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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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台灣藝術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210800號
處分日期：
110/07/01

節目名稱
真心鶴喜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1/24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藝術台於110年1月24 罰鍰
日16時至18時播出「真心鶴喜」節目（以下簡 NT$200,000
稱系爭節目），由祥鶴及阿真主持，以歌唱及
產品介紹為主要內容，節目畫面左上角標示「
桐瑛生技」標誌，其中以下內容並與廣告相互
搭配，致有節目未與廣告區隔：(一)16時01分
20秒許至16時02分49秒許，節目開始，播出「
桐瑛集團」廣告，並以畫面一一介紹集團產製
產品：１、介紹集團：(１)放映集團最高領導
人王總裁影像以及集團聯歡晚會畫面。(２)集
團理念：對於未來我們有十足的信心，只要跟
著公司的規劃與腳步走，翻轉人生，擁抱成功
……。(３)集團子公司：順瑛堂GMP生物科技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桐瑛衛視媒體電視台等5家公
司。(４)畫面：「璀璨的新星，桐瑛集團」。
２、播放集團產品：(全程疊印文字「秉持『道
德良心』製藥」)(１)黃花雪連霜：品牌最老、
效果最好……。(２)天王補心丹：思慮過度，
神志不寧……。(３)草本清暢錠。(４)通血寶
：納豆黃金配方……。(５)固身命：冬蟲夏草
、刺五加、人蔘、樟芝……。(６)益菌多活性
酵素：酵素重要性。(７)治關能。３、聲明：
益菌多活性酵素內含LA-A1菌種，如市面上非本
公司主持人所銷售……將訴諸法律提告……。
(二)17時00分03秒許至17時12分51秒許，排播
「草本清暢錠(下稱清暢錠）」廣告，由主持人
親自推薦及販售，內容略如下：１、今日推薦
的產品限量，手腳(動作)要快，一天吃一次，
一次4顆。現代人常吃火鍋、烤肉等大餐，造成
排便不順，常有便秘問題，容易皮膚粗糙、口
臭……。２、解決便秘不要使用外力侵入，今
日介紹的產品一天吃一次即可，超方便，成分
純天然，大腸病變年齡層日益降低，跟國人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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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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食習慣有關，排泄有問題，會累積體內毒素。
３、主持人拿出產品，說明價格，1盒680元，
今日6盒3000元，再送3盒，等於9盒3000元。加
100元，再送佛跳牆。４、接聽觀眾訂購，畫面
：訂購專線0800-77-69-88。(三)17時16分05秒
許至17時23分24秒許於節目中呼籲年節期間注
意腸胃保健。並說明產品服用方式，嚴重便秘
者，一天5至6顆，保證有效：１、主持人說明
10年來觀眾都知道只要覺得排便不順，就會使
用節目中推薦的「體內環保」。年節將至，為
觀眾爭取回饋優惠活動。吃大餐要兼顧大腸保
健。２、大腸癌仍居國人十大癌症第一名，排
便不順日積月累，造成宿便，產生毒素，導致
病變。侵入性治療風險高，建議用吃的。嚴重
的，推薦的「體內環保」可以吃5-6顆，純天然
，幫助腸子蠕動。無副作用，不要買到仿的，
保證有效。(四)17時32分04秒許至17時45分00
秒許，於節目中介紹「補股萃」，1盒1800元，
2盒3000元，預計再向公司爭取3盒3000元，再
送年菜。說明產品效果、成份及服務電話，並
請觀眾電話訂購：１、年節忙打掃腰酸背痛，
各大醫院診所休診，不方便，如果有意願(購買
)，先登記，方便幫你們爭取優惠。產品有效，
但很貴所以預計為你們爭取多1盒，3盒3000元
，錯過今日要等到母親節，沒登記的，就以原
價2盒3000元購買。２、17時36分00秒許主持人
祥鶴拿出產品，持續推薦介紹產品；阿真幫忙
接Call In訂購電話：(來，雲子要登記喔！等
我來)(蘇玉要登記喔！)你現在要登記我們的「
補股萃」，為大家爭取3盒3000元這個價錢，讓
你們吃了以後手健腳健，你們只要做一個動作
，打訂購專線，跟小姐登記，沒登記就沒優惠
了。(王媽媽要登記喔！)有需要「補股萃」，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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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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電話打進來不一定有貨喔！但有打才有機會。
３、阿真說本身無病痛也在吃；祥鶴說有觀眾
的16歲女孩，晚上抽筋，吃了「補股萃」，一
週見效。(蘇小姐……(林太太……)(來，中和
……)(柳小姐：我要登記3盒3000元)(羅太太等
一下……)(秀月……)(來，明華……)(高雄鳳
山的……)。４、畫面疊印：互動專線04-2249
-2137；行政04-2249-0338；祥鶴0986-350-12
3；阿真0980-598-333。(五)17時45分33秒許至
17時52分15秒許，排播廣告「固身命牛樟人蔘
精」，由主持人親自推薦：１、元氣不足，睡
眠不足，加上天氣寒冷，新陳代謝慢，白天無
精打采。許多老人家走路需人攙扶或使用輔助
器，如果您有這些症狀，想延年益壽，「佛爭
一枝香，人爭一口氣」，不管疼惜自己或照顧
家中長者，請用咱們的「固身命牛樟人蔘精」
。２、內含人蔘、冬蟲夏草、刺五加、樟芝及
紅景天等。３、訂購專線：0800-77-69-88，大
罐1罐3600元，今日2罐6000元，打電話訂購再
送1罐，等於3罐6000元。(六)17時52分16秒許
，於節目尾聲，持續推薦產品「固身命牛樟人
蔘精」及「補股萃」，請觀眾先電話登記；另
，今日若訂購「清暢錠」，再送佛跳牆：１、
祥鶴持續推薦「固身命牛樟人蔘精」(阿真接聽
訂購電話)，3罐6000元，真的很便宜，但登記
不一定有貨喔！２、推薦「補股萃」：優惠方
案還要爭取，藥材漲價，成本貴，有錢不一定
買得到，要有觀眾訂購名單才能爭取看看。「
補股萃」3盒3000元，怎麼算都划算。３、最後
主持人表示，今日若訂購「清暢錠」，再送佛
跳牆。４、畫面疊印：互動專線04-2249-2137
；行政04-2249-0338；祥鶴0986-350-123；阿
真0980-598-333。 二、旨揭節目主持人祥鶴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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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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與阿真於節目中推介特定產品，說明特色、價
格及效用，提供見證分享及優惠促銷活動，接
聽觀眾訂購電話，並與廣告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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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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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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東風衛視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61300號
處分日期：
110/07/01

