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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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東森戲劇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603890號
處分日期：
110/10/06

節目名稱
健康大小
事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5/10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戲劇台於110年5月10 罰鍰
日10時至11時播出「健康大小事」節目(以下簡 NT$200,000
稱系爭節目），由姚黛瑋主持，邀請身心科醫
師鄭光男、醫藥記者梁惠雯、藝人鍾佳蓁及Ju
ile等來賓參與，藉生活及工作壓力所造成的自
律神經失調及長期失眠引發的重大健康危機為
話題，共同推介「OGB配方」產品，致節目與廣
告未區隔之內容略如下：(一)醫藥記者梁惠雯
出示字卡一一介紹OGB配方之成分及功效：１、
穀維素：可以安定情緒，讓緊繃情緒放鬆，針
對停經症候群及自律神經失調的效果，有七成
停經症候群之症狀獲得改善，服用了7天到14天
，自律神經失調能夠有明顯幫助。２、酵母萃
取物RNA：幫助身體受損細胞的修護，幫助代謝
機能復原，防止老化。３、色氨酸：提升血清
素及褪黑激素。４、羅布麻萃取：又叫做「西
域神草」、「珍葉」，可增加腦部的正腎上腺
素和傳導物質多巴胺，幫助舒緩情緒，幫助好
入眠。５、維生素C及維生素B群：可抗氧化，
幫助減輕疲勞，幫助改善壓力、情緒緊張，平
緩情緒障礙。(二)醫藥記者梁惠雯強調要情緒
能夠穩定開心，要有三個大元素：正腎上腺素
、血清素及多巴胺，在天然成分的OGB配方裡通
通兼顧到了，能夠讓你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而且白天、晚上都要服用，白天能讓情緒好好
控制住，到了晚上可以安神，幫助入眠好睡。
(三)身心科醫師鄭光男亦強調OGB配方是白天跟
晚上不一樣，有壓力或有失眠困擾的人，白天
需要有精神有活力，心情穩定，這時候給白天
的配方，到了晚上需要放鬆了，需要調整的東
西就不一樣。而且強調研發單位為了達到有效
，特別跟衛生單位報備還查驗，將劑量提高到
有效劑量，有做很重要程序。(四)現場來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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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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享服用OGB配方後之成效：１、藝人鍾佳蓁：「
有一個牌子叫OGB，我吃了以後，真正慢慢把不
能睡覺這個東西，這個安眠藥給戒掉了，讓你
慢慢去調節你的代謝，然後讓你安神定魄，你
如果好睡眠，就不會隨便吃了，然後又配合上
OGB這個產品，我們身上都有治癒跟自我恢復的
能力，你給它你弱的不足的地方補強它，我們
自己會去修護你的身體。」同時搭配字幕「OG
B配方讓我戒掉安眠藥」「OGB配方 讓我睡飽覺
、精神好、氣色好、情緒好！」。２、藝人Ju
ile：「就是前幾個月，妳看到我的時候是腫的
，然後，我也是用了我們的OGB配方，結果我接
觸OGB這個配方之後，我整個安眠藥不再這麼需
要了，我吃完第一個月，大家見到我就像妳剛
見到我的感覺，就說妳好有精神喔，我的體重
其實掉大概4公斤左右，可是我是整個人是消水
腫。」同時搭配字幕「有了OGB配方不再依賴安
眠藥」、「因OGB配方 生活完全改善」、「OG
B配方讓我睡的深層 真正的放鬆 整個人容光煥
發」。(五)藝人Juile與其他愛用者服用OGB配
方後檢測見證分享（VCR）：１、藝人Juile：
很感謝有OGB配方，讓我在情緒上、睡眠上、健
康上都有很大幫助，OGB配方讓我邁入熟齡階段
，還可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２、張小姐：自
從同事介紹服用OGB配方後，現在可以很快入睡
，不但睡得好，白天時精神好，心情更好，提
升了工作表現及效率。３、李小姐：醫師建議
我用OGB配方，白天很有活力跟朝氣，晚上睡覺
也覺得非常放鬆，現在可以不吃安眠藥也有優
質的睡眠，也不用擔心懷孕生小孩的問題。４
、賴先生：醫師說看我的狀況，應該是自律神
經失調，介紹我可以服用OGB配方，現在每天睡
得飽，精氣十足，思緒更清晰，工作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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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六)VCR影片中，醫學博士翁國昌醫師為見證
者服用OGB配方前後檢測情況做分析時，於身後
之架櫃上出現有二盒分別為白天及晚上服用之
OGB配方產品。(七)節目結束以字卡顯示「080
0-320-818」健康諮詢專線，及進入廣告前皆有
字卡顯示健康諮詢專線「0800-533-533」。二
、旨揭節目對於「OGB配方」產品之功效正面且
單一推介論述，並鼓勵持續服用，顯有推介特
定產品，已明顯促銷宣傳並突顯該特定商品之
價值，此經衛生福利部移送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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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594320號
處分日期：
110/10/13

