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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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頻道

1 美商國家地理頻

Star Movies
HD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3300號
處分日期：
109/12/03

殺手保鑣

2 年代網際事業股

東風衛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85620號
處分日期：
109/12/03

新鮮生活

道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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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01~109/12/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109/02/09
違反節目分
16:30~18:25 級處理辦法

節目分級標示為「普遍級」，劇情敘述全世界
上頂尖的殺手保鑣，因為一次的保護失敗而名
聲一落千丈，急欲想要洗清臭名及翻身的
他，不得不接下一個保護他十分厭惡的殺
手Darius之任務，必須在24小時內將他送達荷
蘭出庭作證，以指認東歐超級獨裁者的惡
行，但在路途上卻遭遇許多殺手的埋伏及襲
擊(槍擊及爆破)等劇情，而相關內容呈現暴力
及血腥內容，包括近距離頭部及身體之射
擊、將人腳踹墜樓跌落車頂、以鐵鍊勒頸打鬥
殺人，以及汽車、建築物及飛機爆破等畫面及
情節。前揭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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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NT$0

109/08/31
節目與廣告
13:30~14: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說明「睡眠調整機」可解決現 罰鍰
代人睡眠問題：１、節目開始由VCR介紹，根據 NT$400,000
統計，臺灣每5人有1人，有睡眠障礙，衍生許
多健康問題，甚至有罹癌風險。接著主持人說
明周遭許多人因睡眠不足，引發許多身體問
題。２、資深媒體人狄志為：經朋友介紹，認
識「睡眠調整機」，有效調整睡眠，晚上睡覺
更舒服。３、生活達人田富謙：「睡眠調整
機」起源日本，醫生推薦，但購買不易又昂
貴。今天這個是臺日研究，變輕巧，晚上使
用，早上精神飽滿。(二) 說明「睡眠調整
機」可增加人體負電位：１、家醫科醫師翁梓
華：說明正負電位的特色。２、中醫師楊宗
翰：負電位增加可以幫助血液的離子活動，血
液呈現弱鹼化，可預防疾病。３、主持人：負
電位對健康大有幫助，如果可以早點接觸「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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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調整機」，很幸福。４、家醫科醫師翁梓
華：身體細胞內90%能量由粒線體產生，照顧好
粒線體，為健康製造能量。５、主持人：粒線
體要充電一定要有負電位，才可幫助睡
眠。(三)實驗設計：資深媒體人狄志為自律神
經檢測，交感和副交感明顯偏離，使用「睡眠
調整機」後，趨向正常，繼續使用，身體健康
一定有更好的表現。(四)說明「睡眠調整
機」內含石墨烯成分，具遠紅外線效
果：１、生活達人田富謙：「睡眠調整機」利
用科技在完全無感情況下，使身體電位平
衡，再加上遠紅外線，把電位平衡帶到細胞
內……。２、生活達人田富謙：遠紅外線對人
體有益，幫助細胞按摩，恢復體力。展示「石
墨烯分析證明書……」，拿到歐盟創新發明獎
及桃園市政府頒發金獎。日本價格是1床20萬元
且體積大，但台灣產品卻無前述問題。３、主
持人：負離子加遠紅外線甚至可以返老還童。
「睡眠調整機」有負電位幫助細胞充電，遠紅
外線幫助細胞按摩，人家只有1個功能，它
有2種以上的功能，它裡面有石墨烯。這個「睡
眠調整機」大有來頭，有石墨烯這種在諾貝爾
得獎的材料。(五)現場實驗：１、生活達人田
富謙現場測試石墨烯導熱速度快。２、「睡眠
調整機」通過國家級檢驗合格，完全無輻射及
電磁波，對人體無害。３、以負電位測試儀現
場測試，負電位達920v/m，外面一般的遠紅外
線電毯完全沒負電位，且只是局部性要1萬多
元，這整床都有負電位，又有遠紅外線，當然
買大床的。(產品特寫14:03:46)４、中醫師楊
宗翰說明遠紅外線可促進血液循環，活化細
胞……。同時展示日本北海道大學醫學部附屬
病院負電位研究，具有七大功效。５、生活達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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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田富謙說明「睡眠調整機」沒有副作用，非
侵入性治療，安心睡好覺，……且內含昂貴的
石墨烯，你不用花很多錢，在日本一
床20萬，今天讓你不用花很多錢，跟政商名
流、大名星一樣年輕。(六)使用心得分享：江
媽媽母女說明使用「睡眠調整機」後，一覺到
天亮，手麻腰痛的問題都沒了。(七)現場示範
說明：主持人、資深媒體人狄志為及生活達人
田富謙現場示範使用方式，說明簡單安全，安
心好眠。(八)VCR說明粒線體是人體發電機，電
不足影響身體健康，粒線體負責產生細胞需要
的能源，細胞內90%的能量ATP由粒線體產生。
「睡眠調整機」透過每晚的睡眠，補充身體負
電位，再以遠紅外線共振增加循環，……幫助
睡眠，增加人體免疫系統的防護作用。(九)最
後主持人強調，「睡眠調整機」躺下去很快入
睡，又有負電位幫你修復細胞，遠紅外線按摩
細胞，一舉數得，趕快撥打健康諮詢專
線0800-88-44-99。綜上，上揭內容明顯表現出
媒體為特定產品宣傳之客觀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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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段規定。
3 龍祥育樂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LS TIME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87610號
處分日期：
109/12/03