節目名稱
有氧人生
特別企劃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12
節目與廣告
16:00~17: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風衛視台於110年3月12 罰鍰
日16時至17時播出「有氧人生 特別企劃」節目 NT$400,000
（下稱系爭節目），由李芳瑜主持，邀請資深
藝人蔡頭、作家廖輝英、營養師高御書、西醫
師鄭光男、生物學博士陳志明及民眾見證分享
等，共同推介「OOPlus」產品，明顯為特定產
品推介宣傳，經衛生福利部查獲移送本會，而
有節目與廣告未區分之違法內容略如下：(一)
開場：播出資深藝人蔡頭回想弟弟因心血管疾
病過世(心肌梗塞)的過程。(16時00分16秒許~
16時03分04秒許)(二)VCR說明三高疾病比癌症
更可怕：每年因心臟病、腦中風、糖尿病等「
三高」疾病致死的人數高達5萬多人，遠超過癌
症4萬多人，三高疾病比癌症更要人命。不想一
輩子吃藥控制三高，遠離心血管疾病，避免猝
死危機，就要逆轉心血管的健康指數。(16時0
3分04秒許~16時03分32秒許)(三)主持人李芳瑜
與藝人楊慶煌說明「OOPlus」的功效、成分：
１、2個人同樣跑步，李芳瑜氣喘吁吁，楊慶煌
臉不紅氣不喘，楊慶煌表示，因為平常就是吃
「OOPlus」保養，沒吃以前經常酸痛，跑沒多
久就氣喘，現在健步如飛。２、楊慶煌：「OO
Plus」含9種人蔘萃取養分，快速補氣、補氧，
增加身體循環，讓細胞充滿氧氣，細胞愈來愈
年輕、健康，感覺年輕10幾歲，不僅身體靈活
，還可讓體力精神活力十足，對血液循環也很
有幫助。心血管問題一定要好好保養，所以這
九種人蔘「OOPlus」對循環系統、血氧量很有
幫助，所以現在就要靠「OOPlus」來保養。(1
6時03分32秒許~16時07分01秒許)３、楊慶煌：
喝了可以打通任督二脈，之後體力變好，一整
天充滿活力，早晚空腹1包，可以讓健康指數控
制得很好。(16時07分33秒許~16時09分30秒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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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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四)VCR說明「OOPlus」功效、成分及缺氧症
狀：1、楊慶煌60歲了，因服用九種人蔘「OOP
lus」，上節目依舊年輕活潑，身體更健康了。
(16時07分01秒許~16時07分33秒許)2、身體健
康是每個人希望的，透過現在生物科技，將九
種人蔘萃取成「OOPlus」，是現代人的健康福
音。(16時09分30秒許~16時09分43秒許)3.、用
對方法慢性文明病是可以被逆轉的，由九種人
蔘萃取的「OOPlus」，內含30多種高活性人蔘
皂甘，16種以上胺基酸、多種維生素、礦物質
，能增加血含氧量，清除自由基，逆轉血管年
齡，幫助調控血壓、血脂，穩定血糖，增加循
環通暢，遠離三高、心血管疾病的威脅。(16時
17分10秒許~16時17分37秒許)4、肩頸僵硬、疲
勞倦怠、胸悶心悸、喘不過氣或手麻腳麻、冰
冷、視力衰退，小心身體缺氧了。缺氧會危害
身體的五大機能運作：(1)循環系統(2)中樞神
經系統(3)消化系統(4)呼吸系統(5)免疫系統。
只要提高含氧量就能讓身體健康。(16時18分5
4秒許~16時19分40秒許)5、「OOPlus」能針對
身體器官哪裡缺氧自動補氧，每個人喝下去的
反應不同，就是快速補氧的關係，讓身體攝氧
量增加，身體也會更有活力更健康。(16時31分
08秒許~16時31分36秒許)6、血管老化、硬化增
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一定要適時的補氧，九
種人蔘萃取的「OOPlus」能增加血中含氧量，
去除自由基，幫助身體的管路年輕化，恢復彈
性，增加循環暢通，避免阻塞或破裂情況發生
。(16時35分12秒許~16時35分43秒許)7、諾貝
爾醫學獎證實，細胞內90%的能量(ATP)都是由
粒線體產生，又稱是細胞發電機。紐西蘭生技
研究團隊結合澳洲、美國、法國、英國、俄羅
斯、韓國、日本、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等九國的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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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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研發團隊，針對粒線體的活化投入研究，發現
補氧能激活粒線體，修護DNA、去除自由基，幫
助逆轉血管年齡。於是針對100多種藥用草本研
究，發現其中九種蔘類對人體活性有極大的幫
助。能增加血中攝氧量，於是將九種人蔘提取
其活性成分，經由諾貝爾再生醫學理論，黃金
比例調配出，能調節人體慢性缺氧以及逆轉生
物年齡的九種人蔘黃金複方「OOPlus」。經生
理活性測試能針對細胞粒線體快速補足氧氣，
幫助粒線體產生更多的ATP能量，再生新細胞，
幫助生物年齡逆轉，回到年輕時的生理狀態，
活化五大機能正常運作。(畫面：血氧濃度提升
97至99) (16時44分15秒許~16時45分27秒許)(
五)實驗見證：以酒精燈說明「有氧代謝」及「
無氧代謝」，比喻細胞有如酒精燈裡的火，身
體含氧量夠，細胞在新陳代謝時才能產生大量
能量提供運作。(16時10分11秒許~16時11分01
秒許)(六)專家推薦：１、營養師高御書：(１
)「OOPlus」是紐西蘭生技研究團隊，結合澳洲
、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韓國、日本、
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等九國的研發團隊，依諾貝
爾再生醫學理論研發出來的，針對細胞活性投
入研究。研究結果有九種人蔘對人體活體有極
大的幫助，能增加攝氧量，包括丹蔘、西伯利
亞蔘、高麗蔘、西洋蔘、西藏蔘、秘魯蔘、黨
蔘、玄蔘和太子蔘等。提取它們的活性成分，
依黃金比例調配出能調節人體慢性缺氧，以及
促進細胞活絡的九種人蔘黃金複方「OOPlus」
。經生理活性測試，能針對細胞粒線體提供足
量的氧，產生足量的ATP能量，再生新細胞，逆
轉年齡，回到年輕的生理狀態。缺氧是造成許
多疾病的原因之一，尤其缺氧性高血壓、缺氧
型高血糖、缺氧型高血脂、血管每老化10歲中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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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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風機率多15%。(16時11分01秒許~16時13分06秒
許)(２)幫助細胞補氧，能活化細胞的粒線體，
產生能量，再生一個健康的細胞，修復血管的
內皮細胞，讓血中含氧量增加，去除自由基，
增加好的膽固醇，減少壞的膽固醇，產生淨化
血液的作用。幫助無法運動的人增加運動能力
80%，防止身體退化肌少症的問題，甚至因為缺
血而失去功能的器官，也可以開始正常運作，
讓心血管疾病，像失智認知的障礙，機能退化
的問題獲得全面解決。(16時14分30秒許~16時
15分46秒許)２、西醫師鄭光南：(１)缺氧是現
代人的健康殺手，有的病因，可能連醫生都檢
查不出來，缺氧讓身體逐漸形成一些慢性疾病
，影響身體的五大機能運作，適度的補氧對身
體絕對有幫助。WHO近況報告中也強調，氧氣治
療對於許多重症患者是必要的治療方式，身體
的含氧量對於身體健康很重要。(16時45分27秒
許~16時46分02秒許(２)依目前的生物醫學很難
判斷出哪些部位或器官是屬於慢性缺氧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要全面補氧才行，才能維持身體
機能的正常運作。(16時48分28秒許~16時48分
52秒許)３、「OOPlus」首席研發生物學博士陳
志明：(１)研發團隊針對100種藥用草本植物做
研究，發現九種蔘類對人體活性有極大幫助，
於是提取九種人蔘的活性成分，經黃金比例調
配出來，能夠調節人體慢性缺氧以及對抗衰老
的九蔘黃金複方「OOPlus」，經生理活性測試
，能針對細胞粒線體提供足夠氧量，幫助粒線
體產生足量的供給細胞，再生新生細胞，幫助
生物年齡逆轉回到年輕生理狀態，調節各種因
為缺氧所造成的衰退及老化現項。(２)蔘是一
種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被稱為藥草之王，更何況
這個「OOPlus」集合了世界各國的高貴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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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取集精華中的精華，過程繁複，才能製造出這
麼珍貴的「OPlus 」。(16時35分43秒許~16時
39分20秒許)(七)名人推薦及見證：１、資深藝
人蔡頭：(１)全家人除心臟問題，血脂、血壓
、血糖都高，試過多種健康食品無效，後來醫
生說這和身體慢性缺氧有關，經朋友介紹裡面
含有九種人蔘萃取的「OOPlus」能補氧氣，細
胞健康就能啟動身體的修復，回到年輕狀態，
遠離慢性疾病。有慢性病的朋友你來吃吃看就
知道。(16時15分46秒許~16時17分10秒許)(２
)剛開始吃的時候臉會漲紅，身體發熱，後來瞭
解這是身體快速補氧的正常現象。因為「OOPl
us」在幫助你身體補充氧氣。我現在在吃一種
裡面含有九種人蔘萃取的「OOPlus」，吃了3個
月以後，搭配運動，身體變年輕了，精神體力
比以前更好，健康指數都回復到健康的正常範
圍。(16時31分37秒許~16時33分56秒許)２、作
家廖輝英：「OOPlus」非常神奇，喝了以後身
體就會發熱，身體循環就好，以往腳趾頭是冰
的，喝了以後很快都熱了，連末稍神經手腳冰
冷都消失了。早晚空腹各半包，睡前再半包，
很有用。以前三酸甘油脂高到200多，因為喝了
「 OOPlus」，指數變正常了，精神好，腦袋靈
光了，思緒更好，也更好睡了。「OOPlus」對
循環方面以及增加血氧量方面幫助非常大。(1
6時39分42秒許~16時42分28秒許)(八)民眾見證
：1、主持人李芳瑜與營養師高御書請民眾試喝
含九種蔘的「OOPlus」，對照前後身體的反應
，營養師解釋，喝了之後有排毒的作用，體溫
變高，免疫力提高，體溫提升攝氏1度，免疫力
增加500%至600%，亦即5倍以上，代謝力提升1
4%以上。「OOPlus」早晚空腹服用就可以了，
可增加免疫力，提升防護力。民眾喝了之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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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內容說明
示：「全身熱熱的，全身舒暢」、「全身都通
了，有中醫在講的全身的氣在走的感覺」、「
很舒服，非常舒暢」。(16時19分40秒許~16時
23分01秒許及16時23分27秒許~16時31分08秒許
)
２、陳小姐：先生是油漆工，可能因職業
的關係，常胸悶氣喘，久咳不癒，檢查結果是
肺炎，肺部纖維化。後來在節目中看到一種叫
做「OOPlus」的保健品，吃了一個禮拜，呼吸
順暢很多，一個月後可以慢跑，現在一次可以
跑4、5公里，人也開朗了。這個「OOPlus」真
的有幫到他，再檢查肺部好很多了。陳小姐本
身有高血壓的問題，現在也跟著一起吃，身體
也愈來愈好了。(16時46分02秒許~16時48分28
秒許)３、江小姐的「阿公」腦中風，開刀後需
長期復健，後來聽護理師說只要血液含氧量夠
，血管就會暢通，於是推薦有一個叫做「OOPl
us」的保健食品，「阿公」吃了一陣子精神比
較好，連醫生都說血液含氧量變高了，復健速
度也快了。江小姐說：「我會讓阿公繼續吃『
OOPlus』，讓他血管更健康，身體變得更好。
」(16時48分52秒許~16時50分43秒許)(九)結語
：資深藝人蔡頭再次呼籲中老年人要照顧好自
己的身體，否則會拖累全家。(畫面：節目諮詢
專線0800-09-68-68，來電好禮2選1，僅限前1
5名來電者，陳志明博士著作一套2本或OOPlus
體驗包6天份)。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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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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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3 天然成股份有限

