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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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八大第一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95470號
處分日期：
110/01/04

節目名稱
健康搶鮮
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09/09/08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1/01~110/01/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如下：(一)節目首先播出藝人澎恰恰因跌 罰鍰
NT$200,000
倒導致骨盆錯位，後來喝了鴕鳥精萃而康復的
影片，澎恰恰說：「鴕鳥精萃真的不一樣，它
對我們的骨頭、筋骨磨損與退化，效果非常
好，讓我們的恢復期，整個都縮短了，要不然
不知道要痛到民國幾年」。(二)說明成分、成
效與安全性：１、來賓李采霓中醫師指出，鴕
鳥膠可以安心吃，因為它沒有檢出4種重金
屬，也沒有驗出360種西藥成分，表示它是純鴕
鳥的一個膠質精華；另外，農藥傷肝腎，370幾
項農藥也未檢出。李采霓同時強調，想要補
鈣，吃鈣片、喝牛奶吸收率不好，反而是鴕鳥
精比鈣片吸收增加20％。而來賓高群則補充
道：「難怪我只吃差不多3個月內，本來醫生告
訴我要灌什麼漿，我不讓他灌漿，……我只吃
鴕鳥精，真的吃到，就幫我填補起來
了。」２、來賓李采霓又指出，「葡萄糖胺是
蝦蟹的殼去合成的，很容易過敏，而且身體不
會吸收，很不安全，但是我們的鴕鳥骨膠可以
促進身體自己去合成……讓我們的身體自己產
生骨膠質、骨鈣質……」３、來賓周文彬表
示「……我們鴕鳥膠精華裡面有白胺酸、纈胺
酸，以及支鏈胺基酸BCAA成分，這就是我們補
骨配方裡面所需要唯一可以補充我們大腿肌肉
群的營養成分，可以讓我們爬山，像高大哥去
爬玉山，讓你爬得更穩。」４、以中國醫藥大
學黃冠中博士有關鴕鳥骨膠吸收率之研究報
告，說明鴕鳥精華可以促進鈣離子進入細
胞，達到鈣離子吸收目的。(三)現場來賓見證
說明：１、來賓高群以自己腰椎受傷為例，表
示鴕鳥精讓他快速恢復，並於節目現場抬
腿、彎腰，證明吃了鴕鳥精後身體軟Q。２、來
賓小彬彬表示，他喝了鴕鳥膠大概3天左右，本

第 2 頁 / 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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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1~110/01/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來不太能動的右腳不用吃止痛藥了。３、來賓
孔蘭薰表示，之前上台演出還要別人扶她上
台，那時候整個腿都沒有力氣，常常會痠，吃
了鴕鳥精後，果然不太痠了，效果很
好。４、來賓陳明表示，吃了每天都有改
善，確實不錯。並現場示範蹲下、跑步、打太
極的動作。５、來賓棋媽表示，自從吃了鴕鳥
精後可以運動、買菜、煮午飯，以前連炒一盤
青菜都沒辦法。(四)名人及使用者之影片見證
說明：１、播出高群、作家廖輝英、主播楊中
化、紅包姊姊今子焉及藝人澎恰恰的親身經驗
之影片；另藝人澎恰恰手拿鴕鳥精產品，提醒
觀眾該吃的就要吃，該補的就要補。２、節目
最後播出三位鴕鳥精使用者戴淑蓉（60歲、腰
椎滑脫）、王宣穎（63歲、退化性關節
炎）、吳舉壬（64歲腰膝痠軟無力）見證使用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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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萊塢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好萊塢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608240號
處分日期：
110/01/04

