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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意製作股份有

TVBS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91620號
處分日期：
102/10/08

上午11點
新聞

102/05/14
違反節目分
11:11~11:12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於11時11分至12分許報導「兒子當 警告
NT$0
球丟！狠父摔子 顱傷命危」新聞，播
出3次「父親怒擲懷中幼兒重摔落地」畫面，內
容逾越普遍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
第1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9條及第13條
規定.

2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03060號
處分日期：
102/10/15

1300午間
新聞

102/05/14
違反節目分
13:00~14: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播出「與妻吵架洩怒氣 暴力爸狠 罰鍰
摔一歲子」新聞報導，播出3次「父親怒擲懷中 NT$400,000
幼兒重摔落地」連續畫面。前揭父摔子相關畫
面一再重複播放，部分畫面雖經馬賽克處
理；惟輔以旁白說明，仍可辨識畫面呈現之父
摔子動作，涉有暴力、恐怖等畫面，內容逾越
保護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
第1項規定。

3 華藏世界傳播股

世界衛星電視
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8880號
處分日期：
102/10/16

TV課輔班

102/05/27
違規使用插
17:55~19:55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於畫面左側播出「爭主權，台灣國 警告
際環境的大考驗？台灣擁有南海主權，不可抹 NT$0
滅的事實！重北輕南，政府對南方澳的海域不
重視？台灣制裁菲律賓，大陸聲援背後的原
因？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台、菲扮演何種角
色？長期以大陸為唯一假想敵，國防策略如何
調整？寸土不讓，如何鞏固台灣南海主權？
【2100從心看世界】為你邀請到前駐美副代表
黃偉峰、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王高成、台灣智庫諮詢委員黃立文晚間九點和
大家見面，為你帶來精闢的剖析！歡迎舊雨新
知準時收看」等插播式字幕，內容為廣告性
質，且與該節目播送內容無相關，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4 中天電視股份有

中天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39940號

2000整點
新聞

102/06/06
違規使用插
20:00~21: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自20時39分開始多次播送下列之插 警告

限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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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式字幕：「韓複製軍團進擊 鬼鳴怪村之迷
黃色小鴨風潮揭密 鎖定21：00 新聞龍捲
風」，前揭內容係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
有廣告性質，且非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處分日期：
102/10/21

5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44160號
處分日期：
102/10/21

新聞8點檔

102/06/05
違規使用插
20:00~21: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於螢幕左側播送插播式字幕內容： 警告
「節目異動（真相解密）!5月31日立院史上最 NT$0
黑暗的一天!民代喝花酒和教授學術研究一起除
罪，全民憤怒!獨家還原會計法99條之一修法朝
野密室協商過程。社會重大爭議事件為何不公
開表決?朝野政黨之間到底有什麼交換條件?獨
家還原現場。請鎖定晚上九點由廖筱君主持
的『新台灣加油』。」前揭插播式字幕內容係
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質，且非
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1條之規定。

6 霹靂國際多媒體

霹靂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364180號
處分日期：
102/10/21

綜藝大哥
大

102/05/27
違規使用插
11:00~12:00 播式字幕

警告
內容略如下:於11時1分至11時3分及11時44分
至11時46分出現以下插播式字幕內容：「【霹 NT$0
靂台灣台 黃金時段強檔好戲】 每週一到週五
傍晚6點，首播『大巡按蕃薯官』新官上任三把
火，成為大巡按的寇舍，能查出是誰圖謀造反
嗎？ 今晚7點，『少年包青天－天芒傳奇』 若
水竟是天芒的守護者，一連串的命案與她有何
關聯？ ……檔檔好戲天天精彩 敬請準時鎖定
霹靂台灣台。」前揭插播式字幕內容係為同頻
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質，且非與該播
送節目內容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1條之規定。

7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28920號

東森新
聞0900

102/06/02
違規使用插
09:00~10:00 播式字幕

內容略如下:分別於螢幕左方及右下方多次頻繁 警告
出現插播式字幕，左方字幕內容播出：「經典 NT$0

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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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三立都會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05700號
處分日期：
102/10/23

