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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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82490號
處分日期：
111/08/03

節目名稱
海爾思健
康讚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1/02/05
節目與廣告
13:00~14: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1/08/01~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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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月5日 罰鍰
13時至14時播出「海爾思健康讚」節目（以下 NT$600,000
簡稱系爭節目），由李冠儀主持，以「睡不著
有救了？擺脫失眠打造好睡體質」為主題，邀
請侯麗芳、許聖梅及家庭科醫師郭威廷(以下簡
稱郭醫師)等來賓，及民眾見證分享等，共同推
介「?順睡」，經民眾檢舉有節目未與廣告區隔
之相關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開場：睡眠是
健康的萬靈丹，65歲以上者，每4個人就有1個
人有失眠問題。(節目內容幾乎全程疊印：「睡
不著有救了，擺脫失眠，打造好睡體質」)(二
)主持人與來賓以對談方式分享失眠經驗：針對
失眠許多醫師多會建議服用鎮定劑，但會有後
遺症。另，郭醫師說明失眠易引發10大健康危
機。(進廣告前播出畫面：靠自己，健康一定0
800653333)(三)專家、名人推薦「?順睡」：１
、郭醫師：現代醫學正在尋找非藥物的替代方
式，呼籲觀眾找對方法解決睡眠的問題。２、
侯麗芳：自己和朋友都曾睡眠不好，服用「?順
睡」後，2個月左右，改善很多。平常早晚各1
包，很舒服，改善多夢的問題。(四)說明產品
成分及功效(專家、名人說明「?順睡」天然助
眠配方)：１、西班牙番紅花：(１)許聖梅：西
班牙番紅花是世界上最珍貴的香料，「?順睡」
裡的番紅花是業界濃純度最高。(畫面：「?順
睡」番紅花業界濃純度最高)(２)郭醫師：番紅
花可鎮靜、抗痙攣、去濕、助消化、活絡血液
循環、補血氣，對心血管疾病、經前症候群，
血脂肪調整、抗癌、抗憂鬱等，有很好的功效
。２、德國水解膠原蛋白：(１)許聖梅：「?順
睡」裡含95%高純度膠原蛋白，無任何防腐劑、
食品添加物，好吸收。系爭產品並獲美國FDA認
證。(畫面：95%高純度膠原蛋白，安全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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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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２)侯麗芳：它的膠原蛋白非常濃，對膝關節
非常有幫助，對皮膚也很好。(３)郭醫師：一
型膠原蛋白養顏美容；二型膠原蛋白，可預防
關節炎、五十肩。不僅助好眠，還可提升關節
能力、改善膚質。(畫面：「?順睡」助好眠兼
保養皮膚關節)３、流行鏈球發酵物：(１)許聖
梅：流行鏈球發酵物就是玻尿酸，1包「?順睡
」等於去醫美打了一針玻尿酸，可邊睡邊保養
皮膚。(２)郭醫師：建議晚上吃，好吸收。「
?順睡」讓你睡得好，補充膠原蛋白。玻尿酸不
用天天打，可以天天吃。吃「?順睡」膠原蛋白
濃度夠，抑齡不老。(畫面：「?順睡」晚上吃
，吸收效果更好；「?順睡」幫助睡眠、皮膚、
關節)４、芝麻萃取物：(１)許聖梅：「?順睡
」芝麻萃取物分子小，1整包吃下去，所有東西
都吸收。(２)郭醫師：不用吃褪黑激素、安眠
藥，芝麻素輔助番紅花，有鎮靜、解痙攣的效
果。併合在一起，可讓你舒適入眠。(進廣告前
播出畫面：靠自己，健康一定好，0800653333
)(五)民眾、名人心得分享：１、劉小姐：服用
「?順睡」5、6個月，減緩睡眠、痠痛問題。吃
2、3週就可進入深度熟睡。２、林小姐：試過
各種助眠東西，效果有限，後經推薦，吃「?順
睡」，3個月變得好入睡，精神體力變好，腰痠
背痛也改善了。３、許聖梅：(１)市面上許多
助眠藥物都是單一的，「?順睡」濃度適合。
(２)「?順睡」是粉狀的，可泡果汁、清水或直
接吃。(畫面：「?順睡」天然成分，粉末劑型
，好入口)(主持人現場示範服用)(3)「?順睡」
含四大天王成分，讓你睡得好又可保養。(畫面
：「?順睡」天然助眠配方，不含西藥、重金屬
、塑化劑)4、侯麗芳：一天2包，沒什麼味道，
喝口水就下去了，吃過別種，奶味過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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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睡」容易入口。(現場示範服用)５、賴小姐：
更年期影響睡眠，求診吃助眠藥，效果有限，
吃「?順睡」第1天就有感，2個月後，不再吃安
眠藥。６、江先生：吃「?順睡」半小時即可入
睡，提升循環能力，不再手腳僵硬。(六)實驗
證明與國際認證：１、許聖梅說明番紅花：(１
)「?順睡」裡的番紅花，經360人測試，其中9
6%的人服用「?順睡」後，提升睡眠品質。(２
)「?順睡」獲國際認證，利用獨家萃取技術，
保留西班牙番紅花活性物質達3年，有效提升抗
壓力、抗焦慮。(３)「?順睡」獲多項國際獎項
肯定：美國最佳食品原料獎、美國營養食品執
行者雜誌2020年特別功效獎銀牌獎、歐洲食品
創新獎。(畫面：天然的最好，不含調味劑，無
香料、香精、果汁粉、砂糖)２、郭醫師說明膠
原蛋白：(１)「?順睡」裡的膠原蛋白，經實驗
證實，是豬腳的9倍，雞爪的7倍，含量是小魚
乾的6倍。利用德國水解技術，分離出來的膠原
蛋白，很好吸收。(２)國際期刊4大專業認證：
減低疼痛、改善關節機能、膠原蛋白增生實驗
及膠原蛋白專利。(七)結語：１、侯麗芳：耐
心吃，因為是純植物油，所以效果是漸進式的
，每天吃，一定有效。２、郭醫師：若睡眠問
題，平常也可保養，活絡循環，補充膠原蛋白
、玻尿酸，對健康一定有幫助。(節目結束前播
出畫面：靠自己，健康一定好，080065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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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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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興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國興衛視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100271750號
處分日期：
111/08/09