新鮮生活

109/09/03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VCR介紹「防護健康機」：說 罰鍰
NT$200,000
明全世界有許多人有失眠的困擾，並已找到一
個解決的方法，就是由台日同步研發推出「防
護健康機」，透過每晚睡眠補充身體的負電
位，調整正負電位平衡，再以遠紅外線共振增
加循環，強調「防護健康機」能幫細胞充
電、按摩及強化其能量，增強免疫系統防護作
用，阻擋細菌病毒的侵擾，讓身體越睡越健
康。(二)由藝人梁佑南於現場坐於產品之
上，說明及示範該床墊使用方式，並強調：
「所以一個人在這張床墊上也不擔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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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1/01~110/01/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暖、手腳冰冷，你躺上來就是舒服的，而且在
整個睡覺的過程中，你就覺得你在排毒、你在
回春、你讓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都讓它退
掉……，只要有它在，什麼事情，事半功
倍」。(三)生活達人嘉莉於現場以日本負電位
治療儀（一台要價20～30萬元，只有坐墊大
小）及台日合作防護健康機（雙人床
的size 滿滿負電位 遠紅外線功能）優缺做
比較。(四)獎項及許可證：１、生活達人嘉莉
說明「防護健康機」厲害的地方是曾
獲「2018第十屆歐洲杯國際創新發明展金牌
獎」，其獲獎係因具有兩大功能「生育之光遠
紅外線及負電位」。２、另強調防護健康機成
分：石墨烯(2010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材料迄今
最強大的超導材），具有「遠紅外線的放射率
高達99%」之認證，並宣稱這台機器是「日本台
灣跨國技術合作」，並獲桃園市政府所頒獎狀
證明，它是具有「負電位」功能結構所組成的
獎項，要有這樣的效果、作用，才能夠得到政
府頒給它。另強調它還獲得「日本厚生省認證
醫療機構」之認證。(五)專家推介：１、家醫
科姚偉明醫師：「……防護健康機幫助我們身
體的粒線體得到充電，負電位高了、身體能量
充足……，免疫力就可以提升，避免老化、代
謝、發炎的問題」，畫面疊印：「防護健康機
幫助入睡 提升免疫力 事半功倍」。２、中醫
師李家雄：說明藝人梁佑南使用『防護健康
機』之良導絡檢測結果「……三個月前整組壞
光光、二二六六（台語）免疫系統算不
好……，三個月之後現在改良了……，大引經
脈的循環甚至連靜脈的循環都跟著改善」。主
持人宣稱：「講到這裡我就知道，這個『防護
健康機』不只是補充負電位、氣血循環變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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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好、釋放遠紅外線，從頭到腳都可以健康，用
睡的睡出健康、睡出免疫力、睡出氣血循
環、所以防護健康機是好東西喔」。(六)現場
實驗：１、生活達人嘉莉於現場檢測出傳統電
毯電磁波破表，擾亂自律神經，防護健康
機「零電磁波」之結果，並強調：「要買到一
個讓你眼見為憑，你真的睡下去，你會覺得安
心……」。２、另於現場用打火機試圖點燃石
墨烯（防護健康機之成分），並表示它傳熱速
度快，散熱速度也非常快，不會燙，轉化率
有98％，並取出「輻射檢測安全合格證
明」，另以石墨烯來滑動手機強調它是有能量
的。３、現場以它牌及防護健康機之產品，以
負電位數值量測，證明它牌完全沒有負電位的
能量及電磁波的能量一直在往上跑，最後強
調：「你要買，就要買到一個真正的，第一個
有遠紅外線功能，再來是有負電位，真的對人
體能夠達到深層睡眠，有好處的」。(七)產品
心得分享：１、張先生（62歲）使用者VCR見
證：「之前因為抵抗力不好不小心感冒，引起
肺炎差一點就要了我的老命……，我又要常常
進出醫院洗腎，我與家人都相當擔心，還好女
兒之前買了『防護健康機』來給我睡，幫助我
增加身體的抵抗力，睡得好整個人的精神、體
力都變得更好了，身體抵抗力變強之後，比較
不會感冒，我真的很謝謝我的女兒，買了『防
護健康機』可以讓我增加抵抗力，讓我身體越
來越健康」。２、藝人梁佑南：「……如果你
沒有時間去做排毒課程、沒有時間去買什麼回
春課程……，你就乖乖地回去睡覺……，我覺
得給家人最好的照顧就是他每天回家可以睡好
覺……」，另疊印：「防護健康機讓我好入睡
抵抗力變好心情好）」。３、家醫科醫師姚偉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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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防護健康機』能夠幫你夜夜好眠、健
康滿滿，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於畫面疊
印：「防護健康機睡好睡滿最佳選
擇」。４、中醫師李家雄：「我40年的醫生生
涯，我覺得人生病，除了感染以外，基本上不
是過勞『肝腦塗地』，就是心情不好『肝腸寸
斷』，『防護健康機』絕對可以修復你的肝腦
肝腸的傷損，所以它讓你愉快、讓你睡得
好、讓你健康、讓妳快樂」，於畫面疊印：
「防護健康機 睡好 修護五臟 身心都健
康」。５、主持人：「其實防護健康機，只要
你每天小睡一下，晚上睡覺睡個8、9個小
時，細胞整個做修護，它真的是一舉數
得」，並於節目最後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88-44-99」。(八)每節廣告前及節目
最後播放及疊印字卡：「健康有活力 青春又
美麗 搶先體驗 養身法寶 請
撥0800-262-000」及「找回青春健康 重拾健
康人生 前20名來電 體驗送 請
撥0800-262-000」，並有標示「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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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福斯傳媒
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衛視中文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613950號
處分日期：
110/01/04

