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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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三立新聞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04220號
處分日期：
109/09/24

節目名稱
正午新聞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09/03/15
違反節目分
12:28~00:00 級處理辦法

裁處日期：109/09/01~109/09/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如下：(一)主播：今天晚上一名王姓直播 罰鍰
NT$200,000
主只因為不想跟太太回娘家吃飯，居然夫妻大
吵之後拿了生魚片刀下車隨機刺殺一名路邊騎
士，導致被害人一刀斃命，北檢聲押獲准，但
兇嫌的母親相當痛心，孩子鑄下大錯，不知道
怎麼向被害人家屬道歉，嫌犯自稱有精神疾
病，網友看起來不領情，一面倒的要求法官判
死刑，還給騎士公道，也讓廢死議題再度發
酵。(二)記者報導：（你會後悔嗎？有沒有話
跟死者說）拿生魚片刀隨機找路人騎士洩
憤，一刀刺死人的王姓直播主複訊之後遭到聲
押，他被法警推著走一臉不在乎，翻出自己精
神狀況一時失控，與新婚太太為了回娘家吃晚
餐問題路旁大吵，竟拿生魚片刀刺殺與他無冤
無仇的被害人，騎士倒地不起，驚恐求救，他
卻不在乎走回車上揚長而去，目睹過程的太太
崩潰痛哭，打電話報案……。(三)訪問王姓兇
嫌母親：有時會不如意或是有壓抑的時候，他
就會比較暴躁，我是有看過他割手。兇嫌母親
好痛心，兒子鑄下大錯，曾問過孩子車上為何
要擺把刀，卻得到「防身用」，但明明沒有遭
到攻擊，卻拿刀無辜刺傷騎士，這條命要怎麼
賠給被害人家屬？王姓嫌犯鄰居：他常換女朋
友 他一看不是那種很暴力的人。鄰居都不敢置
信，居然是他下狠手傷害無辜路人。(四)報導
過程引用鄉民女神黃拉結po文說：到底是有多
病態，才會在跟老婆吵架後隨機捅人，證明自
己夠兇，看過驚悚影片，讓她超級無敵難
過。飾演「我們與惡的距離」吳慷仁po文
說：看到令人遺憾的消息，原來自己也是個
人，對於情緒容易被牽動感到負面。網路上網
友一面倒，要法官判死刑，還有人說根本不用
開庭，直接槍斃，而廢死聯盟執行長則是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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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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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09/09/01~109/09/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文章，要大家這個時候不要叫廢死聯盟「踹
共」，因為他們只是堅持自己的理念，但一名
年輕人無辜枉死，只因為兇嫌隨機殺人，在審
判之前就引發熱烈討論，再次牽動台灣最敏感
的神經。系爭新聞引用監視器影片內容，反覆
播放嫌犯行兇犯罪過程，包括嫌犯持刀作勢捅
人、騎士倒地掙扎等畫面，強化嫌犯犯罪過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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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
規定。
2 八大太陽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八大娛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15230號
處分日期：
109/09/24

健康大贏
家

109/01/08
節目與廣告
17:00~18: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八大娛樂台於109年1月8日17時 罰鍰
至18時播出「健康大贏家」節目（下稱系爭節 NT$400,000
目），播出內容涉及突顯特定商品特色，明顯
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而有節目與廣告未區隔
之違規內容如下：節目由王瑞玲主持，來賓為
徐新寧、郭玉芳及劉艾倫，節目以討論補眼及
護眼為主體，正面推薦「金亮寶/舒瞳
素/PPLs」產品，並持續強調其功效及使用心
得。節目開始主持人先表示視力下降的問
題，由來賓劉艾倫提出服用「金亮寶」，馬上
獲得護眼達人徐新寧的認同，並介紹「金亮
寶」，含有「舒瞳素」，是唯一能疏通眼部微
血管的成分，獲得美國專利認可，幫助視神經
修護再生，可治療眼部疾病的化合物。內容後
續由護眼達人徐新寧以字卡主要介紹舒瞳
素（PPLs）的功效，輔以另外兩個來賓不斷提
供自身或親友使用舒瞳素（PPLs）的經驗，強
調舒瞳素（PPLs）及金亮寶功效。另於節目進
入廣告前，畫面疊印字卡及旁白「無痛無病是
生活品質的關鍵 只要用對方法 健康可以重
來 0800-077-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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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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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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2800號
處分日期：
109/09/28