節目名稱
健康高手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1/01/09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裁處日期：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國興衛視頻道於111年1月 警告
9日14時至15時播送「健康高手」節目（以下簡 NT$0
稱系爭節目），由王?文擔任主持人，邀請來賓
家醫科醫師姚偉明、生活達人田富謙、藝人馬
幼興及何璦芸等人，藉由談論如何正確補充筋
骨之營養話題，為「鱷魚龜鹿精髓膏」產品做
推介，明顯為特定產品推介宣傳，案經衛生福
利部查獲移送本會，其節目與廣告未區分之違
法內容略如下：(一)成分及效果介紹：結合鱷
魚骨（含軟骨素、鈣、磷）、龜、鹿關鍵三寶
，能強筋健骨、填精益髓、通和血脈，快速補
骨、補筋、補膠，增加關節囊液潤滑度，增加
肌肉量，增加組織再造能力。(二)認證：符合
華盛頓公約CITES規範及GMP、HACCP標準。(三
)使用方式介紹：來賓現場示範一瓶30ml鱷魚膏
可以100cc杯子加水稀釋三杯飲用或直接整瓶飲
用。(四)見證者：１、何璦芸：經朋友介紹吃
了一個月之後，強調真的超級有效，現在腰骨
、筋軟、身段好，劈腿、抬腿、蹲腿都可以。
２、馬幼興：吃了結合鱷魚、龜、鹿等三寶的
鱷魚膏，半小時之後痠痛不見了，不但可以幫
助保健，而且讓痠痛很快消失。中風的母親服
用後，更快加速加倍她的中風復健。３、民眾
（女性）: 女兒買鱷魚龜鹿精髓膏給我吃，吃
了一陣子之後，感覺走路不會痛了，腳也變得
有力，現在蹲下爬起來都沒問題，感覺筋骨都
變年輕了，不用再打玻尿酸、吃止痛藥。４、
民眾(男性)：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吃鱷魚膏，說
可以補骨、補筋、補膠，吃了以後，現在手也
不痠、腳也不會軟，手腳更有力，三不五時還
可以去騎車爬山，這個鱷魚龜鹿精髓膏真是好
。(五))VCR影片播出鱷魚龜鹿精髓膏生產過程
，並出現產品內瓶、外包裝盒及「鱷魚龜鹿精