新鮮生活

109/09/03
節目與廣告
09:32~10:25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兩位醫師來賓分別說明隨著
年紀漸長，身體負電位愈少，並產生如自由基
之有害物質，而前揭物質亦會進一步減少身體
負電位比例；正常人的負電位比例會較多，可
幫助血液呈現弱鹼化並促進細胞活動，減少膽
固醇和廢棄物沾黏在血管壁上，緩解中風及心
血管疾病風險。(二)田富謙表示，睡眠調整機
是在人體無感狀況下，以非侵入方式平衡人體
正負電位後，再借助遠紅外線把平衡電位帶到
細胞內。此外，該產品含有石墨烯成分（配合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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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實驗畫面），曾獲得日本厚生省認證醫療
機構認可，且其遠紅外線釋放率高達99%，並曾
於2018年獲得歐盟創新發明獎後，再獲頒桃園
市政府金獎。日本價格是1床20萬元且體積
大，但台灣產品卻無前述問題。(三)田富謙接
著拿出檢驗證明，說明該調整機並無輻射及電
磁波問題，且實際比較一般電毯與該調整機之
輻射、電磁波及負電位含量高低。另外，系爭
節目亦播出藝人狄志為與民眾江媽媽相關使用
見證言論，以及狄志為針對調整機使用方式之
說明片段。(四)節目中出現諮詢電
話：0800-262-000；0800-88-44-99。綜上，上
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產品宣傳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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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
段規定。
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MUCH TV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98610號
處分日期：
109/12/03

健康好自
在

109/08/31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節目開始由主持人說明筋骨痠 罰鍰
NT$400,000
痛對生活影響大，若長期忽略，甚至危害生
命。新一代「全能筋骨方」，幫助許多人恢復
健康。(二)骨科醫師石英傑提供專業意
見：１、退化性關節炎與年齡有關。2、市面上
很多骨骼關節炎保養品成分都包含MSM、二型膠
囊蛋白、軟骨素、葡萄糖胺……，以上成分單
一效果差，必須複方配比。(三)VCR介紹「全能
筋骨方」成分、療程及功效：是針對關節退化
或發炎的病人調配出來的黃金保健配方，先消
除發炎，減少疼痛，配方中加入臨床證實有效
的MSM專利薑黃……，再用全球公認的潤滑新寵
西班牙雞冠萃取玻尿酸……，用黃金比例進行
科學調配，所以能消炎止痛，修補潤滑，強健
骨質。(四)主持人推薦產品：１、筋骨出問題
影響大，需提早保養。顧筋骨，用對方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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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養品。２、「全能筋骨方」是很好的保養
方法，成分經過科學方法調配，市面上相似的
配方，為何效果不同？因為比例不同，差一點
就沒效果了。「全能筋骨方」成分經醫學證
明，確實對關節保健很有幫助。MSM一種硫化
物，2006年美國研究證實，對膝關節改善率高
達82%……。３、科學實驗結果，二型膠原蛋白
有9成效果，可以讓受傷的髖關節恢復正常。美
國人體實驗證實，使用二型膠原蛋白，7天內明
顯改善關節疼痛，3個月改善不適，6個月改善
關節問題。「全能筋骨方」不只有多項國際認
證，還有學術界、臨床醫學的雙重確認，更安
心、更有效。(五)產品見證：１、蔣文筆，臺
灣知名嗩吶樂師，車禍加上職業摧殘，導致長
短腳，西醫療期費時，且怕後遺症。最近嘗試
筋骨保養配方，效果不錯，腳能走了。蔣太太
脊椎骨刺、五十肩，一起服用，症狀明顯改
善。２、紅茶達人阿義，筋骨關節拉警報，試
過很多偏方，無法根治，最近找到一種(膠囊特
寫)全方位的筋骨保健配方，吃了2個禮拜，明
顯改善。阿義認為因該配方從原料到製造過程
都很注重細節，才會有效。３、蘭姐(阿義的媽
媽)為改善關節問題，試過不少偏方，效果
慢，只能暫時舒緩疼痛，無法徹底改善退化性
關節炎，最近嘗試筋骨保健配方，不到2週，骨
頭不會喀拉喀拉響……。效果真好，骨頭很輕
鬆……。蘭姐說，照顧筋骨要用對保養品。(咖
啡色飲品、膠囊特寫)４、咖啡達人譚老
闆，48歲，出現50肩，手腕膝關節都退
化……，最近找到改善關節痛的秘方，工作起
來輕鬆很多。譚老闆說，吃了10-15天左右，膝
蓋刺痛感、痠痛感減少了……。５、主持人現
身說法：使用筋骨保養配方，第3天，手腳冰冷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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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明顯改善，一個禮拜提升活力，一個月肩
膀緊繃沉重的問題全消失，打通任督二脈，重
回年輕。(六)總結：１、VCR介紹：人體8大關
節平常就要保養，「全能筋骨方」用科學方法
調配出黃金比例，……讓你健康趴趴
走。２、咖啡達人譚老闆推薦觀眾服用「全能
筋骨方」。３、主持人說明「全能筋骨方」讓
多位見證者重回健康，甚至主持人自己也重回
活力。(諮詢電話：0800-320-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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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

3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1,0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