大政治大
爆卦無色
覺醒

109/02/07
節目與廣告
14:00~16: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現在大家都在防
疫，防疫怎麼防疫，……，最近這企業，水神 NT$0
啦，……，那我們就要來了解，這樣的一個東
西，到底它能夠怎麼樣來幫助我們來防
疫。(二)水神總經理高雅鈴，發言略
以：１、我真的覺得我們旺旺集團的蔡衍明主
席他真的是非常有愛心，……，它是從日本來
的一個技術，這個設備其實就是它透過這個機
器，透過水，用電解的模式產生了次氯酸
水，它其實是透過電解產生了所謂學名
叫HCLO，這個東西，其實是溫和不刺激，我們
又叫它微酸性的次氯酸水，它跟一般的酒精不
太一樣，我們怎麼形容它，1cc的微酸性次氯酸
水。1cc的水神它等於1cc不刺激肌膚的酒
精……。２、我們其實全球有超過120份的檢驗
報告，檢驗什麼﹖有效一定很重要，再來還有
一個安全，安全的報告，所以這其實都是幫我
們檢驗過的一些機關，包括SGS、FDA、台美等
等（於15時40分51秒許，出示具「水神抗菌
液」通過安全測試之圖卡）；在安全性部
分，其實我們做過包括入口的、眼睛的噴，包
括鼻子的吸入，甚至皮膚的刺激，還有皮膚的
病變，我們都做過安全性的測試，它完全是通
過的。３、其實像這樣的抗菌液，真的，你就
這樣噴（於15時41分15秒許，示範產品使用方
式），(主持人周玉琴及許甫：可以直接這樣噴
嗎？)，可以直接噴，可以。(三)祝年豐醫
師：以「市面上消毒產品比較」圖卡說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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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抗菌液」與「酒精乾洗手」消毒產品殺菌效
果，並聲稱產品經過認證。（15時49分31秒
許，於圖卡中成分、有效濃度、使用效果及安
全性等欄位，標示「水神抗菌液」勝）(四)水
神總經理高雅鈴，發言略以：１、從這個圖表
就可以看清楚，……，其實可以看到水神這一
張，它整個是有效，最重要溫和不刺激，我旁
邊所寫的這些不管病毒，還是細菌，這些我們
都是有檢驗報告的……(15時51分42秒
許，以「市售產品種類說明」呈現「水神（次
氯酸）」與其他消毒成分的比較)。２、我自己
的小秘方，像這樣的布口罩，……，用我們的
水神前後噴，噴完了之後呢﹖讓它乾了之
後，把它戴上去，……（示範產品使用方
式）。二、系爭節目之內容及表現，反覆以正
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商品之成分、效用、使
用方法及特色（如微酸性次氯酸水、安全認
證、超過120份的檢驗報告、直接噴等），並利
用視聽眾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已具明顯宣傳
特定商品之意涵；假公益之名為「水神抗菌
液」宣傳，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
定。
4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93740號
處分日期：
109/09/28