節目名稱
健康搶鮮
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0/05/10
節目與廣告
15:00~16: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0/10/01~1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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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 罰鍰
日15時至16時播出「健康搶鮮報」節目（下稱 NT$400,000
系爭節目），由李秀媛主持，邀請藝人廖峻、
澎澎、廖錦德、營養師張逸堯、藥師徐愛婷、
生技公司董事長江彥廷(下稱江董事長)及微生
物研究林慶福博士(下稱林博士)及民眾見證分
享等，以「暢通無阻?托洛」為題，共同推介「
?托洛」(?托洛全效激?)，致節目與廣告未區隔
之內容略如下：(一)開場：以VCR介紹「三高」
威脅現代人，並以案例說明「三高」的危險性
。1. 藝人廖竣中風後服用「?托洛」，不到6個
月就恢復和健康的正常人一樣，原因就是「?托
洛」清除血油、血栓。2. 林先生腦梗塞中風，
左邊半身不遂，服用「?托洛」一段時間，可以
正常將手上舉，對腦血管的代謝，清除血管幫
助很大。3. 吳董：有血栓，服用「全效激?」
不到2個月，血栓全部清完。(二)主持人說明市
面上有很多降血油、通血路的產品，但效果存
疑，台灣微生物權威，現任資源微生物研究所
所長林慶福博士發現某菌種可以幫助排除血管
阻塞的壞東西，殺掉壞菌。(三)專家推薦：１
、藥師徐愛婷：(１)血脂太高造成動脈硬化血
管變窄，血栓或斑塊就會在血管裡游離，造成
阻塞。阻塞到頭部就是腦中風，心臟就是心肌
梗塞。前兆很長，所以要保養。除頭部外，四
肢也會中風，嚴重的要截肢。68天內死亡率是
18%，1年內是34%。(２)說明台灣飲食過於油膩
，油的品質又不好，且年輕人也會中風，並舉
網路新聞為例。(３)前期中風是因血管裡含過
高的三酸甘油脂、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保
養方式為魚油、紅麴及Q10。後期中風血管裡含
斑塊、血栓，保養方式為納豆激?、尿激?。這
些保養品有些會相互交互作用，相互抵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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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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現在很夯的「?托洛激?」就很棒，可以同時
解決前後期的問題。(畫面：?托洛全酵激? 整
頓前期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蛋白 溶
解後期血管斑塊、血栓)(４)以前要吃降血脂，
又要吃溶血栓，「?托洛全效激?」這2個都包括
了，省時、省事又省錢。「?托洛」很好吸收，
分子量小，含鋅內??、單鏈??，而且是少數可
以通過血腦障壁，達到微細血管，所以對頭、
耳、眼部也會有額外的好處。只要血液到得了
的地方，它都可以幫你清除膽固醇、三酸甘油
脂、低密度脂蛋白、血栓、血塊。(５)「?托洛
」是林博士研發的，把國外已發表的配方拿來
實驗室做比較，發現國外的功效，不論是降血
脂、溶血栓，都比不上我們的「?托洛」。(６
)心臟裝支架還是有血管阻塞的風險，呼籲觀眾
保養要趁早。(７)說明中風的前兆，包括莫名
頭痛、臉紅等。對心血管疾病危害最大的是低
密度脂蛋白，因為它容易氧化，造成血管硬化
，血管裡又有脂質斑塊跟血栓，會造成血管窄
化，所以裡面只要有血栓或斑塊脫落就會阻塞
。(８)冬天血管容易收縮，血管容易狹窄，就
會有高風險的事情，所以要趕快把體內的三酸
甘油脂、低密度脂蛋白清除，遠離高風險。吃
「?托洛」1小時後，測量血液循環流速，血流
會變快。(畫面：「?托洛全效激?」守護心血管
健康，整頓「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
蛋白」，溶解「斑塊、血栓」）(９)廖峻恢復
得很好，所以「?托洛全效激?」非常好，如果
你的血是清的就可以省很多錢，又可以遠離裝
支架的風險，且省下住院費、開刀費及看護費
。(畫面：「?托洛」讓健康不落人後)(１０)這
個「?托洛全效激?」大家一定要認識它，可以
讓血液中的膽固醇、三酸甘油脂、血脂都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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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２、營養師張逸堯：(１)說明各種中風的原
因與症狀：堵塞的地方在眼球血管叫眼中風；
耳朵血管叫耳中風，7天不治癒會耳聾；脊髓血
管叫脊髓中風，造成四肢無力癱軟，大小便失
禁。(２)說明如何避免中風：飲食清淡、不要
久坐，睡眠充足、戒掉菸酒。(３)「?托洛」與
一般保養不同，有做過臨床實驗，所謂強效指
8至12週內能夠有效降低血脂肪10%以上。經過
彰化知名教學醫院人體臨床實驗發現「?托洛」
在12週內可以有效降低膽固醇27%、低密度脂蛋
白35%、三酸甘油脂46%；提升高密度脂蛋白29
%。(４)「?托洛」是一種印度特殊的枯草桿菌
發酵，再經過冷凍乾燥，還有一種特殊的植物
纖維把它包覆起來，經過口服可以耐膽酸，腸
胃道吸收率可以保留到90%，納豆桿菌只有12%
。(５)林博士是台灣細菌學的專家，為改善台
灣人的心血管，經過幾十年來，走訪世界各國
，從培養、萃取、發酵，再到功能性實驗，最
後找到我們的「?托洛」，它真的可以幫助降低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及低密度脂蛋白，而且能
增加好的膽固醇。全效激?與日本的納豆激?是
同屬不同種的發酵物，「?托洛」的二價鋅金屬
