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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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書文號

1 壹傳媒電視廣播

壹電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08330號
處分日期：
110/02/03

壹手報

109/05/05
妨害兒童或
11:15~00:00 少年身心健
康

於11時15分許報導「僅欠3千誆20萬? 男遭惡煞 罰鍰
輪流棒打!」新聞（以下簡稱系爭新聞），違反 NT$600,000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內容
如下：主播：上個月底有一名21歲張姓男
子，他在臺北市迪化街一處民宅內，被人活活
打死，警方事後，在新北市石門逮捕了嫌
犯，其中22歲李姓主嫌聲稱，是為了幫父親討
債，但是，這謊言被警方戳破，又改口說是死
者黑吃黑20萬元，因此要教訓對方，不過家屬
反控疑似只為了3千元，兒子卻被活活打
死……。記者：躲在房間角落，張姓男子不斷
慘叫，但惡煞仍不罷休……都縮在角落了，惡
煞拿棍棒猛打，男子苦苦哀求，嫌犯一棍一棍
打在他身上，……上個月29日，張姓男子被人
押到臺北市大同這間民宅內，被打到送醫不
治……。警方：持球棒、還有高爾夫球桿、還
有熱熔膠，對死者毆打，手部還有身體背部有
多處瘀傷。兩段影片內容：播出被害人遭惡煞
不斷持球棒虐打及發出求饒聲：「對不起，我
明天拿錢過來，拜託!拜託!我求你
們……啊!啊!(哀號聲)」，以及被害者倒臥地
上遭毆打之畫面。系爭新聞播出被害人遭惡煞
持球棒虐打及被害人求饒、哀號聲等畫面，並
輔以記者口述及字幕重現施虐過程，強化犯罪
過程和施虐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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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天然成股份有限

天美麗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26980號
處分日期：
110/02/03

文揮俱樂
部

109/09/29
節目與廣告
17:00~19: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說明產品使用方式及價格：
「主持人於現場示範產品(小樺)沖泡方式及說
明糖分高的人之飲用方式……」，宣稱：
「……，全公司上上下下的動力，每個人卯盡
全力，把成本降下來，這就是要給觀眾朋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2/01~110/02/28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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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友『買便宜貨，贏過做工作(台語)』」、
「……聽的進去的人真的是高知識，包括長庚
爸爸，我打電話告訴他有位媽媽說想要大家一
起合買，長庚爸爸：我若跟人家合買，接下來
漲價，那以後1箱是2萬4千……，我剛已經偷偷
透漏今天已經25號記得喔，已經到了關鍵，你
現在可以一箱省9千元，你現在不會省……，奉
勸所有觀眾朋友好好選擇，等一下我會說給你
們知道」。畫面疊印：「非廣告時間勿講產
品」。(二)產品功效：１、主持人文揮：「當
我們去到實驗室時看到白細胞在竄動，2克咱們
的小樺濃縮液放入，結果18秒的時間，看你多
兇、看你多惡，每隻都乖乖的，用顯微鏡看下
去之後，你真的雞皮疙瘩都豎起來了……，東
西不是我們現在賣給你們就好，你要知道你買
的、吃的是什麼，所以感謝各位鄉親父老，最
近幫我們宣傳廣告的不計其數，尤其吃好逗相
報(台語)，我跟你講這神佛改天都會跟你相
助……，報人吃好藥，這都會出好子孫(台
語)……，平常我講產品不會講的口氣這麼
重，為什麼今天我要這麼講，是因為擔心鄉親
父老你聽一聽，但心動不如馬上行
動……」。２、主持人宣稱：「……普遍的反
映綜合很多位使用者心得，第一個是有糖分(糖
尿病者)人人滿意與包括過去長期慢性病患
者，筋骨痠痛吃藥吃很久吃不好者，最近搭配
我們小樺（極品白樺茸酵素精華）一起喝後竄
骨路（台語）很快及半夜抽筋、小便量少
者……，尤其最近很多觀眾朋友按照我們說的
方式，稀釋來喝，不貪心，急不得……，尤其
是糖化血色素下降到讓你滿意，連每個月幫你
配藥的醫師都會跟你恭喜，替你高
興……」。(三)產品推介及使用者心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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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１、主持人文揮：「身為一個主持
人……，你們要知道不是產品靠我們在這裡講
有多好，好的講不錯，壞的你怎麼說也說不
好，為什麼一支產品我在節目上一直講，(紫
涵：人家說金盃、銀盃不如你的口碑，其實是
你們有喝幫我們做介紹」)，透過主持人的分
享，最近的業績都是由觀眾朋友而來的，無形
中都是你們(觀眾)幫我們做介紹，我們也感到
很高興」。２、主持人文揮：「最近接觸一位
撿回收的媽媽……，以回收之收入來顧自己身
體，(紫涵：她說她照顧好自己身體就是替女兒
省麻煩)。另一位大姊於菜市場做生意，除照顧
家人外，將每天所得做公德幫助別人……。另
強調，漸漸的時間過得很快，快來到月底
了，這幾天你還不懂得把握，有可能機會被錯
失之後，不是怕妳買不到，(也有可能買不
到)只是比較擔心的是一樣的這些錢，別人可以
差這麼多，省這麼多，你一樣的東西你卻要買
比別人貴」。３、主持人紫涵：「記得下線後
我們的手機很重要，不管媽媽你一箱，一箱你
一定要喝過，你才知道它的好。」主持人文揮
強調：「對阿！你沒有給自己機會，你要如何
給你下半輩子的機會」，電話抄起來，等一下
等你電話。畫面疊印「文揮老
師：0935-637-821 紫
涵：0930-617-515」。(四)廣告時段由主持人
文揮、紫涵介紹「極品白樺茸酵素精華，在畫
面標註「全台唯一 高倍濃縮 底價獨家極品 一
箱(6瓶)$15000 訂購專
線：0800-228-999」，說明其成分、功效、使
用方式及現場接受觀眾電話call in訂購產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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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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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30條本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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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02380號
處分日期：
110/02/03