1300午間
新聞,
1600中天
新聞

109/02/27
節目與廣告
13:00~14:00 未明顯分開
, 109/02/27
16:00~17:00

內容如下：(一)系爭報導1：藉由報導「防疫資 警告
NT$0
訊」介紹抗菌消毒用品，以正面語氣介紹次氯
酸水，輔以醫學研究佐證，導引視聽眾該成分
為安全、具有防疫效果之概念，且多次於新聞
中呈現特定產品「水神抗菌液」使用畫面，並
於該節目之廣告時間播送「水神抗菌液」廣
告（約13時36分44秒至13時37分13秒），明顯
為特定商品宣傳。１、主播說明：防疫期間很
多人會用抗菌液消毒，抗菌液大多是微酸性的
次氯酸水，美國衛生研究院也做了動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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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發現次氯酸水對皮膚、眼睛都很溫和，民
眾可以放心使用。２、記者旁白略以：「抗菌
液噴呀噴，正值防疫時期，可以說是消毒工作
必備幫手之一，而抗菌液成分大多是微酸性次
氯酸水，（……電訪補習班化學老
師……），電解後就是次氯酸水，成分天
然，無毒、無色、無味，國外媒
體Bizcommunity刊載1篇醫學研究發現，微酸性
次氯酸水就跟人體白血球製造的次氯酸成分一
模一樣，利用消除細菌細胞膜的原理，幫助人
體免於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侵害，雖
然殺菌力強，但對人體無害，（……電訪補習
班化學老師……），美國衛生研究院好奇，次
氯酸真有這麼神奇嗎？於是進行生物研究，用
次氯酸水嘗試兔子的生理反應，發現次氯酸不
但對眼睛無刺激，皮膚也完全沒有敏感狀
況，可見安全度相當高，（……電訪化學老師
邱祺……），次氯酸水也有分等級，濃度控制
好，對人體非常安全……。」(二)系爭報
導2：藉由報導「防疫議題」，以臺北市政府與
特定廠商之爭議，傳遞「水神抗菌液」訊
息，新聞畫面呈現「水神抗菌液」產品，並透
過記者口說及2張圖卡呈現「水神抗菌液」具抗
菌效果、檢驗報告及廣告標語等資訊，導引視
聽眾該商品為檢驗合格防疫消毒用品之概
念。１、主播說明：防疫大作戰，消毒環節也
很重要，臺北市的湖興里，平常早上就有不少
的民眾會來里辦公室領取次氯酸水，結果今天
早上卻撲空了，里民聽完原因，竟然是因為臺
北市政府研擬裁罰旺旺水神廣告不實，他們都
覺得相當的憤怒，批評說防疫當前酒精都很難
買，有人願意免費做公益，也被裁罰，根本是
沒有道理。２、記者旁白略以：防疫大作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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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一如往常，里民一早提著空罐來到里長辦
公室排隊領取次氯酸水，卻撲了個空，一聽到
次氯酸水不再發放，里民相當困惑，但當前酒
精大缺貨，就怕消毒環節成了防疫漏洞，紛紛
相當憂心，但聽完原因後卻大為光火，免費發
放，支持防疫做善事，卻成了北市府的眼中
釘，以廣告不實名義，揚言裁罰。對此，旺旺
水神聲明，針對北市府指涉的2張圖卡，明眼人
都看得出來是說明對環境中的病菌有抗菌效
果，均有完整的公正第三方抗菌檢驗報告佐
證，廣告標語是「決戰於體外」，從來沒有在
廣告文宣說要決戰於體內，是出於政治動
機，還是有心透過裁罰誤導民眾，不管如
何，政府的處心積慮，都已破壞民間對於防疫
的一番美意。二、前揭系爭報導1、2，內容及
畫面呈現均刻意突顯特定商品「水神抗菌
液」，並於系爭報導1之節目廣告時間播送「水
神抗菌液」廣告，明顯為其宣傳；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5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96210號
處分日期：
109/09/30

健康探索
家

109/01/04
節目與廣告
12:00~1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節目由王瑞玲主持，來賓為徐新
寧、郭玉芳及劉艾倫，節目以討論補眼及護眼
為主體，正面推薦「金亮寶/舒瞳素/PPLs」產
品，並持續強調其功效及使用心得。節目開始
主持人先表示視力下降的問題，續由來賓劉艾
倫提出服用「金亮寶」，馬上獲得護眼達人徐
新寧的認同，接續介紹「金亮寶」，含有「舒
瞳素」，是唯一能疏通眼部微血管的成分，獲
得美國專利認可，幫助視神經修護再生，可治
療眼部疾病的化合物。內容後續由護眼達人徐
新寧以字卡主要介紹舒瞳素（PPLs）的功
效，輔以另外兩個來賓不斷提供自身或親友使
用舒瞳素（PPLs）的經驗，持續強調舒瞳

罰鍰
NT$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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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PPLs）及金亮寶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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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3 件

警告：

2 件

核處金額：

NT$1,4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