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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西片台

通傳播字
10100195520號
處分日期：
101/07/04

陰屍路

101/02/29
妨害兒童或
12:01~00: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廣告旁白：「活屍，是一種感染不 罰鍰
明病毒的活死人。沒有意識、沒有理智，只有 NT$200,000
靠著咬食人類而存活。他們成群結隊，找尋活
人蹤跡，大快朵頤。遇到他們，千萬要小
心。」其畫面搭配出現多名面貌毀損、全口沾
血或雙眼發白之活屍，並做出回頭怒視、猛拉
鐵欄、齜牙裂嘴或撲向鏡頭等動作。系爭節目
預告內容之相關情節及影像，已有妨害兒童或
少年身心健康之情形，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7條第2款規定。

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綜合台

通傳播字
10100211850號
處分日期：
101/07/04

大學生了
沒

101/04/16
妨害公共秩
23:00~00:00 序或妨害善
良風俗

罰鍰
內容略如下:播出「長輩們，請別再讓我尷尬
了！」單元，在進行長輩講笑話大賽時，挑戰 NT$200,000
者LULU爸描述：在一個山地部落，他們一般的
男人都是在打獵，他們都是以打獵維生嘛，然
後女人在家就遊手好閒的，她們就通常都會偷
情，她們那女人偷情完了以後，就會跑去找牧
師告解。然後牧師就跟她講說，妳們下次來的
時候，直接就跟我講說跌倒就好，就是偷情的
代號就是跌倒。結果那牧師經過兩三禮拜，他
就可能要調離那山地部落了，然後他就跑去跟
那個村長交代。他說村長，我可能要離開
了，有關她們那女人來告解的事情，麻煩你交
代一下下個牧師，牧師他才知道說，她們一直
講跌倒…，是什麼意思這樣子。結果因為那個
村長很忙，最近都很忙，結果過了一段時
間，新的那個牧師就來了。 然後那女人就跑去
那邊，跟那個牧師告解說，真是的，我今天又
跌倒了，他說，那個牧師就說，跌倒了就爬起
來就好啦！這樣子，因為他不了解嘛！後來結
果那一整天就很多，都跑去跟他問這問題，結
果牧師就跑去，去跟那個村長講說，村長，怎
麼這些女人都一直跟我講，老是在跌倒，是不
是你們這邊的馬路，是不是有坑坑洞洞，老是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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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們跌倒這樣。結果那個村長就恍然大悟
說，我事情太忙了，忘了去跟你交代，她們跌
倒意思就是偷情的意思，但是我告訴你喔，村
長夫人這禮拜已經跌倒三次了！前揭內容明顯
針對性別或族群呈現歧視或貶抑，不僅易造成
刻板印象，且對原住民族群有全稱性的侮辱與
性別歧視，已影響社會和諧，並妨害善良風
俗，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3款規定。
3 聯意製作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歡樂台

通傳播字
10100176010號
處分日期：
101/07/10

星聞蒐得
妙

101/02/25
節目廣告化
17:00~18:00

內容略如下:主要推介「大唐溫泉物語」，其涉 罰鍰
有為特定場所推介宣傳之內容略如下：「大唐 NT$200,000
溫泉物語」字樣於17時00分53秒
至17時00分58秒、17時01分57秒
至17時02分01秒、17時02分11秒
至17時02分13秒及17時02分50秒
至17時02分51秒出現，且於17時00分47秒
至17時00分52秒及17時01分22秒
至17時01分30秒翻拍「大唐溫泉物語」網站相
關畫面。詳細介紹「大唐溫泉物語」內部相關
設施，如大眾外湯區、男女裸湯區、大唐商店
老街、遊樂區、美食區、休憩區以及楓橋夜泊
湯屋區等。主持人海芬於節目結尾說：
「……，好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們到時候來到
這邊玩，可以跟我們一樣玩得很開心很盡
興，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大唐溫泉行成
功。」及旁白：「……，吃、喝、玩、樂不誇
張在這裡一次搞定，……，所以這一次星聞蒐
得妙，特別推薦給各位觀眾們這間溫泉會
館，美食玩樂應有盡有，趕快帶著家人好友趁
著連假，一起來鬆一下。」前揭節目內容推
介、宣傳「大唐溫泉物語」，已明顯表現出媒
體為特定場所宣傳之意涵，節目未與廣告區
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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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商國家地理頻