天美麗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30000號
處分日期：
110/07/07

公司

節目名稱
玄機醫世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05
節目與廣告
19:00~21: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天美麗電視台於110年3月 罰鍰
5日19時至21時許播出「玄機醫世」節目（以下 NT$200,000
簡稱系爭節目），由主持人信呈與昭瑩以歌唱
(背景畫面以VCR呈現該公司祭祀活動過程)及談
論祭祀關聖帝君(以下簡稱帝君)之心得分享，
涉有以贈品(帝君藝品)活動作為促銷產品之實
，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相關內容略如下：(一
)主持人說明奉帝君所示，將3座帝君藝品以結
緣方式贈送公司之3位主持人後，所發生之見證
分享：１、案1：交代獲贈某主持人之兒女保佑
其平安，於正月時主持人就讀大學女兒，因課
業所需至戶外蒐集資料(開車被載)，行經88快
速道路時一輛卡車突然煞車，因閃避它而自撞
山壁造成車輛毀損駕駛送急診，駕駛幾天後脫
離險境，而某主持人女兒僅是腳部輕微擦傷。
２、案2：豹哥要去看父母時無意中車禍，傷到
下巴也是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３、案
3：當初第3尊請給惠卿(台語)，她以為是要給
她，結果是要給他兒子，並提醒年過後要注意
，於2月初7(台語)惠卿兒子人突然不舒服，早
上起來人還好好的，於晚上接到病危通知的電
話，真是晴天霹靂，帝君有交代沒事。(二)主
持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深深體會，感謝
聖帝照顧天美麗大大小小的員工，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事，沒有人包無事的(台語)，每人
出生都帶有業力及福氣，當然是給大家做參考
，實際上就在這裡發生，我們不是說帝君有多
厲害這樣，帝君也是很謙虛都默默地在做，有
感受的自然就有感受，沒感受的看看就好。所
以給鄉親長輩知道之前你們所請的帝君是保厝
、保平安(台語)，不孝之人求神何用，很多企
業家，包括郭董都是祭拜帝君，事事項項(台語
)都聽祂的話，當然他自己也很努力、也很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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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報及孝心，一路會較平順，今日要賜財、賜福
、包括賜貴人，這沒那麼簡單，等一下聽我說
，不是我說了算，這是要稟給玉皇大天尊，一
切我們都有錄影起來給鄉親長輩知道。(三)主
持人：帝君叫我不要去阿根廷，說是時機未到
，今天鄉親長輩你們真的有福氣，並說明賜財
的方法及播放向玉皇大天尊祈求賜財、賜福、
包括賜貴人之VCR內容。強調該VCR祈求是以鄉
親長輩為祈求之對象，帝君從未叫鄉親長輩捐
錢，因為我領的意旨是布施旨、非救世旨(台語
)，今天鄉親長輩們若你想要了解如何請回我們
聖尊，我說白話我不做買賣，你們有能力我當
作是有緣，要做生意賜這個，聖帝在我心中是
無價的，若是被我聽到你要喊價，抱歉！拒絕
往來戶，這跟買賣不同，這我是向玉皇大天尊
領到財旨72尊，你們自己思維，慢吞吞的就沒
有了，緣分就是緣分，今日若是有看到的，我
都跟你恭喜，兩首歌曲之後，再講給鄉親長輩
參考，要記得，要把握。(四)節目進廣告前(於
18時58分許)：主持人說明我在此聲明為替鄉親
長輩請到武聖關聖帝君，給鄉親長輩財運起，
福運來、日日有貴人，各位鄉親長輩你們真的
是嘴唇、耳朵皮厚(台語），等一下進廣告，記
得！心是你們的，帝君弟子我向玉皇大天尊、
三官大帝、慈天聖佛、五路財神請到財旨令，
是為鄉親長輩請的，你要尊貴，不可以有的沒
有的，聽懂喔(台語)進廣告，謝謝。(五)於19
時3分至19時21分43秒(計18分17秒)排播「神秘
果」廣告，由主持人信呈與昭瑩親自推薦及販
售，說明如下：１、主持人：今日1箱優惠1萬
元，買30箱結緣1尊，要財的人很多，但是你一
定要孝順，不孝順者免談，72尊給鄉親長輩1次
機會，0800-228-999，有可能只有這1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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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若是吃好還要再請，我沒那個膽，玉皇大天尊
不能開玩笑，那是有旨令，自己做參考要買要
快，謝謝。２、畫面疊印：「最後一批 全球獨
一無二 神秘果酵素 回饋價1箱(6瓶)$10000」
及「市價$3800/瓶(750ml)全素 訂購專線：08
00-228-999」。(六)廣告後(於19時23分許)於
畫面立即呈現帝君藝品之動態圖卡及實體藝品
，並於疊印諮詢專線：0800-228-789。二、旨
揭節目主持人於節目中談論祭祀關聖帝君藝品
之心得分享，並以VCR呈現該公司祭祀活動過程
，如何向神明取得72尊帝君藝品，且呈現帝君
藝品之動態圖卡及實體藝品，再於廣告中以帝
君藝品作為販售商品之贈品(今日「神秘果」1
箱優惠1萬元、買30箱結緣1尊)，明顯有以帝君
藝品作為促銷產品之實，致節目與廣告相互搭
配，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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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4 年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東風衛視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61270號
處分日期：
110/07/07