第 5 頁 /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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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髓膏」字樣。(六)節目尾聲出現「節目諮詢專
線：0800-88-44-99」，及廣告時間播出「重拾
健康不是夢 搶先體驗 前20名來電者體驗送 健
康專線0800-262-000」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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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證等專屬資訊，並
邀請來賓及民眾見證分享產品使用效果，明顯
促銷宣傳及突顯該特定產品之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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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100335880號
處分日期：
111/08/11

早安新鮮
聞

111/01/16
節目插播廣
05:50~09:00 告次數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新聞台於111年1月16 罰鍰
日5時50分至9時0分播出《早安新鮮聞》節目（ NT$200,000
以下簡稱系爭節目），播送總時間共190分鐘，
分別於「5時52分許至57分許」、「5時59分許
至6時整」、「6時1分許至7分許」、「6時12分
許至15分許」、「6時20分許」、「6時26分許
」、「6時59分許至7時整」、「7時2分許」、
「7時23分許至26分許」、「7時27分許」、「
7時38分許至42分許」、「8時18分許至21分許
」、「8時26分許至29分許」、「8時44分許至
47分許」、「8時51分許至56分許」以及「8時
59分許至9時整」，共計插播16次廣告。二、系
爭節目之廣告插播次數明確逾越法律規定之上
限，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4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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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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受處分頻道
TVBS歡樂台

處分書文號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599480號
處分日期：
111/08/22

節目名稱
11點熱吵
店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111/06/10
妨害兒童或
10:00~11:00 少年身心健
康