故事的真
相

109/08/20
節目與廣告
16:00~17: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VCR介紹「防護健康機」：說 罰鍰
NT$200,000
明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有失眠的困擾，並已找
到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由台日同步研發推
出「防護健康機」，透過每晚睡眠補充身體的
負電位，調整正負電位平衡，再以遠紅外線共
振增加循環，強調「防護健康機」能幫細胞充
電、按摩及強化其能量，增強免疫系統防護作
用，阻擋細菌病毒的侵擾，讓身體越睡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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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康。(二)由藝人梁佑南於現場坐於產品之
上，說明及示範該床墊使用方式，並強調：
「所以一個人在這張床墊上也不擔心，不
暖、手腳冰冷，你躺上來就是舒服的，而且在
整個睡覺的過程中，你就覺得你在排毒、你在
回春、你讓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都讓它退
掉……，只要有它在，什麼事情，事半功
倍」。(三)生活達人嘉莉於現場以日本負電位
治療儀（一台要價20～30萬元，只有坐墊大
小）及台日合作防護健康機（雙人床
的size 滿滿負電位 遠紅外線功能）優缺做
比較。(四)獎項及許可證：１、生活達人嘉莉
說明「防護健康機」厲害的地方是曾
獲「2018第十屆歐洲杯國際創新發明展金牌
獎」，其獲獎係因具有兩大功能「生育之光遠
紅外線及負電位」。２、另強調防護健康機成
分：石墨烯(2010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材料迄今
最強大的超導材），具有「遠紅外線的放射率
高達99%」之認證，宣稱這台機器是「日本台灣
跨國技術合作」，並獲桃園市政府所頒獎狀證
明，它是具有「負電位」功能結構所組成的獎
項，要有這樣的效果、作用，才能夠得到政府
頒給它。另強調它還獲得「日本厚生省認證醫
療機構」之認證。(五)專家推介：１、家醫科
姚偉明醫師：「……防護健康機幫助我們身體
的粒線體得到充電，負電位高了、身體能量充
足……，免疫力就可以提升，避免老化、代
謝、發炎的問題」，畫面疊印：「防護健康機
幫助入睡 提升免疫力 事半功倍」。２、中醫
師李家雄：說明藝人梁佑南使用『防護健康
機』之良導絡檢測結果「……三個月前整組壞
光光、二二六六（台語）免疫系統算不
好……，三個月之後現在改良了……，大引經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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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的循環甚至連靜脈的循環都跟著改善」。主
持人宣稱：「講到這裡我就知道，這個『防護
健康機』不只是補充負電位、氣血循環變
好、釋放遠紅外線，從頭到腳都可以健康，用
睡的睡出健康、睡出免疫力、睡出氣血循
環、所以防護健康機是好東西喔」。(六)現場
實驗：１、生活達人嘉莉於現場檢測出傳統電
毯電磁波破表，擾亂自律神經，防護健康
機「零電磁波」之結果，並強調：「要買到一
個讓你眼見為憑，你真的睡下去，你會覺得安
心……」。２、另於現場用打火機試圖點燃石
墨烯（防護健康機之成分），並表示它傳熱速
度快，散熱速度也非常快，不會燙，轉化率
有98％，並取出「輻射檢測安全合格證
明」，另以石墨烯來滑動手機強調它是有能量
的。３、現場以它牌及防護健康機之產品，以
負電位數值量測，證明它牌完全沒有負電位的
能量及電磁波的能量一直在往上跑，最後強
調：「你要買，就要買到一個真正的，第一個
有遠紅外線功能，再來是有負電位，真的對我
人體能夠達到深層睡眠，有好處的」。(七)產
品心得分享：１、張先生（62歲）使用者VCR見
證：「之前因為抵抗力不好不小心感冒，引起
肺炎差一點就要了我的老命……，我又要常常
進出醫院洗腎，我與家人都相當擔心，還好女
兒之前買了『防護健康機』來給我睡，幫助我
增加身體的抵抗力，睡得好整個人的精神、體
力都變得更好了，身體抵抗力變強之後，比較
不會感冒，我真的很謝謝我的女兒，買了『防
護健康機』可以讓我增加抵抗力，讓我身體越
來越健康」。２、藝人梁佑南：「……如果你
沒有時間去做排毒課程、沒有時間去買什麼回
春課程……，你就乖乖地回去睡覺……，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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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給家人最好的照顧就是他每天回家可以睡好
覺……」，另疊印：「防護健康機讓我好入睡
抵抗力變好心情好）」。３、家醫科醫師姚偉
明：「『防護健康機』能夠幫你夜夜好眠、健
康滿滿，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於畫面疊
印：「防護健康機睡好睡滿最佳選
擇」。４、中醫師李家雄：「我40年的醫生生
涯，我覺得人生病，除了感染以外，基本上不
是過勞『肝腦塗地』，就是心情不好『肝腸寸
斷』，『防護健康機』絕對可以修復你的肝腦
肝腸的傷損，所以它讓你愉快、讓你睡得
好、讓你健康、讓妳快樂」，於畫面疊印：
「防護健康機 睡好 修護五臟 身心都健
康」。５、主持人：「其實防護健康機，只要
你每天小睡一下，晚上睡覺睡個8、9個小
時，細胞整個做修護，它真的是一舉數
得」，並於節目最後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88-44-99」。(八)每節廣告前及節目
最後播放及疊印字卡：「健康有活力 青春又
美麗 搶先體驗 養身法寶 請
撥0800-262-000」及「搶先來電體驗 好禮大
放送 健康的身體 全家人的幸福 請
撥0800-2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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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631780號
處分日期：
110/01/04