節目名稱
健康搶鮮
報台灣土
龍王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07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風衛視台於110年3月7日 罰鍰
10時至11時播出「健康搶鮮報 台灣土龍王」節 NT$400,000
目（下稱系爭節目），由主持人汪潔民主持，
邀請百年人瑞王忠泉、專業營養師劉昱伶、中
藥師盛大祐、范立宏、生技專家劉崇良等及多
位民眾分享見證，共同推介「土龍精(台灣土龍
王)」產品，致節目與廣告未區分之內容略如下
：(一)開場訪問120歲人瑞王忠泉(下稱百年人
瑞)談養生之道，土龍配上天麻，以及其他高貴
本草藥材，對長壽養生很有助益。(二)VCR介紹
「土龍精」的效用及特色：１、對筋骨很好，
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可護腎、勇
筋、壯骨。２、可以增加骨質密度153%、韌性
243%、潤滑性260%、磨損減輕181%、筋骨靈活
性提升210%。且土龍王鈣磷比是2比1，人體利
用率達86%。３、其所含的膠原胜?具有「螯合
鈣離子的補骨」及「螯合亞鐵離子的造血」作
用。還可治失眠、頻尿問題，2週見效。1至2個
月走路比別人快，反應記憶力都會改善。(三)
主持人推薦：１、說明120歲人瑞靠土龍勇筋、
壯骨，強調土龍可以顧腎強筋、預防老人癡呆
。２、主持人訪問土龍伯洪進興，並親自示範
喝土龍酒，比較傳統的土龍酒與「土龍精」的
差異。「土龍精」甘甜、無藥味、無腥臭，一
天一罐，喝了筋骨都靈活了。３、主持人訪百
年人瑞談養生秘訣，本草加土龍，配合秘方，
現在百年人瑞貢獻出來秘方，希望全人類提高
免疫力，所以我才特別專程找來這家生物科技
公司來合作，聽說這家生技公司，他們的技術
是一流的，不相信有機會你來試試看看。你吃
了「土龍精」，一般老人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得
到。(四)專家推薦：１、生技專家劉崇良：百
年人瑞將秘方分享出來，再加上獨門配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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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利用CO2超臨界萃取技術完整抽精濃縮，經過S
GS嚴格品檢，農藥及重金屬檢測合格，所以安
全有保障，比喝土龍酒還要補。２、中藥師范
立宏：目前知名GMP大藥廠已利用CO2超臨界萃
取技術，將台灣正土龍和13項藥材，完整抽精
濃縮100倍效果快又強，不到一個月，即可輕鬆
上下樓梯。３、營養師劉昱伶：(１)呼籲觀眾
每天喝台灣活體正土龍，因為加了13項藥材，
經過精華濃縮，會讓你氣色越來越好，達到補
氣補血的功能，還可增加骨骼膠質、鈣質，減
緩骨頭流失的速度，皮膚也會跟著白裡透紅。
(２)正土龍精華是唯一能夠補到我們骨膠質、
骨鈣質、軟骨素、玻尿酸、……的物質。除了
鹿茸、桑枝……，同時加了活化腦部的天麻、
川芎、紅花等，滋補的都補到了。台灣野生正
土龍每天吃，約3個月會改善體能。４、中藥師
盛大祐：(１)保證採用台灣野生活體斤級正土
龍，以往土龍酒非常昂貴，甚至喊價到10幾萬
，現在GMP藥廠以科學化、標準化、量產化，採
用先進的CO2超臨界萃取技術，將台灣正土龍關
鍵活性物質和13種藥材，完整抽精濃縮100倍，
無腥味、無中藥味，香醇好喝，補骨、補精、
補元氣。(２)土龍的效用好，腰酸、腳痛、手
腳無力……等，一吃見效。真正有效的，3至5
天就有感覺，但請認明GMP藥廠台灣野生活體正
土龍，不要買到假貨。５、中藥師廖進昌：土
龍的使用除閩南零星地區外，中國沿海都已失
傳，只有台灣數百年來將土龍做為強筋壯骨的
主方。筋骨酸痛、勞損、退化、摔傷、骨折、
閃腰、肌肉拉傷，功效都是一等一，只要一天
一次保證有效。(五)民眾見證：１、朱洲禾先
生：有小兒痲痺症雙腿萎縮，肌肉筋骨衰退快
速，吃了「土龍精」後改善很多，雙腳有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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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神百倍。２、詹女士：原本連椅子都搬
不動，喝了「土龍精」後，一個月，手腳都靈
活了。３、詹木山先生：脊椎一節剩一半，持
續吃「土龍精」三個月，開車騎車都OK。４、
黃桂敏：肩頸勞動磨損，吃了「土龍精」改善
很多。５、馮友廷：骨折退化，吃了「土龍精
」後，膝蓋靈活度都進步了。６、陳金蘭：脊
椎退化側彎嚴重，吃了「土龍精」後，生活起
居可以自己打理，手腳靈活了。(六)VCR再次強
調「土龍精」的效用及特色：１、這種抽精濃
縮100倍的正土龍精，對小孩轉骨是最好的補品
，因為成長階段最需要土龍豐富的骨膠質、軟
骨素、玻尿酸、骨蛋白、黏蛋白、礦物質、維
生素、DHA、EPA、生長因子，有喝的人，一年
長10幾公分，體質也會變強。尤其女孩子吃，
子宮發育會好，結婚生子就不會腰酸背痛。２
、台灣野生活體斤級正土龍精華加漢方精華，
能上達雙臂，下行腰膝。另，頸項僵麻，頭腦
暈痛都需土龍精華行氣血化瘀滯，才能標本兼
治。(七)VCR總結：１、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才會
運用野生土龍補筋骨，不僅台灣媒體報導，連
日本、韓國、新加坡也來取經，因為這是最周
全的大補品。２、它的膠原萃取率將近40%，經
實驗證明可以增加骨質密度153%、韌性243%、
潤滑性260%、磨損減輕181%、筋骨靈活性提升
210%、清除DPPH自由基75%，清除ABTS自由基9
5%。且土龍王鈣磷比是2比1，人體利用率達86
%。其所含的膠原胜?具有「螯合鈣離子的補骨
」及「螯合亞鐵離子的造血」作用。３、GMP藥
廠每天限量土龍，請觀眾提早10天預訂。台灣
野生體斤級正土龍精華讓你身體不老化筋骨不
僵化，一直延長使用期限……，趕快打電話來
預訂，才不會空等。(諮詢專線0800-2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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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情形

每日限量3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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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5 中天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735740號
處分日期：
110/07/13

中
天0600晨
報破曉新
聞

109/06/10
違反個人資
07:17~00:00 料保護法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中天新聞台109年6月10日 罰鍰
「中天0600晨報破曉新聞」節目，於7時17分許 NT$50,000
播出以「退休警騙倒7保險公司 周刊爆裝殘詐
千萬」為標題之相關內容（下簡稱系爭新聞）
，於7時18分畫面呈現被報導當事人「公教人員
保險殘廢證明書」(為顧及法令規定，故以○○
○替代報導中所揭露相關人資訊)，揭露姓名○
○○及肢體障礙部位○○○，足以識別報導當
事人個人資料。二、前開報導之內容，已揭露
報導當事人之姓名及肢體障礙部位等，足以辨
認相關資訊，此有本會節目側錄光碟可稽。經
查所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有關
病歷、醫療……等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受處分人播送系爭新聞，已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三、查旨揭新聞
播出日期為109年6月10日，核屬中天新聞台執
照有效期間(103年12月12日至109年12月11日)
，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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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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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333650號
處分日期：
110/07/14