蛋白激?，活性高達90%，納豆激?活性只有12%
，所以「?托洛」的活性是納豆激?的7.5倍，兩
者都有助溶解血栓、斑塊，但「?托洛」更可以
降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及提高好的膽固醇。(６
)太濃稠的血液容易造成下肢血栓堆積，循環不
好，會有腫脹的感覺，不小心碰撞到，會造成
血栓脫落，如果流到肺臟，造成肺臟栓塞，缺
氧，嚴重的話會休克。３、江董事長：(１)所
有生技產品都是經過實驗，報請醫院道德委員
會及人體委員會、衛福部審查通過後，確定安
全無虞再生產推出。(２)以自己父親為例，做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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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日期：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完導管後，吃「?托洛」，血壓、三高都下降了
。(３)醫院恢復室裡，年輕的、瘦的比例最多
，與一般人的認知不同。４、林博士：(１)藝
人廖峻與林博士對談：廖峻說明服用「?托洛」
後中風症狀改善很多，恢復以往活蹦亂跳。接
著林博士表示，「?托洛」可以溶解很多東西，
包括毛髮、鳥仔的毛及狂牛的一種Prion。林博
士快90歲了，手腳還很靈活，呼籲要吃「?托洛
」。(２)林博士說明，與日本納豆激?相比，日
本做出來的PH是偏鹼性的10.5，我們的「?托洛
」PH值是7.4，所以效果好很多，分解力增加幾
十倍，血栓、血垢全部可以溶解。(四)名人推
薦及見證：１、藝人廖錦德：因拍戲緣故，三
餐幾乎外食，且睡眠不足又不定時，所以屬高
風險族群(主持人：所以要吃「?托洛」)。２、
藝人廖峻：自己60幾歲中風，父親80幾歲中風
，80幾歲中風要復健難，自己剛好碰到「?托洛
」很幸運。３、藝人澎澎：(１)說明老公是因
中風過世，呼籲觀眾好好保養身體，並推薦服
用節目中推薦的產品，延年益壽。(２)中風最
可怕的是救回來後，生活無法自理拖累孩子，
孩子跑光光很可憐。４、主持人、廖峻、廖錦
德及澎澎共同推薦見證：(１)主持人：中風可
以恢復這麼快，吃「?托洛」真的非常厲害。(
２)澎澎：重點是要會用，呼籲觀眾早日服用，
做好保養。(３)廖錦德：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
，才後悔。(４)廖峻：（由座位起身，展現行
動恢復自如）我吃了(?托洛)一個多月，預計要
環島旅遊。(五)民眾見證：１、吳延華：送醫
院前2個月，胸口非常悶，到醫院緊急開刀，術
後一個月仍有胸悶的感覺，自從吃了「?托洛」
後，這種感覺消失了。醫生的藥要吃，平常保
養不能忽略，3根支架15、6萬，何不把這錢用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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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的保養，免受皮肉之苦。２、林國釗：
腦梗塞中風導致左半邊不能動，醫生說要住院
復健才有恢復的可能。之後找到「?托洛」，現
在拿著拐杖可以走路了。中風前應酬超多，每
天大魚大肉，就中風了，如果中風前知道有「
?托洛」，每天吃一顆，也許就不會中風了。３
、陳建成：心痛上醫院檢查，冠狀動脈阻塞了
，安裝2支支架在裡面，之後朋友介紹「?托洛
」，再回診，血管阻塞改善很多。中風會造成
孩子的負擔，現在隨身攜帶「?托洛」做保養。
４、王台發：心臟胸悶，肩膀酸痛，很嚴重朋
友介紹，吃了「?托洛」，可以溶解血栓，又可
以降低血糖。年輕人中風還可以復健，我們這
種(年紀大)一中風就倒下了。５、丁成龍：心
臟有阻塞的問題，術後吃「?托洛」，醫生說有
加分，吃一段時間覺得蠻不錯的，胸口很順暢
。(六)VCR推薦：１、「?托洛全效激?」可以清
除血管的阻塞，增加血管彈性，擴張血管增加
血液流速，且不影響原本健康的細胞組織，反
而能提升高密度脂蛋白29%的含量，而危害血管
最大的低密度脂蛋白可以降到35%，膽固醇降到
27%，三酸甘油脂降到46%，所以一次就可以3降
、1升、2溶解，6大改善作用。這也是「?托洛
」叫全效激?的原因，而且是由彰化知名的大型
醫院進行1年多的人體臨床實驗證實，可以讓血
管年輕20歲。２、模擬血栓溶解實驗，以玻璃
杯模擬人體血管壁的狀況，倒入「?托洛」後，
油脂溶解了。(七)結語：１、主持人：特別感
謝林博士發明這麼好用的「?托洛全效激?」，
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撥打0800諮詢專線(畫面：
諮詢專線0800-29-2345) 。２、VCR再次強調「
?托洛」的功效，降低46%三酸甘油脂，35%低密
度脂蛋白，提升29%能代謝血脂的高密度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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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迅速溶解斑塊和血栓，一次讓你3整頓1升
2溶解，6大改善作用。３、藝人廖峻：一手一
腳時才知好手好腳的快樂自在，該清就要清，
才不會有後遺症拖累家人。(畫面：廖峻中風後
重獲新生，?托洛幫他找回健康。)(八)廣告：
共4段，內容及時間如下：１、內容：千萬別讓
年齡凍結您的行動力，請打諮詢專線0800-051
-555。(畫面：前20名觀眾來電好禮相送)２、
時間：15時12分17秒許、15時22分31秒許、15
時33分15秒許及15時47分40秒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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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華人傳播事業股

