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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森電視事業股

東森幼幼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24240號
處分日期：
103/09/10

YOYO點點
名

103/05/13
節目與廣告
21:08~21:10 未明顯分開

警告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之唱跳歌曲「HAPPY
SONG」所使用之歌曲旋律，與4月份播出「麥當 NT$0
勞兒童餐廣告-快樂跳舞篇」之旋律雷
同。(二)節目背景影片與「麥當勞兒童餐廣
告-快樂跳舞篇」畫面多處相同，可辨識出麥當
勞兒童餐廣告中之紅色紙盒吉祥
物「HAPPY」；另5月份該頻道所播出之「麥當
勞兒童餐廣告-精選故事書蘋果篇、哆啦A夢蘋
果篇」亦出現紅色紙盒吉祥
物「HAPPY」。(三)節目布景所用「HAPPY」字
型與顏色設計，與「麥當勞快樂兒童餐廣告-快
樂跳舞篇」出現字樣設計相同，節目設計與廣
告相關聯。前揭節目設計內容係運用道具、布
景等畫面突顯特定或可資辨識之廠商品牌、商
品，利用兒童無法辨識或易於輕信之心理，於
節目中推廣宣傳該等特定或可資辨識之商
品，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2 聯鑫行銷股份有

MTV綜合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62050號
處分日期：
103/09/10

打倒男
孩－血氣
方剛MV電
影特輯

103/06/07
違反節目分
21:00~22:0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受處分人經營之MTV綜合電視台頻 警告
NT$0
道於103年6月7日21時至22時播出「打倒男
孩－血氣方剛MV電影特輯」節目，標示為普遍
級，係11首歌曲MV串聯成一部電影，內容
為「打倒男孩」樂團之4名成員遭不明人士綁架
攻擊，團員掙脫逃跑之過程，其涉嫌違法之情
節略述如下：(一)【The Phoenix】：男主
角(主唱)遭電擊被綁架，用手術刀及電鋸威
脅，手掌遭刀子砍斷，持刀者舔刀背；斷肢由
男孩運送給另一團員，男主角痛苦掙扎，其他
成員也遭綁架，且有針筒直接插入脖子等畫
面。(二)【Young Volcanoes】：被綁團員們被
運送至他處，遭繩子綑綁並注射藥劑，桌上出
現疑似由身上摘取之人體器官，並出現似吸毒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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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狂歡跳舞，金髮女子脫衣之畫
面。(三)【Alone Together】：團員們被虐
待、毆打、電擊，一成員與女子擁吻後用鈍器
毆打其濺血倒地。小女孩面露猙獰對團員丟擲
雞蛋與垃圾；團員欲逃脫遭毆打和吹箭攻
擊。(四)【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 (Light Em Up)、The Mighty
Fall】：團員被綁推入箱型車中，出現噴槍火
燒樂器畫面，最後點火燒箱型車。團員從冒煙
的車中逃出，碰到一群手拿武器（球棒、鎖
鏈、金屬器具等）小孩，被小孩追趕用武器毆
打，小孩面露兇狠追打成員且臉上沾滿血；一
黑人男子被斧頭砍到背部並遭女子圍毆倒
地。(五)【Just One Yesterday】：團員咬蘋
果後吐血吐出一毒蛇，眼睛被噴不明液體痛苦
掙扎及大腿流血受傷畫面。(六)【Where Did
The Party Go】：主唱發狂追殺團員；穿著暴
露的護士推倒主唱在其身上扭動跳舞等動
作；主唱與某團員扭打、用繩子勒斃，呈現屍
體畫面。(七)【Death Valley】：主唱被捕
後，斷肢上鉤子硬被拔出而痛苦掙扎，用斷肢
按壓手印特寫；著內衣女子跳豔舞，團員喝酒
抽菸後進入迷幻狀態並有許多女子包圍其狂歡
跳舞之畫面；另2名團員拿著用樂器改裝武器之
畫面。(八)【Rat A Tat】：手掌斷肢泡在缸子
中畫面；長時間用榔頭、鎚子、鋸子砸毀樂器
畫面，主唱坐在電椅上被電擊，後被帶到另一
房間砸毀唱片樂器等；另2名團員前往搭
救，有1人遭刀子割喉、血流如注特
寫。(九)【Miss Missing You】：男子脖子遭
鎖鍊拴住被拉扯面露痛苦；出現一整桶假手臂
畫面，一婦人亮刀並砍布娃娃耳朵及植物上似
有血跡滴落；團員與主唱扭打，用利器互相砍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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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倒地致死。(十)【Save Rock And
Roll】：手掌斷肢、毆打人、詭異白臉面具畫
面，回顧前幾支MV暴力畫面剪輯；白臉面具人
用利器割手指，鮮血流入裝血酒杯，喝下該杯
酒後化身成鳥嘴面具人，拿鐮刀殺人，人頭掉
落畫面，後不斷出現砍殺人、噴血、肚破腸流
之殺人場景，樂團4人白衣上濺滿鮮血，以及最
後藝人艾爾頓強白西裝上被潑一整桶血。系爭
節目內容有前揭血腥、暴力、恐怖及性意涵等
之情節、畫面，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
法，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3 飛凡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非凡商業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552140號
處分日期：
103/09/10