節目名稱
名醫的餐
桌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06
節目與廣告
09:30~10:3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台灣台110年3月6日9 罰鍰
時30分至10時30分許播出「名醫的餐桌」節目 NT$400,000
，由姚黛瑋主持，邀請家醫師葉睿儒、生活達
人玫伊及來賓雷洪、兵家綺等人，以「如何強
化身體防護力」為討論主題，介紹「金香草含
片」產品之成分、功效、認證及使用方式，明
顯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涉有節目未與廣告區
隔之相關內容略如下：(一)以VCR說明：「世界
衛生組織已將PM2.5、流感細菌、新型冠狀病毒
，列入現代人最可怕的世紀殺手……，只能靠
病患自身免疫系統來做強而有力的對抗，增強
人體免疫系統的防護作用，維護健康」、「在
防疫作戰期間，世界各大醫療組織發現金香草
具有抑菌、抗病毒、抗發炎作用……，北京大
學國際論文中刊載，金香草是有效對抗新型冠
狀病毒的中藥類植物性的天然成分……，金香
草內酯能有效阻斷冠狀病毒與ACE2接觸點……
，防止細胞被感染，這也為民眾在防疫上帶來
一絲希望曙光」及「空汙問題、PM2.5、二手菸
、廚房油煙，躲也躲不掉，而你的肺就像空氣
清淨機，24小時在過濾這些毒素，造成肺發炎
、肺纖維化、甚至是肺癌，研究指出患有呼吸
道過敏的人口，幾乎倍數成長，10大癌症死因
都跟PM2.5有關……，『金香草含片』專利萃取
、科學分析、實驗認證，強化提升身體防護力
」。(二)產品推介：１、家醫師葉睿儒以字卡
說明「金香草含片」對人體極大功效：「抗菌
、抗病毒、消炎解熱、防止PM2.5入侵身體呼吸
系統、免疫調節、防治感冒」。宣稱：「有抗
氧化效果，可將纖維化症狀壓制下來、經實驗
證實可抑制癌症機率(畫面疊印：自古既為呼吸
道 帝王神草)」；復宣稱：「使用金香草含片
內酯，第一個它可以降低我們的發炎反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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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抗氧化可以讓你的纖維化能夠降低……，
而不會造成身體的不舒服(畫面疊印：調整身體
機能)」。強調：「肺發炎在使用金香草內酯的
部分……，我們的肺追蹤X光發現好像也變得比
較乾淨喔……，這一塊陰影它變得比較小塊了
，甚至有開始消失的趨勢，所以經過這些個案
討論之後，其實我們醫師或是研究者發現在某
些案例上面，似乎金香草含酯是可以納入輔助
治療的部分，應該是有一個不錯的效果(畫面疊
印：金香草含酯可納入輔助治療)」。２、生活
達人玫伊：(１)以字卡說明：「金香草含片」
四大防疫功效：「阻斷上呼吸道病毒入侵的感
染」、「阻斷冠狀病毒與ACE2結合、不讓病毒
進入細胞體內」、「增加身體巨噬細胞(免疫力
大軍)的能量」及「唯一同時對抗PM2.5的霧霾
、流感細菌、新型冠狀病毒」。強調：「為何
它可以達到這個四大免疫是因為它拿到專利認
證、還有科學分析，甚至在人體臨床實驗當中
之研究及討論」與「金香草含片之科學分析及
受國際推崇(世界自然醫學聯盟)……」及「金
香草含片有效抗病毒和發炎之功效……」。(２
)宣稱：「世界自然醫學聯盟發現金香草萃取出
來的金香草內酯，它可以作為植物藥物對抗新
型冠狀病毒的首選，泰國衛生部建議民眾一定
要含，多使用金香草萃取出來的成分，預防感
冒跟新型冠狀病毒的保健草藥……。(畫面疊印
：「金香草內酯 國際醫學認證 阻擋PM2.5 細
菌病毒入侵 提升防護力)」強調：「它含有許
多科學數據在裡面……，金香草它是由金香草
植物去分離出來的，它裡面的金香草內酯，針
對上呼吸道的感染，對於有效的對抗病毒、癌
症、肝保護性跟抗炎性都有效果……，經由多
國研究介紹，2020年包含北京大學醫學院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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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以抑制新冠狀病毒受體的ACE2的藥物中，
以金香草萃取出來的抑制率最高……，可以直
接增加你的防護力……。(畫面疊印：「金香草
內酯 保護上下呼吸道 國際醫學期刊 認證作用
)」。(３)、產品見證：甲、來賓：(甲)、雷洪
：「經友人介紹吃了金香草含片，喉嚨癢就含
一片，吃了3、4天這樣含之後，減緩咳嗽症狀
，後來一直持續服用，乾咳也沒有了，一直咳
的感覺也沒了，咳出來的痰也沒有顏色……，
複診時醫生說這次照黑影的地方較清晰了，已
經沒有纖維化了，你要繼續吃……。」(乙)兵
家綺：「經朋友介紹……，失智的父親因插鼻
胃管，所以將它磨成粉給父親早、晚服用，很
神奇！父親從去年鼻胃管就拔掉了，從原本是
臥床、現在是坐著可以直接吃飯，吃了之後抵
抗力變得非常好，也沒有再生病過ㄟ……(畫面
疊印：金香草幫助家人好轉 保護呼吸道 提升
免疫力）。」乙、民眾：(甲)陳小姐(58歲小吃
攤老闆娘)：「做小吃一、二十年了，油煙也吸
一、二十年了，當醫生告訴我肺部有病時，我
還真的不相信我真的那麼倒楣……，後來醫師
介紹我金香草含片，它是純天然的，很方便含
著就好了，第一個禮拜就有比較輕鬆，有時候
早上起床會吐一些黑黑的痰，所以我相信它是
真的有在幫我清肺部，用到現在也已經快3個月
了，之前不舒服現在都好了，那麼好的東西一
定要報給大家知道(台語)。」(乙)邱先生(51歲
木工)：「因為工作環境都會接觸粉塵，戴口罩
又沒有用，又有抽菸，才會造成肺部出問題，
開始只是會咳，後來痰多了，檢查才知道肺部
纖維化，後來是中醫師介紹我吃金香草含片，
它真的很方便，含著喉嚨很舒服也很清爽，比
較不會咳了、痰也變少了，使用了半年多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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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醫院檢查，醫生說纖維化的情形明顯變少了
，實在很感謝有這個金香草含片，讓我找回健
康的身體，可以繼續打拚。」(丙)康太太(46歲
家庭主婦):「我本身是過敏跟氣喘的體質，只
因為每天煮三餐，竟然讓我得了肺炎，剛開始
是胸悶，後來咳越來越嚴重，我都以為這只是
小感冒，一直到咳出來的痰中帶有血絲……進
一步檢查後才發現是肺部發炎感染，……後來
是中醫師介紹我金香草含片，可以清肺解毒，
我就開始每天含，吃一陣子之後發現我的身體
越來越有活力，以前常常小感冒，現在都不會
了……，後來又再去檢查我的肺發炎完全都好
了……。」(丁)主持人：「其實我自己本身大
概在十二、三年前就接觸過金香草這個成分的
，那個時候是我在大陸教課，學員給我吃了金
香草的藥是錠狀，一吃超有效，後來我就愛上
它了，它不但對於一般的感冒，它對於病毒型
感冒超有用，抗病毒非常有效，今天很開心因
為主持這個節目重新接觸到金香草，而且知道
現在台灣已經買得到，且用含片的黏膜吸收更
快。」３、每節廣告前播放及疊印字卡：「為
健康打基礎 立即做起 健康專線 0800-205-77
7」及節目最後疊印字卡：「節目諮詢專線 08
00-53-00-66」。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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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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台灣藝術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97190號
處分日期：
110/07/21