核處情形

英雄陽岱鋼 日職最強第一棒！昨火腿隊戰中
日，陽岱鋼手感燙，左外野2分炮成為本季第七
轟，個人打擊率上升至2成91。這一個原本又瘦
又小的台東囝仔，曾經棒球之路沒人看好，十
四歲獨自遠赴日本打球，靠著驚人意志力，成
為日職史上第一位台灣選秀狀元，球場上拼命
三郎，連日本人也折服。陽岱鋼在日本的最新
發展情況，請鎖定東森新聞。」畫面右下方則
以動畫呈現插播式字幕內容：「（棒球圖
案）鎖定今晚2200台灣啟示錄 經典英雄陽岱
鋼（陽岱鋼人形圖案）。」前揭插播式字幕內
容係為同頻道其他節目宣傳，具有廣告性
質，且非與該播送節目相關，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1條之規定。

處分日期：
102/10/21

8 三立電視股份有

受處分內容說明

國光幫幫
忙

102/06/18
違反節目分
23:00~24: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標示為「保護級」），以「國光扭 警告
NT$0
蛋機!夏日拆禮物大賞!」為主題，包含2大單
元，第1單元為「隨機打開
胸、腰、腿」、第2單元為「轉扭蛋決定指
令，並與禮物進行親密互動」，內容以穿著性
感的年輕女性當作來賓的禮物，並讓來賓挑選
三圍觀賞及抽籤決定與禮物進行親密互動遊
戲，情節略以：(一)來賓以轉扭蛋方式，決定
自己是幾號禮物箱的主人，並依據自己的喜
好，打開（觀看）禮物「胸、腰、腿」任何部
位。(二)畫面左側字幕為「禮物大調查－身材
機密大公開」，主持人庹宗康詢問1號女性來賓
的三圍，並請來賓形容自己的事業線，其表示
有馬里亞納海溝般的形容。4號女性來賓接受詢
問三圍時，表示：「還有我的胸部，大小適
中，是可以讓男人一手掌握的，ㄉㄨㄞ
ㄉㄨㄞ」；後續訪問4號女性來賓時，主持人庹
宗康表示：「而且她的膠原蛋白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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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ㄉㄨㄞ ㄉㄨㄞ有沒有」，來賓GINO接續
說：「Pitera還在分泌」。(三)畫面左側字幕
為「國光濕背秀－好身材大展現」，4位女性來
賓依序轉圈展示身材，1號女性來賓轉圈時，出
現「這什麼剪裁」、「這自己剪的吧」、「這
件衣服也很厲害」、「這一集我老婆不能看
到」、「太猛、太狠了」等言詞；另來
賓GINO發言：「禮物會自己轉，好
棒。」(四)畫面左下方字幕「國光福利社－轉
出與禮物的親密互動」，藝人以轉扭蛋方
式，打開扭蛋，並依照紙條上的指令與禮物進
行親密互動。(五)來賓陳子強轉扭蛋選到主人
抱禮物，新娘抱轉3圈，將女性來賓當作禮
物，以新娘抱之方式原地轉3圈。.......
(八)主持人孫鵬抽到與女性來賓磨鼻子之機
會，自稱磨鼻子會尷尬，故將與女性來賓磨鼻
子的機會讓給助理主持人張立東，並對其表
示：「該給你福利的時候，絕對少不了
你」，結束後，助理主持人向3位主持人握手致
謝，主持人孫鵬表示：「以後要聽話好
嗎？」張立東回應：「什麼都聽！」前揭節目
之內容、畫面及旁白等，已有違反電視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之情形，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9 鑫傳視訊廣告股
份有限公司

冠軍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200492850號
處分日期：
102/10/30

MILDSKIN
白瓷娃娃
粉凝霜

102/07/03
違反法律強
19:24~19:28 制或禁止規
定 (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
例)

內容略如下:播送璟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罰鍰
人：諸葛祺）託播之「MILDSKIN白瓷娃娃粉凝 NT$200,000
霜週慶組」化粧品廣告，其廣告內容與核定表
不符，案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認定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條例
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璟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罰鍰新臺幣2萬5千元，此有該局102年9月4日
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092842號裁處書、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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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20100127號函附資料
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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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台灣藝術電視台

台灣藝術台

股份有限公司

罰鍰：

3 件

警告：

通傳內容字
10200530080號
處分日期：
102/10/30

7 件

半天岩茶
樹精油-化
粧品廣告

102/02/22
廣告內容未
17:03~17:07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內容略如下:「半天岩茶樹精油」化粧品廣
告，其廣告內容與核定表不符，案經嘉義縣政 NT$200,000
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
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規定，核處託播者多富
貿易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2萬元，此有嘉義縣政
府102年10月4日府授衛藥食字第1020180819A號
裁處書及可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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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1項規定。

核處金額：

NT$8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