名醫的餐
桌

109/07/05
節目與廣告
09:30~10:3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VCR說明：「……，研究證實 罰鍰
NT$200,000
胃炎、消化性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和胃幽門螺
旋桿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世界衛生組
織(WHO)將胃幽門螺旋桿菌正式列入第一型致癌
物質，未來罹患胃癌的機率是一般人
的5倍……，在台灣約有50%的人感染胃幽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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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桿菌，80%的感染者，終其一生會有無症狀的
慢性胃炎，千萬不要忽視一個小小胃痛，因為
它未來可能引發變成可怕的癌症」，並於畫面
疊印：「增加罹癌威脅」。(二)IGY plus成
分、專利及認證:１、醫師葉睿儒：「研究發
現90%的胃病及十二指腸潰瘍都跟胃幽門螺旋桿
菌有關，WHO也將胃幽門桿菌列為胃癌的第一危
險因子，並持圖卡說明……，9成的胃癌裡
面，其實都發現有幽門螺旋桿菌……」、
「……我們產品裡面有一個『益生元』的東
西，實際上像是士兵的糧草……，它就可以去
把這些不好的菌，慢慢把它清除掉，更重要的
是『IGY plus』它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叫『後生
元』這個東西，它是『益生菌』的產物，內含
有維生素、抗氧化成分，大家都知道抗氧化成
分讓身體能夠變的更健康、免疫力能夠提
升，腸道免疫力提升，就可減少胃幽門螺旋桿
菌再復發的機會，甚至其他病菌侵入的機
會，也會相對的降低」。２、營養師劉宜
洵：(１)以字卡說明「IGY plus對抗幽門桿菌
強勢攻略」：產酸、破門、搶位……，才可以
修護胃。(２)以字卡說明「IGY plus有強大認
證！！」：甲、它的四種特殊專利菌最厲害的
是，有兩支菌專門在顧胃，把胃幽門螺旋桿菌
趕出去的，另外兩支菌是直接進到腸道保護腸
道「顧胃健腸」。乙、宣稱「IGY plus」保持
在十代的培養技術，活性比較好，效果比較
好，另強調有多項國際標章認證 ISO HACCP
HALAL……，有『專利包埋技術』……，重點是
讓中性菌全部變成好菌……，幫助調節免疫系
統、維護消化道系統、修復黏膜細胞以及增加
免疫系統能力，所以即使如果你已經是化療的
患者，甚至於你的腸胃道功能已經受損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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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們的IGY plus都可以幫助修復黏膜的免疫
細胞。丙、強調：「IGY plus」最厲害的是擁
有兩項發明專利「乳酸菌菌株的食品組成
物」及「醫藥組成物的專利」所以它在針對胃
潰瘍及胃幽門螺旋桿菌的治療才會這麼的有
效。(三)IGY plus功效：１、營養師劉宜洵：
IGY有一個強大功效就是可以「定殖消滅胃幽門
螺旋桿菌」……，再來它可以「耐胃
酸」……，「修復胃黏膜」……，它吃下去你
就會馬上會有「胃脹氣」改善的效果，吃一周
之後你就會覺得「緩解胃食道逆流」就會獲得
改善，長期服用可以將胃幽門桿菌真的徹底消
滅它。２、醫師葉睿儒：益生菌+益生元+後生
元，絕對不是一加一加一等於三，我們會認為
是一加一加一會大於三的效果……。(四)IGY
plus使用方法：１、主持人：所以口感怎麼
樣?(１)高欣欣：它是粉末非常細，而且方便攜
帶，吃的口感有點養樂多的感覺。(２)吳皓
昇：我覺得有點像像檸檬塔，你絕對不會想說
我是在吃藥或是吃一個營養品。２、主持
人：什麼時候吃?(１)高欣欣：你就是一天大概
一包到兩包隨時……。(２)營養師劉宜洵：早
上起床就可以吃，因為它要保護胃壁，適合大
家出門前時趕快拿來吃，空腹就把它吃下
去，很簡單的方法。(３)吳皓昇：我吃了這幾
個月我有一個很大感觸，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太
會吃苦耐痛……，很少人胃痛去看醫生的，大
家都不會去善待自己的胃……，我最好運是碰
到IGY plus，如果你家裡有人已經得到胃幽門
螺旋桿菌，最好是全家人一起服用，因為預防
勝於治療……。(４)高欣欣：不管妳現在有沒
有這個狀況，其實你服用這樣的東西，來保健