好森活TV

109/09/26
節目與廣告
14:00~17: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說明如下：(一)節目主持人葉子和家宏以 警告
NT$0
身體血管長度可繞地球2圈作為節目開場話
題，接著由主持人葉子訪問來賓有機達人林獻
國時，受訪者提及其栽種物為「印加果」，並
強調不噴灑農藥，否則將無法通過政府有關單
位有機檢驗。(二)旨揭節目以「吃過林老闆的
有機栽種？」為主題，與叩應觀眾進行互
動，叩應觀眾表示服用過後，頭部沉重感、腹
肚悶脹、體重降低、身腳與顏面麻痺、頭暈與
走路失衡、血壓下降，以及肩頸僵硬感等問題
皆大有改善；葉子接著於現場實驗，將油脂乾
硬物放入含有機精油杯中，攪拌不久後即溶
化，並強調該精油不是藥物，難怪許多觀眾皆
大力讚賞，且將清血管重要性比擬成城市清下
水道與水溝。(三)在廣告時段，主持人葉子與
來賓林獻國推介連續
於2004、2005、2006及2010年在巴黎世界獲得
食用油博覽會品質金牌獎之印加果油，其產品
名稱為「台灣有機印加果油精粹」，並說明其
具有「Omega3-6-9達92%以上」、「含有富多酚
物質與高濃度維生素E」、「純植物性蛋白質與
豐富安基酸」、「非基因改造 無麴質 無過敏
因子」、「Omega3-6黃金比例1:1 最適人體吸
收」等特色，且此係與朝陽科技大學產學合作
之有機栽種。(四)另廣告時段，主持人葉子也
強調清血管的重要性等同於清理城市地下水
道，但地下水道崩壞可以修補，而人體內血管
總長可繞地球2圈，卻無法換新，因此必須食
用「台灣有機印加果油精粹」，其營養成分比
同類清血管類食品更高，具有改善及預防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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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提高腦細胞活力及視力、調解三酸甘油
脂、降血壓、促進血管擴張與降低血壓，以及
排除血液中壞油與不必要廢物等功效。(五)在
旨揭節目後半段由家宏與香香主持，接聽叩應
觀眾分享保養眼睛方式後，接續推介「PPLS神
經滋養物質」產品，強調其為台灣綠蜂膠專利
萃取，結合葉黃綠、玉黃米薑與青花素等成
分，且具相關專利證書，既可保護視力，亦可
預防失智。主持人家宏也宣稱：只有咱「好森
活」有請很多生醫團隊做相關研究，目前
在「好森活」只推出1檔而已，廣受好評，讓大
家吃了之後馬上有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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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文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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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002490號
處分日期：
110/02/03

