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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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MUCH TV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083040號
處分日期：
110/03/25

節目名稱
健康好自
在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09/10/08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3/01~110/03/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開場播放VCR，由主持人 罰鍰
NT$400,000
說明蜂王漿是珍貴的養生聖品，經過現代科技
低溫萃取，結合日本專利，讓女性喝出魅
力，許多名人都愛喝。(二)VCR介紹養蜂世家蔡
壽山，說明蜂王漿的產製過程。蜂王漿稀少而
珍貴，由於內含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與蛋白
質，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的養生美容聖品。可以
抗老化回春、提升免疫力。市面上假貨多，不
要受騙。(三)產品見證：１、網路直播主林瑞
蘭(愛咪四寶媽)：從小吃蜂王漿，43歲時還能
生下第4胎。最近喝「健字號蜂王漿」，口感
好，吸收快。自從喝了「這一支」健字號蜂王
漿後，精神、體力、心情及睡眠等都變好，喝
了5-7天後就感覺膚色變好、變光亮，精神也變
好。２、瑜珈老師Jessica：喝了蜂王漿後睡眠
充足，睡前喝比較好入眠，皮膚感受最大，學
生都說老師的皮膚變好了。３、國際金融理財
顧問陳莉葦：喝了3、4天的蜂王漿後，失
眠、更年期症狀都改善了。主持人說，莉葦是
意見領袖，她慎重推薦她親身體驗的「健字號
蜂王漿」。４、中醫師陳懿琳(葉蔻)：喝了蜂
王漿後，頸肩、肌肉痠痛減緩了，蜂王乳有滋
陰、潤肺、養顏美容的作用。現代醫學報告指
出，蜂王乳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發炎及保護神
經系統的功效。(四)專家推薦：１、專業營養
師吳佳靜：(１)蜂王漿可呵護女性卵巢、子
宮，含平衡女性荷爾蒙功效。準備懷孕前半年
至1年喝最好。(２)選購蜂王漿要選液體的，吸
收率、含量、純度及活性成分等都比較
高。２、養生食療達人林秋香：喝的蜂王漿好
入口，由於採低溫處理，營養成分保存完
整，建議空腹喝，攝取功效好。(五)主持人推
薦：１、喝的蜂王漿效果好，保存了原生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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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漿最重要的營養成分。同時去除傳統蜂王
漿的雜質及辛辣嗆的味道。２、蜂王漿成分包
括脂質、蛋白質、水糖、維他命及礦物質
等。醫學證實蜂王漿可以平衡荷爾蒙，舒緩更
年期症狀，活化卵巢子宮等。３、1959年美國
康乃爾大學實驗發現，蜂王漿粉，活性成分減
少很多。所以市面上乾燥處理過的蜂王漿產
品，營養成分令人存疑擔心。４、引用健康講
座雜誌的報導，喝的蜂王漿吸收率達9成以
上，高於皮下注射、片劑、膠囊及粉劑
等。(六)主持人訪問營養師吳佳靜，說明「健
字號蜂王漿」稀有珍貴，喝的蜂王漿吸收效果
好：１、市面上假貨劣質品充斥，要採用唯一
健字號，喝的蜂王漿才可靠。20年來政府只核
准466件產品，通過健字號許可認證，尤其延緩
衰老健字號核准率僅1.8%。２、節目中推薦的
蜂王漿，小分子經過專利萃取技術，可以不用
經過腸胃分解，直接在舌下吸收，每天一
瓶，就可以達到延緩衰老的作用。(七)總
結：１、主持人說明產品特色：(１)5大發
現：減緩老化、提高抗氧化力、增加壽命、提
升記憶力及高劑量無損健康等。(２)7大保
證：無防腐劑、無雌激素、無重金屬、無農藥
殘留、零膽固醇、無塑化劑及無西藥
等。２、養生食療達人林秋香：蜂王漿可以改
善很多女性的問題。３、網路直播主林瑞
蘭：喝的蜂王漿能滋潤膚色，防止掉髮。4、瑜
珈老師Jessica：喝的蜂王漿有國家認證，安
心、放心，所以選擇它。５、畫面疊印諮詢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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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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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價值，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本
文規定。
2 高點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高點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72650號