國家地理頻道

通傳播字
10100177760號
處分日期：
101/07/10

驚奇時
刻-戰慄刺
激

101/02/23
妨害兒童或
10:00~11: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略如下:僅於節目開始短暫播出「本節目有 罰鍰
部分片段 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 敬請留意」警 NT$300,000
語），內容是以「面對大自然發飆」、「戰慄
任務」、「終極冒險」、「恐怖儀式」及「 生
死一線間 」等5段高度刺激的單元呈現，然
於10點36分至10點40分許，播出「恐怖儀
式」單元時，經民眾檢舉已造成收視者的驚恐
和情緒不安，其涉嫌違反前開法令規定之不妥
情節略述如下:一位祖母級的瑪莉皮耶劃開珍赫
夫曼的手吸取其血液，並表示飲用人血不只是
一種渴望，而是一種擋不住的需求……。戰慄
表演者提姆自稱「被虐待王-薩莫拉」，拿長針
穿刺其手臂及下巴，還強調不會流血、不會疼
痛，這就是意志戰勝物質的表現。克萊兒讓人
拿魚鉤深深地插入其背部，並將她抬到半空中
懸掛整整5分鐘，這是測試她是否準備好進入成
人的考驗，當她落地時興奮不已，表示這是最
棒的經驗。前揭節目內容血腥、恐怖之情節一
再重複，已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
形，，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規
定。

5 超級傳播股份有

超視

通傳播字
10100309600號
處分日期：
101/07/11

我愛大小
姐

101/06/11
違反節目分
15:00~16: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播出之「我愛大小姐」節目（標示 警告
為「輔」級），於保護級時段播送，已違反衛 NT$0
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6 亞洲衛星電視股

華人商業台

通傳播字
10100276810號
處分日期：
101/07/12

ST2大當家

100/10/19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播出顧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罰鍰
司製播之「ST2大當家」節目，受雇人梁嘉豪於 NT$200,000
節目中，有透過以其他易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
表示方式及直接招攬客戶加入會員之廣告行
為，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
貨交易法第82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期貨顧問事業
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期貨交易
法第100條第1項第1款及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

道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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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顧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警告及
罰鍰新臺幣30萬元，並命令該公司停止梁嘉
豪1個月期貨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6月6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10018112號裁處書、101年6月6日金管證期
字第10100181121號處分書可稽。受處分人播出
前開違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7條第1款規定。
7 亞洲衛星電視股

華人商業台

通傳播字
10100298010號
處分日期：
101/07/12

穩贏技

101/03/09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播出亨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罰鍰
司製播之「穩贏技」節目，受雇人葉良超於節 NT$200,000
目中從事期貨交易分析，有以引用過去績效或
其他易使人認為確可獲利之表示方式招攬客戶
及直接招攬客戶加入會員之廣告行為，經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交易法
第82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期貨交易法第100條
第1項第1款及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亨達
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警告及罰鍰新臺
幣24萬元，並命令該公司停止葉良超2個月期貨
顧問業務之執行，此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101年6月18日金管證期罰字
第1010024045號裁處書、101年6月18日金管證
期字第10100240451號處分書可稽。受處分人播
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7條第1款規定。

8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歡樂台

通傳播字
10148031720號
處分日期：
101/07/13

雅漾舒護
活泉水-化
粧品廣告

100/06/14
違反法律強
22:29~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管理條例)

內容略如下:「雅漾舒護活泉水」25秒化粧品廣 罰鍰
告，內容載有：「……皮膚科專家……你是否 NT$100,000
花了很多錢保養，皮膚卻沒有改善？……舒緩
環境汙染的刺激，你做了嗎？……舒緩陽
光……」等文詞，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准之
廣告核准內容（北市衛粧廣字
第10003586號）不符，案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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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經100年7月15日訪談廣告託播者之受任
人劉玫芬坦承，案內廣告均為該公司所刊
播，並經記錄在卷，已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
定，核處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罰鍰新臺
幣14萬元，此有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100年7月27日北市衛藥食字第10035940000號
裁處書可稽，並副知本會在案。受處分人播出
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0條第1項準用第17條第1款規定。
9 香港商亞太星空

衛視電影台

通傳播字
10100195500號
處分日期：
101/07/17

陰屍路-廣
告

101/02/28
妨害兒童或
10:13~00:00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內容略如下:陰屍路廣告（以下簡稱系爭廣
NT$200,000
告），其內容涉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節略如
下：廣告旁白：「活屍，是一種感染不明病毒
的活死人。沒有意識、沒有理智，只有靠著咬
食人類而存活。他們成群結隊，找尋活人蹤
跡，大快朵頤。遇到他們，千萬要小心。」其
畫面搭配出現多名面貌毀損、全口沾血或雙眼
發白之活屍，並做出回頭怒視、猛拉鐵欄、齜
牙裂嘴或撲向鏡頭等動作。系爭廣告內容之相
關情節及影像，已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之情形，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1項準
用第17條第2款規定。

10 中華福報財經網

中華財經台

通傳播字
10100280260號
處分日期：
101/07/19

期股大當
家

100/09/30
違反法律強
00:00~00: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華財經台頻道
於100年9月30日播出亞洲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NT$200,000
限公司製播之「期股大當家」節目，受雇人梁
嘉豪於節目從事期貨交易分析時，有直接招攬
客戶加入會員之廣告行為，經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認定違反期貨交易法第82條第3項授
權訂定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依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
規定，處亞洲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罰鍰
新臺幣12萬元，此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傳媒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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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01年6月7日金管證期罰字第1010018109號裁
處書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節目之行為
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款規定。

罰鍰：

9 件

警告：

1 件

核處金額：

NT$1,80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