好森活TV

109/10/16
節目與廣告
14:00~17:0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說明如下：主持人葉子訪問來賓蜂蜜達人
NT$0
陳俊宇時，解釋屬於「龍眼蜜」品種較不會出
現結晶現象相關原因；此外，主持人接著進行
叩應搶答活動，並強調答對者可獲贈來賓帶到
節目的伴手禮（經得獎肯定、不會結晶的
純「龍眼蜜」）。 葉子表示，因為聽說一天
湯匙的食用量可獲得比綜合維他命更高的營養
補充，所以自已也很想買，而陳俊宇表示這個
名叫「花粉冬蜜」，但數量有限。接著葉子則
向觀眾呼籲「手腳要快」。在廣告時段播出蜂
農（節目來賓陳俊宇）受訪影片，說明養蜂過
程與作法，並強調其品質（數值28）超過國家
標準（數值8），且經各種檢驗皆合格，故獲得
全國蜂蜜品質評鑑特等獎（出現「純正龍眼
蜜」與假蜜的比較畫面）。接著，畫面播出名
為「花粉蜜」的實體產品以及土庫鎮農會總幹
事的推介言論。之後，續由葉子與陳俊宇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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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段推介其蜂蜜產品，並對該產品成分、效
用、優惠與價格等各種特色，做更為深入之說
明促銷。節目後半段由另二位香香及阿諒主
持，並出現促銷言論略如下：「這都是外
銷，難怪大家才會搶購，以致於電話滿
線……只要有登記，線下的都可以處理；這是
我們國內都沒得買，因為我們葉子聯絡他幾天
了，你知道嗎？……；那天陳老闆來了之
後，我才真的瞭解這種東西……，而且瞭解了
以後，大家都在期待……；趁現在趕快，萬一
陳老闆向葉子說已經沒貨，那就沒辦法了；如
果看到『我們節目在介紹的東西』，如果覺得
不錯，就趕緊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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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文規定。
5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三聖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05560號
處分日期：
110/02/04

阿龍歌聲

109/09/29
節目與廣告
18:00~19: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如下：(一)主持人推介：「為台灣人所調 警告
配……，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表示現在孩子平 NT$0
均都缺鈣，一天要喝1,000CC牛奶，阿龍跟你說
這比牛奶還要好，你有慢性病、糖尿病、不敢
吃五穀粉者，怕GＩ值、血糖太高，腎臟功能不
好，喝營養奶還要問醫生及藥師，阿龍跟你說
這都不用問，這都無禁忌，純天然的東西，孫
子、銀髮族、大家都可以吃，當成早、晚餐都
非常的好，可讓我們平均的營養獲得補充，均
衡營養。阿爸阿母這之前有欠人，明天到貨
時，這些寄出去後就剩不多了，所以我們這些
阿爸阿母，剛才有看到這檔的來出手最好，新
朋友你相信阿龍1次，你加油顧攤（台語）1組
回去吃看看，你會覺得真的有效，進廣
告」。(二)廣告時段由主持人阿龍介紹「鈣好
養生素(初乳+紅藜麥添加Plus）」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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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分、功效、使用方式及使用者電話call
in見證分享。(三)於廣告結束後，主持人強
調：「來！阿爸阿母，廣告結束，換打這
支0800-550-888，人家說無病無痛最快樂，只
要用對方法健康快樂又重來（並於螢幕疊印：
「無病無痛 最快樂 只要用對方法 健
康、快樂、又重來 非廣告時間、不講產
品、上線請說我要愛 健康加油
讚0800-550-888」）……，阿爸阿母電話繼續
打，因為現在不是廣告時間，咱們打這支電
話，打來時不要說產品，要說阿龍『我要
愛』，阿龍幫我接內線」。(四)主持人復宣
稱：「大大小小都需要，……無禁無忌，不管
你有血糖問題你也不用煩惱、還是腎臟功能不
好你也不用煩惱、還是尿酸及一些慢性病，阿
龍告訴你，很多觀眾朋友使用這個去探病，這
無禁無忌，這是人需要的……，阿爸阿母這數
量不多，一批一批，你們若要的話要
快……，尤其是新朋友你若剛聽到，你不用再
考慮，你相信阿龍1次，你來試試看！你會發現
唉呦！有這麼好的東西哦……」。(五)又於非
廣告時間，現場開放民眾call in並接受訂購商
品(玉萍姐：我要1組大組的、秋香姊……)，另
主持人再度強調：「阿爸阿母電話繼續打，若
下週較方便者沒關係，先登記起來，先幫你留
不然這常常缺貨……。於節目最後強調：阿爸
阿母電話繼續打，來當伴手禮、早餐、晚
餐、宵夜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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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文規定。
6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ra news年代
新聞

通傳內容字第

12001300

109/05/05

妨害兒童或

於11時57分許報導「僅欠3千誆黑吃黑20萬？男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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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313450號
處分日期：
110/02/08

年代午報

11:57~00:00 少年身心健
康

遭惡煞棒打凌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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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口述：「……有一名張姓
男子在臺北市迪化街一處民宅被人活活打
死……其中22歲李姓主嫌供稱是為了幫父親討
債，但謊言被警方戳破之後，才發現原來是因
為對方欠他三千塊，他直接就把對方給打死
了……」記者口述：「躲在房間角落，張姓男
子不斷慘叫，但惡煞仍不罷休……都縮在角落
了，惡煞拿棍棒猛打，男子苦苦哀求，嫌犯一
棍一棍打在他身上……被打到送醫不治。」警
方：持球棒、還有高爾夫球桿、還有熱熔
膠，對死者毆打，手部還有身體背部有多處瘀
傷。翻拍2段影片內容：播出被害人遭惡煞不斷
持球棒虐打及發出求饒聲：「對不起，我明天
拿錢過來，拜託!拜託!我求你們……啊!啊!(哀
號聲)」，以及被害者倒臥地上遭毆打之畫
面。系爭新聞報導播出被害人遭惡煞不斷持棒
虐打、求饒聲，以及倒地遭毆打哀號之影音畫
面，並輔以記者口述及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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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7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48000930號
處分日期：
110/02/08