處分日期：
110/03/29

健康探索
家

108/11/16
節目與廣告
11:00~12:00 未明顯分開

(一)旨揭節目播出4則「神經滋養物質」使用者 罰鍰
NT$1,000,000
見證訪談影片，說明該營養素具有修復腦部創
傷、增加記憶力與減緩失智等效用，並有以下
涉及產品相關言論：１、見證者1：「叫了六
盒，我還沒吃完，就已經復職……早上2顆白天
的，晚上1顆……東西如果有效就是便宜，沒效
再便宜就是貴」。２、見證者2：「這一年兩個
月以來，由於我沒服用其他的健康食品，所以
我判斷應該是這個產品，對我在記憶力上的一
個幫助……」。３、見證者3：「高二之前成績
名次大概是班上十幾名，但自從吃了以後就進
前三名（出現見證者服用產品畫
面）」。４、見證者4：「李博士開始用一種神
經滋養配方來補充腦部營養（出現服用該產品
畫面）」。(二)節目亦播出專家訪談與主持人
介紹專利相關內容，並有以下涉及產品、使用
方式與價格之言論：１、主持人：「很驕傲的
是，這是台灣人研發，而且擁有專利，但涉及
到商業機密，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也不方便透
露詳細成分和產品名稱」。２、受訪專家1：
「……就是青少年，我們建議他們減半來使
用，那一般的成年人我們會建議三個月到半年
的時間……」。３、受訪專家1：「……那這樣
一個補充的過程當中，你可能會覺得費用稍微
貴一點點，但是健康有價……」。４、受訪專
家2：「(主持人：一般民眾說為什麼它這麼
貴？）……它擁有全球的專利，這個提煉的技
術其實是非常困難的，然後來源也非常少，所
以它的價值遠遠比價格來得高……」。(三)廣
告插播與節目結束前諮詢專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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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0800-533-811；0800-333-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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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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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357480號
處分日期：
110/03/29

幸福方程
式

109/05/23
節目與廣告
09:58~10:58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播出神經滋養物質使用者見 罰鍰
NT$600,000
證訪談影片，並有以下涉及使用產品相關言
論：１、見證者周美玲(公車司機)：「叫
了6盒，我還沒吃完，就已經復職了，我是很認
真吃就是早上2顆(白天的)晚上1顆，結果還沒
有吃完，在工作上我幾乎都不出錯了，我是覺
得很好用，因為它幫助你恢復腦細胞、腦神
經，它恢復了我記憶力……，我只是覺得好東
西真的要分享給人家，他們也會因跟我同樣遭
遇，就是使用了這麼好的產品，然後恢復了身
體健康（於10時2分19秒出現見證者服用產品畫
面）」。２、見證者賴媽媽：「我注意它很久
了(看電視)我才打電話購買，因為我買東西不
會看了馬上買，左眼比較看得見東西、頭腦清
醒很多(試用了1個半月後)，我那時候還沒吃這
個的時候都想，我要拿什麼東西我都忘記
了，想一想之後還想不起來，現在是都想得起
來（於10時15分14秒出現見證者服用產品畫
面）」。３、見證者25歲楊小姐(因車禍傷
腦，智能退化，幾乎全盲)：(１)旁白：
「……，一位善心的于先生及時捐助楊家，並
提供神經滋養配方給楊薏蓁試試看，看護說楊
小姐吃了20天左右，復健時體力及耐性就好了
很多」（於10時24分57秒出現見證者服用產品
畫面）」。(２)看護(張女士):「她現在就是認
知方面可從1排到20，顏色分辨比較清楚，形狀
都知道，眼神比較靈活，跟她溝通沒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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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吃了20多天耐心比較好、沒有生
氣」。(３)楊爸爸:「……後來于董說他那個腦
神經的， 我說好我就給她吃，就不間斷給她
吃……吃到現在，後來說沒有了，他又再寄
來，……，現在能爬樓梯，以前是不行的，我
們要給她扶著，她不會平衡……」。４、見證
者科技新貴馮先生及女兒馮思璇：(１)馮先
生：「這一年兩個月以來，其實我沒服用其他
的維他命產品或是健康食品，所以我判斷應該
是這個產品，對我在記憶力上的一個幫助，使
用三個月之後，我覺得不管是家人或是公司開
會的內容，或是同事講話的內容我比較不會忘
記……」。(２)女兒馮思璇：「因為我使用這
個保健食品，大約有一年左右了，使用之後像
是在背英文單字的時候，以前很容易就忘
記，然後在吃了之後就比較容易記得，有一些