自己的腸胃道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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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五)IGY plus見證：１、藝人高欣欣：胃
痛反覆發作困擾多年……，經劇組朋友介
紹「IGY plus」它真的超級有用，……，它確
實有讓你感覺到是立即生效的感覺。……，跟
大家分享跟推薦IGY plus可以保護我們的腸
胃，也可以消滅我們的壞菌。２、藝人吳皓
昇：……，展示自己健康報告「賁門疝氣」之
照片，說明胃幽門螺旋桿菌造成胃食道逆流嚴
重導致「賁門疝氣」，宣稱胃幽門螺旋桿菌經
由唾液會傳染給共同用餐的其他人，故覺得對
家人很內疚。強調「IGY plus」它是益菌不是
藥，它可以幫助消滅「胃幽門螺旋桿菌」，我
吃到現在大概3個月左右到目前為止胃食道逆流
的狀況越來越少，我停藥已經停了三個月，到
現在就覺得很舒服，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好消息
告訴大家。３、葉先生45歲：父親因胃癌過世
擔心跟父親一樣，現在全家人都服用「IGY
plus」以前有胃脹氣、胃食道逆流還有潰瘍的
情形都解決了，父親的事情讓我們全家人都深
自警惕，不要再忽視身體的小問題。４、魏太
太53歲：……，直到吃了「IGY plus」之
後，當天吃就解決了胃脹氣的問題，一星期後
我胃食道逆流的問題也解決了，我就持續的
吃，現在也不會胃痛，半年後去檢查醫生說我
現在的胃非常健康，不會有胃癌的前病變的狀
況。５、並於節目最後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53-00-66」及每節廣告前及節目最後
以旁白及字卡疊印「為健康打基礎 立即做起
健康專線0800-205-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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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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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新聞台109年3月12日播
出「八點晨間新聞」節目，於8時39分許以「狂 NT$200,000
俄羅斯『甩巴掌大賽』」為標題之相關新
聞，內容略以：主播：「另外你知道嗎？甩巴
掌沒想到可以當成比賽耶。這是戰鬥民族俄羅
斯，有一場甩巴掌大賽，是由參賽者互甩五個
巴掌，裁判判定誰的巴掌比較有力，除了要比
狠勁之外也要比技巧，為了不讓對手受傷，規
定只能用手掌的上半部，而且不能夠打到太陽
穴、下巴或者是耳朵，冠軍可以獲得台幣一萬
塊的獎金。」記者：「……卯足全力一巴掌甩
下去，對手雖然不能生氣，但可以動手還
擊，你一巴掌我一巴掌，輪流打下去，這是戰
鬥民族俄羅斯在薩里切維健美博覽會上舉辦的
甩巴掌大賽。就像你看到的一樣，選手互甩巴
掌，進行比賽。……沒有任何保護裝備的打巴
掌比賽，選手得要有受傷的打算，不過比賽也
規定，只能用手掌上半部打臉頰，不能打到太
陽穴、耳朵或下巴。……去年首度舉辦的甩巴
掌大賽，今年吸引了更多的參賽者報名，只能
說戰鬥民族不但創意十足，勇氣更是可嘉，就
連甩巴掌都能變成一場競賽。」內容重複出現
選手互甩巴掌畫面：8時39分許，播出2段影
片。第1段於主播後方畫面未加註警語，出
現5次甩巴掌動作；第2段於畫面左邊標註「危
險動作 請勿模仿」警語，出現3次甩巴掌動
作。8時40分許，播出2段影片。畫面左邊標
註「危險動作 請勿模仿」警語，分別各出
現3次甩巴掌動作。8時41分許，播出1段影
片。畫面左邊標註「危險動作 請勿模仿」警
語，出現2次甩巴掌動作。系爭新聞密集重複播
出未經處理之選手互甩巴掌畫面，動作清晰可
辨，易對兒童身心產生不良影響，逾越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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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畫面應符合「普遍級」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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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05830號
處分日期：
110/01/13