節目名稱
真心鶴喜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31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藝術台於110年3月31 罰鍰
日16時至18時播出「真心鶴喜」節目（以下簡 NT$200,000
稱系爭節目），由祥鶴及阿真主持，節目畫面
左上角標示「桐瑛生技」標誌，其中內容推介
「治關能」、「多元益菌通活性酵素」及「補
股萃」等產品，並與廣告相互搭配，致有節目
未與廣告區隔：(一)16時00分06秒許至16時01
分19秒許，節目開始，播出「桐瑛集團」形象
廣告，並以畫面一一介紹集團產製產品：１、
介紹集團：(１)放映集團最高領導人王總裁影
像以及集團聯歡晚會畫面。(２)集團理念：對
於未來我們有十足的信心，只要跟著公司的規
劃與腳步走，翻轉人生，擁抱成功。(３)集團
子公司：順瑛堂GMP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桐瑛衛視媒體電視台等5家公司。(４)畫面：
「璀璨的新星，桐瑛集團」２、播放集團產品
：(全程疊印文字「秉持『道德良心』製藥」)
(１)黃花雪連霜：品牌最老、效果最好。(２)
天王補心丹：思慮過度，神志不寧。(３)草本
清暢錠。(４)通血寶：納豆黃金配方。(５)固
身命：冬蟲夏草、刺五加、人蔘、樟芝。(６)
益菌多活性酵素：酵素重要性。(７)治關能。
３、播出產品聲明：「益菌多活性酵素內含LA
-A1菌種，如市面上非本公司主持人所銷售……
將訴諸法律提告……。」(16時02分34秒許至1
6時02分44秒許)(二)16時42分31秒許至16時47
分24秒許，主持人推介「治關能」，內含90粒
，1天吃1次，1次2粒，大約可吃1個半月，這批
售完要等很長時間；「治關能」與其他產品不
同，為確保療效，成分、材料都實在，下一批
貨要等到清明節過後。(三)17時06分35秒許至
17時19分55秒許，主持人推介「多元益菌通活
性酵素」(下稱多元益菌通)，人體老化皆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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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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由基遭破壞，所以補充SOD(超氧化物歧化?)，
「多元益菌通」含1170萬SOD：１、特色及成分
：該產品是將益菌多陳年活性酵素存放5年，再
加入多種中藥材、蔬菜水果、菇菌類及LA-A1菌
。現場拿出產品進行飲用(約17時11分許)２、
效用：增強體力返老還童，無病無痛。３、價
格：平時1罐3980元，2罐5000元，現1箱1萬10
00元，約等於1罐1800元。買2箱再加送1罐。４
、接聽Call in訂購電話：(1)蘇太太？蘇小姐
，要訂酵素，稍等。(2)欣怡，(我要訂1箱)等
一下。(3)玉雯，要登記酵素喔！５、服用方法
：可加入奶瓶給小朋友喝，預防感冒幫助成長
發育。(四)17時24分53秒許至17時28分38秒許
，主持人持續推介「多元益菌通」：１、1箱1
萬1000元機會難得，上流社會的人每天都喝SO
D 紅酒保養，觀眾也要平時保養。２、接聽Ca
ll in訂購電話：(1)美惠，要登記酵素。(2)玉
秀，(我要1組那個)等一下。(五)17時34分05秒
許至17時36分33秒許，主持人推介「補股萃」
：1、該產品係經由全國藥師花8年時間用心調
配，不想開刀的朋友要買馬上吃立即見效，保
養不能省。２、服用方法：按3餐吃，1天3次，
稍好後1天2次，早晚各2粒，痊癒後，1天1次持
續保養。(六)17時47分34秒許至17時51分42秒
許，主持人持續推介「補股萃」：催促觀眾趕
緊打電話訂購，舉觀眾「月霞」為例，吃遍各
大醫院藥材，抽筋問題好不了，吃了「補股萃
」好了。(七)17時59分33秒許至17時59分59秒
許，主持人說明下節目後若要詢問「治關能」
、「補股萃」，甚至「酵素」(多元益菌通)，
阿真負責到底，酵素2盒1萬，她負責到底請打
訂購電話。(04-2249-0338)(八)畫面：１、購
買產品請來電登記，電洽客服04-2249-0338。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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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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節目中除歌唱時間以外，幾乎全程疊印)２、
節目中除於畫面下方標示前揭商業訊息外，左
右2邊並多次出現產品及價格：「君臣二仙膠，
兩盒一萬，開放登記」及「多元益菌通活性酵
素一箱一萬一，開放登記」。(九)廣告：１、
第1段：(１)16時50分41秒許至16時50分57秒許
：播放「順瑛堂黃花雪連霜」廣告。(２)16時
50分57秒許至17時00分05秒許：播放「治關能
」廣告，任何疼痛都可以吃，無類固醇，不傷
腸胃。1罐2000元2罐4000元加100元，再送料理
鍋。訂購專線0800-77-69-88。２、第2段：(１
)17時36分34秒許至17時36分50秒許：播放「順
瑛堂黃花雪連霜」廣告。(２)17時36分50秒許
至17時47分33秒許：播放「補股萃」廣告，骨
刺疼痛，「治關能」與「補股萃」一起服用，
3天見效。6盒6000元，再送料理鍋。二、旨揭
節目主持人祥鶴與阿真於節目中推介特定產品
，說明特色、價格及效用，提供見證分享及優
惠促銷活動，並與廣告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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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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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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台灣藝術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97200號
處分日期：
110/07/21

節目名稱
真心鶴喜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15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藝術台於110年3月15 罰鍰
日16時至18時播出「真心鶴喜」節目（以下簡 NT$200,000
稱系爭節目），由祥鶴及阿真主持，以歌唱及
產品介紹為主要內容，節目畫面左上角標示「
桐瑛生技」標誌，其中於節目中推介「黃花雪
連霜」、「百香風味纖維酵素粉」及「養生退
火膠囊」等產品，並與廣告相互搭配，致有節
目未與廣告區隔：(一)16時00分53秒許至16時
02分11秒許，節目開始，播出「桐瑛集團」廣
告，並以畫面一一介紹集團產製產品：１、介
紹集團：(１)放映集團最高領導人王總裁影像
以及集團聯歡晚會畫面。(２)集團理念：對於
未來我們有十足的信心，只要跟著公司的規劃
與腳步走，翻轉人生，擁抱成功。(３)集團子
公司：順瑛堂GMP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桐瑛衛視媒體電視台等5家公司。(４)畫面：「
璀璨的新星，桐瑛集團」２、播放集團產品：
(全程疊印文字「秉持『道德良心』製藥」)(１
)黃花雪連霜：品牌最老、效果最好。(２)天王
補心丹：思慮過度，神志不寧。(３)草本清暢
錠。(４)通血寶：納豆黃金配方。(５)固身命
：冬蟲夏草、刺五加、人蔘、樟芝。(６)益菌
多活性酵素：酵素重要性。(７)治關能。３、
播出產品聲明：「益菌多活性酵素內含LA-A1菌
種，如市面上非本公司主持人所銷售……將訴
諸法律提告……。」(16時03分13秒許至16時0
3分24秒許)(二)16時06分16秒許至16時15分50
秒許，主持人介紹贈品「免火再煮鍋」，採用
食品級不銹鋼，黑金高效能鋼圈，特殊防溢側
邊。接聽觀眾阿嬌電話見證產品效果及鍋子好
用、藥品好。(三)16時16分02秒許至16時19分
05秒許，主持人推介「黃花雪連霜」：拿出產
品說明使用方法，包括可緩解頭暈、燒燙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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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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不適，提神醒腦，還防蚊，同時介紹產品的不
同包裝(家庭使用及隨身攜帶瓶)。(四)推介「
百香風味纖維酵素粉」(下稱「酵素」)１、16
時19分19秒許至16時25分10秒許，主持人拿出
產品進行沖泡，並進行特寫，推介酵素，沖泡
後久置會結凍，故在體內可以減少腸胃空間，
降低食慾，達到瘦身減肥效果。２、16時27分
43秒許至16時30分15秒許，主持人說該產品風
靡全美，不僅外觀脂肪，連體內肝包油、心包
油、腸包油、膽固醇過高等問題都可獲得改善
。主持人祥鶴以自身為例，服用後瘦下來了。
３、16時35分40秒許至16時37分49秒許，主持
人表示長期素食者、年紀大骨頭退化，都要用
酵素補充營養。(其他市面上沒有得到聖母恩准
的不行)４、17時52分43秒許至17時56分43秒，
主持人持續推介「酵素」，許多旅外人士帶到
國外，有觀眾要結婚，吃了「酵素」，一週瘦
了9公斤。飯前服用，男女皆可。(五)16時39分
23秒許至16時49分46秒許，進行「上線互動」
單元，請觀眾分享見證產品效果，包括：碧玉
、菲利普、阿粉姨、美滿等人進行見證。(六)
推介「養生退火膠囊」(下稱「退火」)１、16
時51分12秒許至16時53分43秒許，主持人推介
「退火」表示，能降火氣，緩解痔瘡不適，吃
3粒馬上見效。今天以新品上市價格優惠觀眾，
限量100名。２、17時00分14秒許至17時03分2
4秒許，主持人拿出「退火」產品服用，阿粉姨
非常推薦，肝指數下降，大腸瘜肉也消了。富
含靈芝非常珍貴，可降低體內火氣、毒氣。主
持人祥鶴說，自己吃了痔瘡好了。３、17時26
分48秒許至17時31分20秒許，主持人表示平時
保養2粒，內含靈芝，今日買到賺到，明日恢復
3盒3000元。(七)17時40分07秒許至17時44分5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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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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6秒，主持人持續推介「退火」及「酵素」：１
、「退火」：火氣上來3粒，內含靈芝，效果好
。２、「酵素」：去油脂，油脂多對體內外都
不好，使用節目中推介的產品保證有效。(八)
以上內容，幾乎全程疊印「購買產品請來電登
記電洽客服04-2249-0338」。(九)廣告：１、
第1段：(１)17時06分27秒許至17時06分47秒許
：播放「順瑛堂黃花雪連霜」廣告。(２)17時
06分47秒許至17時19分21秒許：播放「退火」
廣告，今天特別優惠，1盒2300元，3盒2000元
。可降火、緩解汗臭、痔瘡等問題。２、第2段
：(１)17時44分58秒許至17時45分14秒許：播
放「順瑛堂黃花雪連霜」廣告。(２)17時45分
14秒許至17時52分45秒許：播放「酵素」廣告
，播出瘦身前後對照相片，1盒2500元今日買一
送一限量30名。服用方法，一天一包飯前吃。
二、旨揭節目主持人祥鶴與阿真於節目中推介
特定產品，說明特色、價格及效用，提供見證
分享及優惠促銷活動，並與廣告互相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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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核處情形