裁處日期：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TVBS歡樂台於110年6月10 罰鍰
日10時至11時播出「11點熱吵店」節目，標示 NT$800,000
「保護級」，由沈玉琳及Melody主持，邀請多
位女性來賓參加，當集係以「老妹嫩妹爭霸戰
今晚你選誰?」為主題，由老妹團藝人及嫩妹
團藝人相互競賽，前揭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及同法第30條規定，內容
略如下：(一)體力大考驗競賽：１、第一回合
老妹隊代表將計步器別於臀部上，嫩妹隊代表
則別於領口上，計時開始來賓便抖動胸部與臀
部，第二回合老妹隊又派出一代表，與嫩妹隊
代表同樣將計步器別於領口上，再次與嫩妹一
同抖動胸部進行競賽。２、主持人沈玉琳：「
……在我心中只有他們這種是女生……」(手指
向嫩妹隊來賓，畫面出現字卡歧視老妹)、「好
像你變成男生一樣」(鏡頭對著老妹隊)、「你
看這個社會是殘酷的，……我們現場五台機器
，舞台全部都對著她」(鏡頭特寫嫩妹隊來賓)
３、系爭內容女性來賓抖動胸部時均穿著低胸
服飾，且鏡頭著重於臀部及胸部抖動畫面之呈
現。(二)聲音盲測競賽：１、兩隊各派出代表
，並安排一位男性模特兒戴上眼罩及心電圖儀
器，由兩隊代表於男性模特兒耳邊說話，由醫
師根據男性模特兒心電圖測得的數據，分析男
性模特兒興奮指數。２、來賓成語蕎手持羽毛
輕撫男性模特兒耳邊並吹氣：「寶寶，你好久
沒有來找我了，你有想我嗎?人家今晚不讓你睡
，好嗎?我想說可以常常來找寶寶嗎?不然寶寶
會想你想到心很煩。」畫面同時播出「老妹誘
惑絕招 耳邊吹氣+溫柔話語」字卡。３、來賓
林莎手持愛的小手拍打男性模特兒：「瀚!我知
道一家很好吃的餐廳，我想要帶你一起去可以
嗎?……你喜歡被打是嗎?不然你打我好了，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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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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謝你讓我贏，愛你喔!」對話當中牽起男性模特
兒的手，並將愛的小手交給男性模特兒，畫面
同時播出「嫩妹誘惑絕招 SM+親暱稱呼+牽手」
字卡。4、來賓李妍瑾跨坐於男性模特兒身上，
並搭配性感舞蹈以身體磨蹭男性模特兒，畫面
同時播出「老妹撩撥必殺技 夜店辣妹熱舞」字
卡。(三)口條競賽：１、由主持人先拿出產品
(可清楚辨識外盒「孅」字樣)，說:「……這個
是很厲害的益生菌，我老婆、女兒、我自己都
有吃，益生菌效果非常好……」，後交由參賽
來賓手持產品介紹，兩隊代表於推介過程中，
說明該產品之成分、功效、使用方法及獨特添
加物。２、來賓林莎:「它可以促進代謝，又可
以讓我們排便順暢，而且它是白柚風味的，非
常的好吃…只要小小一包…就可以帶出門…全
家大小都可以吃」。３、來賓成語蕎:「……幫
助新陳代謝以及幫助排便的益生菌……而我手
上這款嚴選獨家專利菌株(可清楚辨識外盒「孅
」字樣)，它裡面有非常好的好菌，可以幫助我
們的食道增加好菌……而且裡面還添加了白腎
豆及天堂椒萃取，可以讓我們的新陳代謝越來
越好……像是消化不良、代謝不佳、排便不順
暢者，都非常推薦喔，讓你越吃越纖」；「…
…天啊 它非常非常的好入口，它不需要泡水，
它輕輕一包直接入口就可以了……來，讓我現
在來示範一下如何吃這一包……」；主持人Me
lody說：「他還有一個標語 越吃越纖」、來賓
李妍瑾說：「而且他有介紹到商品名字」。二
、系爭節目之遊戲設計及內容物化女性及年齡
歧視，且出現具性意涵之動作、對話及用詞，
有造成兒童或少年對性別關係不當認知，致妨
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又節目中正面且深入
介紹特定商品之成分、功效及特色，並出現可

核處情形

第 8 頁 /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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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1~111/08/31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明顯辨識特定品牌之益生菌商品外包裝，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及同法第
30條規定。
5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限公司

罰鍰：

4 件

警告：

通傳內容字第
11100335870號
處分日期：
111/08/31

1 件

新台灣加
油

111/02/10
節目插播廣
19:55~21:55 告次數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新聞台於111年1月10 罰鍰
日19時55分至21時55分播出《新台灣加油》節 NT$200,000
目（下稱系爭節目），播送總時間共120分鐘，
分別於「19時59分許至20時整」、「20時23分
許至20時28分許」、「20時29分許至30分整」
、「20時40分許至44分許」、「20時59分許至
21時整」、「21時26分許」、「21時29分許至
30分整」、「21時37分許至40分許」、「21時
46分許至49分許」，以及「21時50分許至55分
許」，共計插播10次廣告。二、系爭節目之廣
告插播次數明確逾越法律規定之上限，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6條第4項規定。

核處金額：

NT$1,8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