東森午安
新聞

109/06/03
節目插播廣
09:55~14:00 告次數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新聞台
於109年6月3日9時55分至14時0分播出之「東森 NT$200,000
午安新聞」節目，播送總時間共245分鐘，插播
廣告19次，超過法定規定上限，此有本會側錄
光碟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4項
規定。

8 天然成股份有限

天美麗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27200號
處分日期：
110/02/09

玄機醫世

109/09/29
節目與廣告
19:00~21: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說明產品成分及功效：主持
人藉由介紹健康的定律「『諮詢＋決定＋行
動＋恢復』、『諮詢＋猶豫＋懷疑＋等

份有限公司

公司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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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強調人的命運來自於平時的念
頭，今日既然有這個緣分看到，那麼多人使
用，……，所以說鄉親長輩，尿蛋白會使鄉親
長輩腎臟敗壞、惡化、異常就很吃力(台
語)，如果有這些症狀，我給你建議，你要吃一
項東西，這項東西我跟你說5種最基本「蔓越
莓(女性排泄)、梅子(清尿管，增加免疫系
統)、藍莓(對眼睛、利尿、壞東西)、桑葚（利
尿、保護腎臟及清除）及諾麗果，用甲母(台
語)」製成，即可將尿蛋白簡簡單單解
決……，所以這五大項用甲母(台語)打底，鄉
親長輩在台灣你無法可找……，這個東西你買
還會要追加，為什麼？因為你吃過了……，有
的一些鄉親長輩問真的會漲？100%恢復，沒有
那種不賺錢的事情，做個參考」。(二)產品見
證及推介：１、主持人分享2位使用者見證：
「第1位24歲，2年多的尿蛋白偏高，使用後現
已經正常……。」、「第2位69歲某爸爸使用後
現在小便量大、乾淨俐落，伸縮自
如」。２、主持人推介：這就是5大梅（莓）類
就是梅子、桑葚、蔓越莓、藍莓、諾麗果這5種
讓鄉親長輩高興，在台灣全省沒人將這5種合在
一起，然後做甲素(台語)，……所以用這很貴
的東西去做甲母(台語)，給鄉親長輩使用，你
們真的福氣，因為你吃好一定逗相報(台
語)……，鄉親啊你自己的思維你自己做參
考，等一下若有要做追加，或是沒有使用
過，要1組也好、要2組也好，都在你(台
語)，不勉強的，身體是你的，好東西是我們公
司的……」。(三)說明產品保存期限：主持人
強調你還在等什麼，你要追加也好、不買，都
不管這都是你的事情，各位鄉親長輩買到你要
跟我感謝……，鄉親啊，我們天美麗在製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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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你不用擔心……，若是膠囊、平時的產
品、健康食品有的2年有的3年就過期了，但是
這個東西它是越放越久，SOD它是活性的，活性
的它就是會再生，越放越好……。(四)節目於
進廣告前主持人宣稱，「……，你們這台真
讚！我跟你買過幾次產品真的很棒你們公
司，阿滿真的你的節目我很愛看，給你買的產
品稱讚不已，感謝啊……，很多鄉親長輩都跟
我們主持人感謝，一支產品做給鄉親長輩，你
若使用到稱讚，歡喜心……，簡單，要愛要趕
快。」(五)廣告時段由主持人信呈介紹「極品
白樺茸酵素精華」產品，宣稱：「……，腎臟
的問題、糖分(台語)的問題、心臟不時(台
語)不穩定，這支不是在吃心臟的產品，它無法
清血，但它可以讓你的血不會跟毒素感染，它
不會毒火，毒火就是病變的開始，它有辦法讓
你的血液穩定……，它可以輔佐讓你的心臟變
強，要通血、清血，你要吃別種產品。再
來，有多少人尿蛋白，我們說的甲母它有5種最
頂級『莓』類的東西『梅子、蔓越莓、藍
莓、桑葚、諾麗果』在這個當中，每個人修復
的修復、利尿的利尿、吸收的吸收……」，並
說明其成分、功效、使用方式及現場接受觀眾
電話call in訂購產品(畫面疊印：「全台唯一
高倍濃縮 底價獨家極品 一箱(6瓶)$15000 訂
購專線：0800-228-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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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文規定。

罰鍰：

3 件

警告：

5 件

核處金額：

NT$1,4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