科目是需要靠記憶性去得分的，在使用這個保
健食品之後，就比較容易記得起來，分數也有
明顯進步……」。５、見證者（咪嚕紅貴賓
狗），旁白說明：「……咪嚕本來一度眼睛看
不見，耳朵聽不到主人叫牠，但是因為主人給
牠吃了神經滋養配方，過了一個多禮拜，牠的
眼睛沒有淚溝，不再有眼屎，而且還可以看得
見主人、聽得見主人叫牠，咪嚕已經15歲
了，相當於人類的105歲可以說是狗瑞，但是咪
嚕依舊活力十足、毫無老態，狗主人說這要歸
功於神經滋養配方，讓咪嚕延緩器官老化及時
修補退化的神經細胞，沒有想到神經滋養配方
這麼神奇，可以讓她的愛犬活力再現變得更聰
明……」。６、見證者們最後強調：(１)見證
者馮思璇：「這個東西對於像功課上，或是數
學的一些推理，或者是記憶性的科目，會比較
有幫助，我希望可以推薦給大家」。(２)見證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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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賴媽媽：「這個不錯，要認真吃，要吃顧
腦，你存錢沒用，健康比較要
緊（於10時56分5秒出現見證者服用產品畫
面）」。(３)見證者周美玲：「我是覺得東西
如果有效它就是便宜，可是東西沒有效，它再
便宜它就是貴，我的感覺就是這樣……，都是
我有使用產品，我自己的體悟、我的心得，想
要分享給即便是不認識的人，我都希望你們能
夠使用到這好好的產品（於10時56分12秒出現
見證者服用產品畫面）」。(二)實驗證明神經
滋養物質之功效：１、被動單向逃避學習（黑
暗電擊實驗）：主持人強調透過實驗畫面證實
神經滋養物質對動物的學習力、記憶力是有幫
助的，當然對人更是如此。２、莫氏水迷津實
驗：主持人強調經過實驗畫面證實神經滋養物
質對於人的記憶力、邏輯及推理能力有所幫
助。３、滾棒實驗：旁白說明……這個動物實
驗證明神經滋養物質對於帕金森氏症的症狀也
會有緩解的作用。(三)節目亦播出專家訪談與
主持人介紹專利相關內容，並有以下涉及產
品、使用方式與價格之言論：１、旁白：
「……這種神經滋養配方，已經被國內生醫技
術團隊發現，並取得國際專利，可以通過血腦
屏障確實可以修復、滋養受損的神經細
胞」。２、主持人：「這種國人研發的神經滋
養物質也就是異戊二烯類黃酮化合物，確實對
於神經的滋養、修復跟再生有非常大的作
用，而現在也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在各種營養食
品上，未來可以造福更多的好朋友
們」。３、專家蘇博士：「其實這個神經滋養
物質，它是一個天然、非常獨有的一個物
質……，這是我們臺灣的一家公司它開發出來
的，它擁有全球的專利，這個提煉的技術其實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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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困難的，然後來源也非常少，所以它的
價值遠遠比價格來得高……」。４、專家蘇博
士：「（主持人提問尤其是要通過層層考試的
學生吃有用嗎？怎麼吃？怎麼樣產生作
用？）這個是一定會有幫助的，剛提到不管是
失智也好、腦袋受損的人，這樣子的神經滋養
物質對他都有幫助的話，如果你只是一個年輕
人或者是一個在學的學生的話……，在年輕的
腦細胞裡，其實發揮的作用，會比去修復老年
人的細胞來得更快，……所以越年輕來吃的
話，他的這個滋養效果其實是更容易看
到」。５、營養專家徐業麟：「……就是我們
講的神經滋養物質，它才能幫助我們受傷的一
些細胞重新活化、重新再生，它不像是吃西
藥，西藥很快，可是可能有副作用跟抗藥
性，它治標不治本，像這種營養素的一個補
充，你一定要給它一段時間，才能夠看出明顯
的效果，一般來說至少我們都經三個月以
上，這樣的一個補充的過程當中，你可能會覺
得費用稍微貴一點點，可是健康有價，基本上
這種天然提煉這種神經滋養的一些配方，它沒
有毒、沒有副作用，其實對我們神經細胞再生
的幫助真的非常大，……就是青少年，我們建
議他們減半來使用，那一般的成年人通常我們
會建議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因為它不像是在
吃藥……」。(四)廣告與節目結束前插播旁白
及諮詢專線字卡：「無痛無病是生活品質的關
鍵 只要用對方法 健康可以重來
0800-38-33-88(於畫面疊印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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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
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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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09/06/20
節目與廣告