民視午夜
新聞

109/04/23
於新聞節目
00:00~01:00 中為置入性
行銷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新聞台109年4月23日「民 罰鍰
視午夜新聞」節目，於0時44分許以「三次蒸餾 NT$700,000
高純度！品牌酒商請張震代言」為標題播出以
下內容：主播：「受到肺炎疫情衝擊，餐飲業
現在是一片慘澹，不過也有酒商逆向操作，新
推出了三餾酒，找來了男星張震代言。三餾酒
就是每一滴都是經過三次蒸餾的高純度原
酒，這讓張震感觸相當的深，因為他對於演戲
有過人的堅持，不斷地磨練，才成就今天的自
己。三餾酒嚴謹的釀造工法，和他的演藝精神
相當的契合，也希望可以把經過三次蒸餾的純
粹佳釀，來推薦給大家。」新聞內容播放特定
酒品廣告，新聞影片畫面呈現「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經過三次蒸餾的」、「比平常的威士
忌還會多一道蒸餾的工序」、「每一滴都源
自3次蒸餾」、「堅持多一次蒸餾」、「只留十
分之一的珍貴」等語。查系爭內容為新聞報
導，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所授權訂定
之「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
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製播節目；系爭新聞報導
使用特定商品之廣告影片，並以「張震代
言」與「特定工法」(3次蒸餾)為主訴求，藉以
突顯特定商品特色，前揭報導之表現方式，已
違反前揭規範，明顯表現出媒體於新聞報導中
置入行銷特定商品之意涵，此有本會側錄光碟
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2項規
定。

7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夜貓子新

109/08/07

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新聞台於109年8月7日5時

份有限公司

節目插播廣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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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8041320號
處分日期：
110/01/13

聞

05:00~05:55 告次數

至5時55分播出之「夜貓子新聞」節目，節目總 NT$200,000
時間為55分鐘，插播廣告4次，超過法定規定上
限，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4項規定。

8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48041430號
處分日期：
110/01/13

Hello台灣

109/08/07
節目插播廣
05:55~08:55 告次數

東森新聞台於109年8月7日5時55分至8時55分播 罰鍰
出之「Hello台灣」節目，播送總時間共180分 NT$200,000
鐘，插播廣告13次，超過法定規定上限，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4項規定。