金融曼哈
頓, 金融
曼哈頓

102/08/20
15:30~16:00
, 102/12/25
14:00~14:30

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罰鍰
內容略如下:受處分人經營之非凡商業台頻道
NT$300,000
於102年8月20日、27日至30日；9月2日
至6日、9日至11日、17日、23日
至26日、30日；10月1日
至3日、10日、11日、14日、15日、17日；11月
11日至14日、29日；12月5日、24日及25日下
午2時至2時30分及3時30分至4時播送大華國際
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華國際
投顧)製播之「金融曼哈頓」節目，受僱人阮蕙
慈（即主持人）於節目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
時，有推介買賣個別有價證券等違規行為，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認定違
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
第7款、第10款、第11款、第14款及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項
第7款、第10款、第11款及第14款之規定，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2條及第117條規
定，處大華國際投顧「糾正」；並依同法
第104條規定，命令大華國際投顧停止受僱人阮
蕙慈2個月業務之執行（自103年8月15日
至103年10月14日止），此有該會10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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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證投字第103003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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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財訊國際傳播股

贏家財經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555540號
處分日期：
103/09/10

股海飛揚

103/04/25
違反法律強
17:30~18:00 制或禁止規
定 (金管會
相關)

內容略如下:大來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罰鍰
NT$200,000
司(以下簡稱大來國際投顧)製播之「股海飛
揚」節目，受僱人（即主持人）葉子暘於節目
中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時，有推介個別有價證券
等違規行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認定違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第14條第1項第13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
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項第13款規
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102條、第117條規定，處大來國際投顧「糾
正」；並依同法第104條規定，命令大來國際投
顧停止受僱人葉子暘1個月業務之執
行（自103年9月1日至103年9月30日止），此有
該會103年8月12日金管證投字第1030031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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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東方青衛星影視

東方青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
10348026010號
處分日期：
103/09/10

股股雞俱
樂部

103/06/21
廣告超秒
09:00~11:00

內容略如下:播送總時間為120分鐘，依規定得 警告
播出20分鐘之廣告；惟實際共播出29分鐘之廣 NT$0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9分鐘，此有受
處分人103年7月31日青字第1030731號函檢送之
節目資料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
第1項規定。

6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
10300466350號
處分日期：
103/09/12

世間情

103/05/26
違反節目分
20:00~22:50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一)劇中人物柯展裕綁架沈曼
娟(郭佳佳之繼女)，以電話勒索贖金2百萬美
金。(二)柯展裕將人質沈曼娟放置於大木板上
再以吊具高舉空中，並於約定地點(廢棄民
宅)屋頂拿取贖金2百萬美金。(三)交付贖金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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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質從高空落下(四)柯展裕之父被害墜
樓。系爭節目內容有前揭暴力、威脅、恐嚇及
易引發兒童模仿有傷害自己或別人之行為畫面
與言詞等，已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7 緯來電視網股份

緯來電影台

有限公司

罰鍰：

2 件

警告：

通傳內容字
10300366210號
處分日期：
103/09/19

5 件

滅門慘
案Ⅱ借種

103/04/20
違反節目分
23:23~01:24 級處理辦法

內容略如下：一、男女性愛過程之身體動作與 警告
姿勢，劇烈擺動，甚有女子同時分別與2位男子 NT$0
性交及親吻等。二、男女交媾動作與呼吸喘息
之聲音、表情，明顯表現強烈性意涵。三、強
暴及事後凌辱過程。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8條第1項規定。

核處金額：

NT$5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