第 28 頁 / 共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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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三聖電視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41700號
處分日期：
110/07/22

節目名稱
叫您第一
名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22
節目與廣告
14: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聖電視台於110年3月22 罰鍰
NT$200,000
日播出「叫您第一名」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
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30條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處罰鍰新臺幣20萬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
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製播節目。內容略如下
：(一)廣告前產品推介(於15時25分許)：「小
朱宣稱一條好的牙膏很貴……，我記得小時候
媽媽曾向直銷買過1條1仟多元的牙膏，它那種
是牙周病、黃板牙、牙齒鬆鬆的、口臭的都可
以刷，最厲害的是那牙膏刷完後經過2天後，口
水中仍含有抗菌成份……，刷時不會涼，漱完
口後呼吸時整個牙縫都是通的，想要刷看看嗎
？貨運剛到，謝謝。」(二)於15時26分至46分
(共計20分)排播「樂治酸牙膏」廣告，由主持
人小朱及小喬親自推薦及販售「樂治酸牙膏」
：１、宣稱：「我要做的是全面性的，就是讓
你洗完後乾淨外，小孩敢用、吃檳榔的敢用、
老人牙齒酸軟者、牙周病預防者都適用。」２
、強調：「樂治酸就是專門治療你的酸軟、不
乾淨、會搖的，牙齒縫裡裡落落(台語)、腫脹
者……，尤其是越敏感、越酸的地方你越要洗
，給你快樂兼治酸……。所以針對吃冷吃熱者
、吃檳榔的、口臭者、蛀牙嚴重者……。」３
、於15時40分23秒畫面疊印圖片「國外進口牙
膏產品之相關資訊」聲稱：「進口的它們做小
條就賣400元，我們這一條是130ml，是外面的
兩倍……，我4條等於別人的8條……。」４、
於畫面疊印：「樂治酸/抗敏/舒緩/去漬 訂購
專線0800-066-560 」、「預購價共4條1200元
」及「大組ㄟ共9條2400元」。(三)廣告結束後
主持人繼續產品推介（於15時49分許)：１、宣
稱：「……若是阿爸、阿母(台語)有痠痛的現

第 29 頁 / 共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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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象者，你儘管把它刷不用煩惱，任何牙刷都可
以……，你有感覺每次看完牙後這支補完就換
別支……，那就是牙齒內特有的細菌，那種細
菌會分解吃進的食物，胃酸也殺不死它，那種
細菌最怕就是我現在跟你說的這種，這下去它
就會開始做分解，所以於實驗發現，經過兩天
後牙齒內仍有存在對付細菌的成分在裡面，這
就是效果，洗完後我跟你說真好，小孩怕涼的
可用這個洗洗看，用這個你1天會想刷三次，刷
完記得漱口後再吐掉……，來內線：2628-207
0。」２、於畫面疊印圖片（15時51分許）國外
進口牙膏產品之相關資訊（與上開廣告所疊印
之產品資訊相同）聲稱：「你看這是國外的一
條也是要那麼貴，我們的都比它大太多了……
你看1條也要4、5百元，才70克……，奇怪我們
做那麼大條要幹什麼，做小條的1次賣你8條、
9條你才會覺得撿到了(台語)，做那麼大條不會
做生意，傻子！我們如果做這麼小條多好……
，我們公司實在太老實，做到足、做到滿……
，你若要我剛才說的那個你現在趕快打電話…
…。」並於畫面疊印：「服務專線04-2628-20
70 手機/LINE：0966-156688」。二、旨揭節目
主持人小朱於廣告時段推薦販售「樂治酸牙膏
」，說明其使用方式、特色、功效及優惠活動
等，且於系爭節目上開廣告前、後有明顯為「
牙膏(樂治酸牙膏)」特定商品促銷、鼓勵購買
言論，致節目與廣告相互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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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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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10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三聖電視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41710號
處分日期：
110/07/22