9 聯利媒體股份有

TVBS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12930號
處分日期：
110/01/25

晚間67點
新聞

109/05/04
妨害兒童或
06:00~08:00 少年身心健
康

於19時9分許播出「輪流棒打！僅欠3千誆20萬 罰鍰
男遭押凌虐致死」、「都匯款了還不放人!死者 NT$800,000
父曝光勒贖錄音」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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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棒打！僅欠3千誆20萬
男遭押凌虐致死」報導引用事件影片，部分畫
面播出凌虐情節，節錄如下：被害人：「我講
一句話好不好，拜託!」記者：「躲在房間角落
苦苦哀求，但惡煞仍不罷休。」接續有被害人
遭虐打的畫面。記者描述情形：「……兇嫌一
棍一棍打在他身上，現場慘叫聲不斷，黑衣人
團團包圍，有人手拿球棒、鐵棍、刀械，還有
高爾夫球桿，凶狠凌虐。」影片中標示對話內
容：「他剛才在門口，已經被捅兩刀了啦」、
「刀咧刀咧，哥不要，不要給他。」記者接續
說明：「影片總長12分鐘，上個月29日，21歲
張姓男子被人押到臺北市大同區這間民宅
內，被打到奄奄一息送醫不治……。」被害
人：「我明天拿三千過來好不好?」加害人揮舞
棒狀物威脅：「你當我太陽會×××，我底下××
×四五十個年輕人，我這個分會，可以當一個堂
口了。」「都匯款了還不放人!死者父曝光勒贖
錄音」報導，接續前則新聞，並播出加害人與
被害人父母通電話錄音：畫面引用受害人受虐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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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躺在地上的影片，以及其父的訪問。播出加
害人及被害人父母的電話錄音內容略如下：加
害人：「阿姨妳跟他通電話，他現在已經殘破
不堪了啦」，加害人父母「你們不要這樣好不
好」。接續又播出被害人倒在地上被虐的畫
面，記者並說明：「……守在電話那頭，他們
心急如焚，每一通電話，握得比誰還緊，根本
不敢掛，但每聽到兒子的微弱氣息，心臟就像
慢了一拍。」播出被害人及父母通話錄音：
「媽媽媽媽，你可不可以，跟爸爸籌個，拿
個20萬過來好不好」。接續播出錄音「(加害
人)把他腿打斷，(被害人)不要不要」。系爭新
聞報導男子遭人虐打致死求救過程，除重複出
現多次爆打凌虐的殘忍畫面外，並輔以記者口
述、字幕及後製重現施虐過程，強化犯罪過程
和施虐手法，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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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愛爾達科技股份

ELTA體育2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07460號
處分日期：
110/01/28

體壇最前
線

109/03/26
節目與廣告
22:00~22: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ELTA體育2台109年3月26日「體 警告
壇最前線」節目，於22時21分播出「平行時空 NT$0
籃球大事！三井宣布重返湘北」相關內容，涉
有為特定節目宣傳。系爭節目之內容表現，藉
由主播說明ELTA體育1台即將播出之「灌籃高
手」節目，輔以記者描述特定節目內容（節目
主角名稱、劇情等），並搭配特定節目畫
面，及詳細說明特定節目播出平台、頻道與時
間，已明顯表現出為特定節目宣傳之意涵，節
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30條本文規定。