台灣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573730號
處分日期：
110/10/27

親戚不計
較

110/04/25
廣告超秒
17:00~19:00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戲劇台於110年4月25日「 罰鍰
NT$600,000
親戚不計較」節目播送之廣告時間，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
1項第5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60萬元，並應立
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製播廣告
。

4 華人傳播事業股

台灣戲劇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574210號
處分日期：
110/10/27

親戚不計
較

110/04/24
廣告超秒
17:00~18:58

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戲劇台於110年4月24日「 罰鍰
NT$600,000
親戚不計較」節目播送之廣告時間，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
1項第5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60萬元，並應立
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製播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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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經營之龍華電影台110年6月29日16時 警告
播出之「健康新標準」節目(下稱系爭節目)， NT$0
主持人為馬妞，邀請來賓包括：專家黃芷嫻、
朱正煌及藝人鄭仲茵等，以破解吸收秘密為主
題，推介特定「L997阿拉伯糖」產品，涉有違
反前揭法規之內容略如下：系爭節目開始先播
放前導影片，說明日本L997阿拉伯糖耗資10億
研發以糖剋糖技術及醫院實測結果。並於螢幕
左下方持續呈現「L997阿拉伯糖」。
經由
營養師、專家詳細介紹「L阿拉伯糖」被美國醫
療協會、日本厚生省列為抗肥胖的補充劑，以
及調節血糖的添加劑，屬於一種特殊結構，天
然的左旋五碳糖，並多次強調需認明是第二代
純度99.7%，有L997標示的，才是抑制吸收效果
比較強的L阿拉伯糖。 節目介紹產品使用方式
，並透過實驗數據、產品特色與其他糖類比較
，強調特定商品；稱如於飲食前將阿拉伯糖溶
於水飲用，而後飲食的糖分就不會被小腸吸收
，且可增加好菌數目。並以紐西蘭大白兔實驗
說明，吃高劑量的阿拉伯糖使脂肪面積慢慢縮
小；且阿拉伯糖由5個碳原子組成，人體不知道
怎麼吸收，吃多還是一樣代謝掉。
播出產
品代言人鄭仲茵證言影片，同時擔任節目來賓
，表示99.7%的L阿拉伯糖，使她瘦身有成，不
用再擔心糖分跟澱粉吸收過多的問題。節目結
尾影片：市面上如果純度不是第二代99.7%，就
是僅為3到4%的第一代低效阿拉伯糖，所以要認
明L997，製作技術僅此一家，通過FDA、美國醫
療協會、日本厚生省認證、猶太、清真認證，
與SGS檢驗三千萬產品責任險，純度高達99.7%
，稱為L997的L阿拉伯糖。系爭節目詳細說明可
具體指涉特定產品之相關特色及認證等專屬資
訊，並邀請專家及來賓見證分享產品使用效果

第 11 頁 / 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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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1~110/10/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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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1,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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