節目名稱
叫您第一
名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2/25
節目與廣告
14: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聖電視台於110年2月25 罰鍰
日14時至16時播出「叫您第一名」節目（以下 NT$200,000
簡稱系爭節目）由朱璨詮(以下簡稱小朱)主持
，於節目中接受觀眾電話Call in詢問產品(DH
A)及見證，另推薦販售「原膠(二仙三寶)」，
說明其產品之成分、功效、使用及訂購方式等
，明顯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而有節目未與廣
告區隔之相關內容略如下：內容略如下：(一)
節目中主持人接受觀眾電話Call in詢問產品及
見證：１、觀眾：小朱(主持人)你小粒的有可
能沒貨了嗎？２、主持人：DHA是嗎?現在有了
，但是要賣你較貴，不能賣太便宜。３、觀眾
：有啊！現在變3盒，我先前買是4盒好爽！有
合體質，這個東西我吃了很合適，我會流目油
(台語)吃了這個都不會流了！４、主持人：因
為它那DHA來到70%，專門吃眼睛的，很多會流
目油吃那支好了(台語)，但是是那次聽你的見
證後。５、觀眾：我已經叫1組，現在又叫1組
，已經叫3組了。６、主持人：我以後要賣2盒
三千。７、觀眾：照常買，小朱我跟你說有效
的沒貴，你吃了一堆沒效的才是貴。８、主持
人：你說這樣就對了。(二)主持人於節目中推
介產品：１、介紹產品食用方式：「有人將二
仙三寶拌飯吃，我說可以拌麵線……，這個東
西真的很厲害，推出至今過年後2天完銷……，
我現在在等貨，這支製程較久……，1個名字只
能買1次，現在沒貨要等……。」２、強調產品
原料：「那東西很神奇，前幾天我下台南我助
理在路邊跟1位81歲老太太聊天，後來助理跟我
說她要"原膠"雖不認識，但聽到介紹到價格後
就說要買了，內行人都這樣，大家都知道太上
老君在煉膠，是為了添精補骨髓，太上老君的
煉膠僅4味，現代人加至百味，10味說20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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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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70味說80味，拿東配西配，不見得配出來是
南北，有些東西虛不受補，你將它補太重，吃
完後嘴破、生痔瘡，這樣也不行，所以有人最
後還買了最原始，但最原始還最貴！因為原始
的沒加其他東西只用『龜版、鹿角、人參、枸
杞』4味就要熬製成膠，所以東西要下多少，因
為它沒加其他東西……。」３、產品使用效果
：「其實大家不知道我最厲害的在這裡，這叫
做"原膠"，你有買到的、有吃的人都知道，那
天有人說老公吃了2天後手熱烘烘(台語)。另石
老師說常腰酸，他那天也跟我拿了3瓶。」４、
產品使用方式(於15時40分許)：「手握產品(玻
璃瓶裝)做倒出狀，呈現產品液體的狀態(雖未
露出產品名稱，惟於桌面放置3個產品包裝盒，
隱約可見二仙三寶之產品名稱)，並說明使用及
保存方式……。」５、強調產品限量及訂購方
式：「這種東西我當成救世、救世，我真不知
道會賣那麼好，兩天就完銷，藥師現在已經到
公司來要跟我討論，說要下次到底要多少量、
要幾批……」，強調：「原膠這種東西1人1次
機會，趁現在沒有工商時間，所以我邊說你內
線邊打，你直接問小姐，1次買3瓶、1箱、5箱
都可以，但是你要等，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給
你……，待我貨補足之後，這麼好的東西你去
市面上找，不可能買得到這種價錢，完全不可
能……，若是會員吃了好用，你幫忙做見證，
見證者所購買的價格，絕對跟後面聽了見證才
買的人不同……，現在我將東西慢慢賣，賣1年
我也無所謂，不一定趕在1天、2天內賣出……
，不求賣東西秒殺……，因為5千個慢慢賣?的
更多，但是你們都吃得到我們更高興，因為你
們會幫忙介紹……，要的請趕快撥打內線電話
04-2628-2070……，不要到時候說小朱你那時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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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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說沒貨的時候就不是這個價格，現在怎麼是這
樣……好東西快撥打內線。」６、節目最後主
持人再度手持一小碟原膠強調：「剛才我一直
掐扁它，但現在形狀恢復了，說明它是好東西
，喝了一口你就愛上了，你會說小朱你賣那種
價格是瘋了嗎？我跟你說真的，沒人二仙三寶
賣那種價格……」。(三)節目中於畫面下方疊
印：「服務專線04-2628-2070、手機/LINE：0
966-156688」。二、旨揭節目主持人小朱於節
目中接受觀眾電話Call in詢問產品（DHA）及
見證，另推薦販售「原膠(二仙三寶)」，說明
其產品之成分、功效、使用及訂購方式等，明
顯為「原膠(二仙三寶)」特定商品推介、促銷
、鼓勵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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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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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11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365160號
處分日期：
110/07/22

節目名稱
健康新攻
略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4/07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財經新聞台110年4月 罰鍰
7日15時至16時播出之「健康新攻略」節目，由 NT$200,000
姚黛緯主持，邀請來賓包括生活達人張明山、
身心科醫生鄭光男、藝人梁佑南及雷洪。節目
以身體保健抗發炎為主題，推介「日本沖繩皇
金薑黃」特定產品，致有節目未與廣告區分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姚黛瑋詢問來賓雷洪
有關過往生病的經歷，來賓雷洪提出朋友推薦
的「沖繩皇金薑黃」，後由身心科醫生鄭光男
以字卡說明「沖繩皇金薑黃」擁有的功效。(二
)生活達人張明山分別細項說明「沖繩皇金薑黃
」產品獨特性，由日本薑黃達人下地清吉研發
，獲得日本國家層級「天皇杯」等多項榮譽，
詳盡說明其配方(四合一黃金比例複方薑黃、含
有之四氫薑黃素為一般薑黃之35倍等)、認證(
通過ISO22000國際品質標準、通過775項SGS檢
驗)及功效(食品級，可以吃的天然抗生素)等產
品特色，並強調目前市售薑黃產品大部分粉狀
、膠囊狀，而該產品係小錠狀，方便好吞，一
日可吃10至15顆。(三)以影片介紹「沖繩皇金
薑黃」，係台、日合作研發之天王御用級薑黃
，以「沖繩皇金薑黃」為主，輔以四種不同品
種薑黃，更優於市售一般薑黃產品等語。(四)
節目結束以字卡顯示「0800-611-555」節目諮
詢電話，及進入廣告前皆有字卡顯示健康專線
「0800-205-777」。二、旨揭節目一再說明「
日本沖繩皇金薑黃」產品之產地、種類及功效
，佐以影片強調「日本沖繩皇金薑黃」獨特性
，並展示產品，以字卡提供民眾特定銷售廠商
及專線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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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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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12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447500號
處分日期：
110/07/28

節目名稱
健康新攻
略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3/12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財經新聞台110年3月 罰鍰
12日15時至16時播出之「健康新攻略」節目， NT$200,000
節目主持人為寇乃馨，並邀請骨科醫師張宇琪
、生活達人田富謙、藝人蘇炳憲及貝蒂討論骨
質疏鬆與關節相關症狀，其中涉有推介產品「
SBS PLUS」，致違反前揭法規之內容略如下：
(一)節目來賓蘇炳憲及貝蒂表示，受傷後經朋
友介紹，服用名為「SBS PLUS」的產品，不但
已傷癒，且可做出來回俯身奔跑、劈腿等高難
度動作。(二)田富謙說明SBS PLUS成效、成分
及專利，並強調不含西藥成分，具有可終結骨
鬆與關節問題之多元功效：延緩骨髓流失、協
助鈣吸收、增加骨髓密度、抑制停經導致骨髓
流失、提升骨質強度、促進骨頭生成與癒合、
抑制關節發炎腫脹、減緩退化性關節炎、減緩
椎盤突出與50肩疼痛等。(三)田富謙續說明，
配方成分最天然（手持美加雙專利看板），並
強調三個月內可讓人增生軟骨，其中名為甘胺
酸鈣的成分可幫助補充鈣質，由於分子小且達
到1.8倍吸收率，因此獲得4國專利、2大認證與
歐盟20多國認可，並取得2014馬來西亞ITEX S
ILVER大獎及榮獲國際期刊刊登「SBS PLUS抑制
破骨細胞」研究成果。(四)民眾見證：１、外
務員張先生表示，自從服用SBS PLUS半年後，
骨密度增加、骨質流失減緩且經檢查後發現，
原本脊椎壓迫部位也恢復了。２、美髮業陳女
士表示，吃了半個月之後，緩解疼痛、手腳靈
活，可一覺到天亮且到醫院檢查發現椎間突出
已改善許多。３、退休老師蘇先生，經朋友介
紹服用SBS PLUS一週後，膝蓋腫脹疼痛舒緩，
3個月後去檢查骨密度增加，從此不需再打玻尿
酸。(五)主持人於節目結束時，呼籲觀眾撥打
畫面諮詢專線0800-611-555，便可有擁有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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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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1~110/07/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的行動力和永遠健康。二、旨揭節目詳細說明
可具體指涉特定產品之相關特色（成分、對應
症狀及功效），及專利、認證和獎項等專屬資
訊，並邀請來賓及民眾見證分享產品使用效果
，且鼓勵觀眾撥打諮詢專線，明顯促銷宣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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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2,85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