、動作設
定；2、電位設定；3、溫度設定；4、定時設
定，藉以說明使用方式安全、簡單、方
便。(四)節目結束以字卡顯
示「0800-88-44-99」節目諮詢電話，及進入廣
告前皆有字卡顯示「一通電話 護你一
生」，健康專線「0800-2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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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90260號
處分日期：
109/07/29

名醫的餐
桌

109/02/09
節目與廣告
09:30~10:3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內容略如下：(一)「薑黃素」服用之研究報
告，來賓翁醫師說明：1、發表於2014年「雙盲 NT$200,000
實驗」針對「代謝症候群」之族群以證實服用
者能有效降低中性脂肪、降低壞的膽固醇，更
有效的提升好的膽固醇。２、另針對「冠心
症」必須接受繞道手術的病人，術前開始給他
吃薑黃，術後看這些有吃跟沒吃的人，最後產
生心肌梗塞的差異性，發現服用薑黃素這一個
族群減少6成於術後產生心肌梗塞的發生
率。３、介紹美國暢銷書NEW YORK TIMES記載
日本沖繩長壽秘訣，尤其提到我們的薑黃達人
對日本長壽、健康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且於
畫面疊印：下地社長對長壽秘訣種植薑黃有多
年研究」、「美國暢銷書NEW YORK TIMES記載
日本沖繩長壽秘訣為薑黃」之字樣。(二)來賓
曹蘭強調：世界上目前還活得很健康的這些長
壽朋友，全世界前十名之中，有四個是日本
人，很厲害。(三)現場邀請下地社長（薑黃專
家）及林部長(沖繩草藥公司)說明日本薑黃之
特色及功效：１、主持人：請教社長日本的薑
黃到底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下地社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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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礁、亞熱帶氣候、還有我們種植者力
量。２、另於畫面播出下地社長親自照顧薑黃
種植之影片片段。３、林部長介紹各種薑黃功
效：(１)春薑黃：含1千多種微量元素具精油成
分及超強的殺菌效果，適用於藥用；(２)秋薑
黃：「薑黃素」是薑黃中最高的，活性元素
高、薑元素具抗氧化作用，用於染料，它是天
然的食用色素；(３)白薑黃：具超強的殺菌力
及抗發炎可改善香港腳、糖尿病用；(４)沖繩
皇金：為薑黃之王，它跟普通的秋薑黃是經過
我們社長26年研究開發的新品種，有強大的抗
氧化性，於日本農民水產省申請，通過10次調
查考驗才取得品種認證。４、主持人：沖繩皇
金它到底有什麼特別跟不同的的地方？５、下
地社長說明：四氫薑黃素的成分是普通秋薑黃
的22倍，於畫面疊印：「日本沖繩皇金為薑黃
之王 四氫薑黃素比一般薑黃高22倍」之字
樣。６、主持人：我們要怎麼吃？怎麼樣去分
配吃它的成分，對我人體是最好的？７、下地
社長說明：……用這四種薑黃去調配，選擇主
要功能目的，達到最恰當的效果配方，黃金比
例讓食用薑黃效果最佳……，沖繩皇金對於五
臟六腑機能保健就是它最大好處，於畫面疊
印：「應挑選各種薑黃的優點 黃金比例食用薑
黃功效最佳？！」之字樣。(四)專業者強調薑
黃素功效：１、翁醫師：它具有強效的抗發炎
跟抗氧化的功能，減少慢性病及關節炎的產
生。２、醫藥記者洪素卿：2015年美國公布簡
易長壽法前10名唯一入榜的食品就是薑
黃。(五)榮獲獎盃及美國NASA（宇宙教育協
會）任命證，林部長說明：１、「沖繩皇
金」榮獲日本「天皇杯獎」最高榮譽，為皇室
貢品，故將特有物種命名「皇金」。２、與宇

核處情形

第 6 頁 / 共 7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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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09/07/01~109/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宙教育協會NASA合作太空無重力栽種，研究實
驗新成分。(六)產品服用功效：林部長說明薑
黃抗氧化能力強，最好從30歲開始服用，提高
自身免疫力，預防在40歲以後產生各種疾
病。另強調日本女子排球國家代表隊，很長時
間服用我們黃金比例薑黃，對疲勞或者感冒各
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排球訓練關節痛、膝關
節止痛作用也比較好，而且一感冒服用多一點
馬上恢復，另對肝臟具有養護功能，另於畫面
疊印：「日本女子排球國家代表隊使用沖繩皇
金當解痠痛保養品？！」之字樣。(七)產品認
證：１、林部長強調：我們「沖繩草藥公
司」因為是沖繩最大產生薑黃栽培的公司，我
們公司最有權威的就是下地社長，他栽培
了4、50年的薑黃，只種植沖繩的原生種，並取
得ISO 9001食品認證之栽培履歷表(原產地認
證)及HACCP安全製成(食品製成安全認證)，所
以說要吃到安心、安全的薑黃，另於本廠製作
以黃金比例打錠，係依據薑黃的特性還有各方
面的功能。２、主持人強調：原裝在沖繩皇金
裡面有一個新的定義：就叫做原封不動的包裝
送來台灣，並不是送進來台灣調配。(八)產品
使用方式:１、林部長：沖繩皇金適合所有年齡
使用建議攝取量体重每公斤使用3毫克，小孩以
成人的1/2、1/3適當的減量，比如成人6克他
就2克或者3克就是說適當的減量。２、翁醫
師：……，薑黃素本身對三高，也都會有幫
忙，但我還是要強調，它不能來取代原來的西
藥，所以基本上它是好的一個輔佐、可以共同
來用，建議服用上錯開2小時服用，於畫面疊
印：「薑黃能幫助降低新血管疾病因子，可與
西藥共用，但需錯開2小時服用」之字
樣。３、主持人於節目最後表示，薑黃的產地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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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它的黃金比例複方也非常重要，一個
錠狀就可以抵掉三湯匙的薑黃粉。(九)另於每
節節目進入廣告前，畫面疊印字卡及旁白：
「您的健康事 體驗更高層次的美好 健康諮詢
專線0800-783-783」；另於節目最後出現「節
目諮詢電話0800-53-00-66」。綜上，旨揭節目
內容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之功
效、特色及使用方式，已具明顯促銷及宣傳商
品之意涵。

罰鍰：

5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1,2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