23:00~00: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3/01~110/03/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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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下：(一)「讓外國人驚嘆！！完美的高 罰鍰
NT$400,000
級訂製?墅 汪忠錠 王思文-設計師」單
元：１、屋主Bill：「起初我沒太多的期
待……，後來找來Vivian和設計大師汪哥，他
們就把我們家規劃的有聲有色……因此找他們
來操刀這次的設計」；２、旁白：
「……Bill和家人在台灣團聚的度假休閒
宅，這份單純心願幾經波折終於在擅長佈置與
色彩搭配的王思文與精於型塑風格的汪忠錠設
計師手中完美成就……」；３、Bill：「我很
喜歡休閒咖啡廳的空間風格，完工後，就有像
咖啡廳一樣安定，沉穩的感受，是甚至感覺更
好。」於畫面疊印：「榮獲2019美國MUSE白金
獎及獎狀(於23時37分24秒許)」、「當我們在
思考每個設計的時候……汪哥就直接把我們看
到的位置繪畫出來，他的手藝非常高超，我之
所以對Vivian、汪哥做的整體裝潢感到很有信
心，是因為他們能精準掌握，我們想要的需求
跟模樣」；４、屋主兒子Rich：「我期望我的
房間是摩登獨一無二的，所以Vivian、汪哥他
們想到運用深色木皮來裝飾是我的房
間……，每一樣安排都讓我感到非常滿
意……就像是藝術般，非常理想時尚……找到
像Vivian、汪哥的設計師，他們就能做到完美
的規劃，這是我以前在美國，不能想像的設
計，但是卻能在我家的裝潢上看到有台灣設計
師做得到，而且還這麼卓越」；５、Bill：
「汪哥每張手繪圖都很卓越，他簡直就是天生
的掌握色彩的藝術家……，汪哥、Vivian為我
們打造這麼完美的家，我非常感謝所有參與的
人，施工師傅也做得非常好，我很想再次感謝
他們」；６、屋主Angel：「這個家充滿著我老
公對我和孩子的愛在每一個角落，我真的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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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汪哥和Vivian打造這麼完美的家給我
們」；７、汪忠錠設計師：「其實世界上共通
的語言，就是繪畫，我只把工地看到的，現場
拍下來透過我的手繪……讓屋主去做選擇，這
是我們溝通的比較特殊的方式……」；８、王
思文設計師：「以往跟熟識的屋主再次合作的
時候，通常都是中間相隔好幾年，但
是Bill、Angel卻相隔半年後就再次邀請我們為
他設計這個?墅，接洽的過程中我們都親自南下
往返監工，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因為有了
上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經驗，Bill、Angel對我們
的專業美感以及工程品質細節的要求感到非常
的放心跟滿意……，當完工之後聽到屋主他們
一家分享他們感到非常滿意的時候，其實就是
我們常常強調的『高級訂製量身訂做的概
念』，也就是我們設計者最大成就」。９、最
後搭配旁白與畫面疊印：「想看更多汪忠錠 王
思文設計師的精彩設計請上網搜尋設計
家(約23時45分許)」。(二)一分鐘看設計單
元：以旁白介紹「一家四口帥氣工業宅 27坪
擁3房沒問題」個案裝潢之設計理念及特色，推
介宣傳特定設計師陳光哲、陳若雲(於畫面疊印
設計師名字)之設計服務等內容。(三)於節目最
後以旁白及跑馬方式疊印：１、看電視、找優
質設計師、搞定您的裝潢！讓設計家成為您裝
潢好夥伴，快加入「設計
家Searchome」LINE（標誌）或Google Line@設
計家Searchome立即搜尋。２、SEARCHOME 設計
家APP全新改版立即下載QR Code。３、本集設
計人：「蒔築設計 朱皇蒔」、「雅典設計工程
黃庭芝」、「摩登雅舍室內設計 王思文 汪忠
錠」、「舨舍空間設計 顏善松Henry
Yen」。４、觀眾服務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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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3/01~110/03/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信：service@searchome.net 、設計家網
站：www.searchome.net 、QR Code 搜尋本節
目及設計師更多內容。綜上，上揭內容明顯表
現出媒體為特定服務宣傳之客觀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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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2,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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