11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12620號
處分日期：
110/01/28

美麗人升

109/09/28
節目與廣告
20:00~21: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違規內容如下：於工商服務時間推薦「西印度
櫻桃」（約20時42分至20時52分許)：成分、效 NT$200,000
用及服用方法：由主持人國義說明這產品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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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西印度櫻桃」，就是高濃度維他命C，加入
德國膠原蛋白，蔓越苺。可美化肌膚，有益男
性的攝護腺，預防尿道炎。用含的，一次一
顆，很甜。現場實驗：以透明玻璃杯，加入白
開水，再加入碘液，再加入一顆「西印度櫻
桃」，實驗結果，碘液被稀釋了。(主持人以碘
液比喻體內的毒素)價格：市價1盒460元，今優
待3盒1200元，前30名訂購者，6盒1200元。以
上產品介紹，全程疊印字幕：已投保2000萬產
險，高濃度維他命C，德國膠原蛋白，添加蔓越
莓，養顏美容，營養補給，市價460元。免費電
話0800-800-773。進入節目後(約20時52分
許)，畫面雖全程疊印：「非廣告時間，不要講
產品，上線請說「我要愛」。現場電
話：07-735-3861」，但主持人國義接
聽Call-in電話，接受觀眾訂購產品：小姐我跟
妳說30名喔！超過換我被罵，30名我可以爭
取。你好，新朋友要喔？……感謝你加入我們
的大家庭，感恩！你好，同樣要喔！謝謝！電
話拿著。同樣要健康喔！電話拿著，讓我孝
敬，恭喜！接待一下。妳好，妳打進來替妳高
興，妳要搶得到喔！要報得上名。大哥，電話
拿著，恭喜！妳好，新朋友喔！(現在在廣告那
個)要報名嘛喔！現在不是廣告時間，不要講商
品，電話拿著，報名健康的。大哥，電話拿
著，來接待一下。好，剩6名，打不進來不要說
我不接喔！我如果再接下去，報不上名，怪我
不接電話，這6名給小姐去接就好。小姐切
記，如果超過名額，害我被背後的生物科技董
事長罵，妳們自行負責，不能超過名
額，30名，要報名健康的30名就好。旨揭節目
主持人國義於廣告時段詳盡地介紹「西印度櫻
桃」成分、效用、服用方法及優惠活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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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30名6盒1,200元)等，再搭配以現場實驗
驗證其效用；進入節目後，主持人國義開始接
聽觀眾訂購電話，不斷強調只限30名，致節目
與廣告前後呼應，相互搭配，明顯促銷、宣傳
特定商品，鼓勵消費，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30條前段規定。
12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12630號
處分日期：
110/01/28

美麗人升

109/09/29
節目與廣告
20:00~21: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違規內容如下：於工商服務時間推薦「牛樟芝
萃取滴粒」（約20時42分至20時52分許）：主 NT$200,000
持人國義說明台灣有6家公司在生產相關產
品，惟獨今日介紹的有衛福部核准字號，純度
第一。該產品可抑制毒素……。優惠活
動：前20名買一送一，後主持人又說，今
日3盒6600元，並於廣告時段開始接聽觀
眾Call-in訂購。以上產品介紹，全程疊印字
幕：「衛食字第1070008948號」、「已投
保6000萬產險」、「無農藥、西藥、重金
屬」、「市價6600」、「電
話0800-800773」。進入節目後（約20時52分
許），畫面雖全程疊印：「非廣告時間，不要
講產品，上線請說『我要愛』。電
話：07-735-3861、0978-269-188」，但主持人
持續接聽Call-in電話，接受民眾訂購產
品：來！(這很讚，我阿公看今天有優惠說還要
兩組)，……妳那天在友台有跟我拿喔！要孝順
妳阿公的喔！妳阿公怎麼啦？說明一下，( 因
為阿公長瘤，醫生說沒辦法開刀，……因為牛
樟芝滴丸……可以抗癌，阿公今天看到有優
惠，還要兩組)很孝順，接待一下。妳好！等一
下妳電話拿著。妳好！(過去只有兩盒優惠，這
次竟然有三盒，所以也要一組)，日後沒有要介
紹了，妳放心，妳電話拿著。來！365天，今天
最好康(划算)，妳真有福氣，妳要愛喔！(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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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嗎？幫我寄來。)買一個護身符不錯啦！(國
義我要一組)。妳好！(一組)恭喜！電話拿
著。國義在講，我們去廟裡拿一個護身符或給
師傅加持過的東西，妳拿一個護身符，不好的
東西跟我們無緣，沒你的份，這樣就值得
了，這樣知道喔！旨揭節目於廣告時段由主持
人國義推薦介紹「牛樟芝萃取滴粒」，說明其
特色及優惠活動，今日3盒6,600元，並於節目
中接聽觀眾訂購，強調今日訂購最划算，節目
與廣告前後呼應，相互搭配，已明顯促銷、宣
傳特定商品，鼓勵消費，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30條前段規定。

罰鍰：

11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3,3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