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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電視事業股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025250號
處分日期：
106/03/29

大家一起
來2.0

105/11/28
節目與廣告
22:00~23:0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合台105年11月28日22時 警告
至23時播送之「大家一起來2.0」節目，部分內 NT$0
容藉由介紹「DRI-TEC英國戶外運動鞋」之材
質、特色、功能等，再請參賽者進行益智搶
答；節目中一再強調特定商品之材質、功
能、特色，並重複出現商標畫面，以吸引民眾
購買商品，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
播之廣告未區隔，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2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625720號
處分日期：
106/04/28

春花望露

105/05/16
節目與廣告
20:00~22:30 未明顯分開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
頻）105年5月16日20時至22時30分「春花望
露」節目，於20時39分許播出涉有廣告化之違
規內容如下：劇中人物里長伯開設的一郎雜貨
店為新設的紅茶攤舉行開幕試喝活動，里長伯
對試喝民眾宣傳：「這個紅茶是全國唯一國際
認證，煮茶過程有經過國際認證，是中央廚房
煮出來的紅茶，我們材料採購與煮茶過程都經
過食品控管，低溫冷藏配送，好喝又不會拉肚
子。」另於20時43分許播出劇中人物小美與好
友春生一起到機車行選車，春生推薦紅色
的「WOO100」，並且表示：「這臺車身低、好
控制、適合女生騎，不止如此，輕巧、車廂大
又省油。」輔以特寫鏡頭突顯機車外觀。查系
爭節目於節目結束時揭露置入事業名稱，應依
廣播電視法及其授權訂定之「電視節目廣告區
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製播節目；惟劇情對白強調「這個紅茶是全國
唯一國際認證，表示煮茶過程有經過國際認
證，是中央廚房煮出來的紅茶，我們材料採購
與煮茶過程都經過食品控管，低溫冷藏配
送，好喝又不會拉肚子。」畫面呈現「好了啦
超大杯」紅茶攤，上揭置入內容之表現方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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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涉有非自然呈現、過度呈現商品，已違反
前揭規範，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
意涵，致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
廣告未區隔，此有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
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3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296110號
處分日期：
106/09/11

沒玩沒了

106/05/14
違反節目分
10:00~00:00 級處理辦法

警告
節目（標示為普遍級），惟「整人特企」單
元，出現黑衣人（看起來像是黑道）拿棍棒尋 NT$0
仇報復，最後更威嚇康康、劉雨柔和李懿等人
脫衣服，內容涉及暴力、恐嚇，且涉及暴力恐
嚇之相關情節長達8分鐘，經民眾檢舉，將對兒
童造成不良影響，其內容違反前揭法令規定之
情節及對話略如下：(一)藝人徐乃麟、康
康、劉雨柔及李懿等人於飯店聚集商討工作議
程，黑衣人（約6位）手持棍棒，衝進飯店。
（字幕：節目效果，請勿模仿）(二)黑衣
人：幹什麼，來，門顧好。（字幕：怎麼又來
了？！）黑衣人：開會喔。（黑衣人揮舞棍
棒，1名黑衣人將門關上，並大聲斥
喝。）(三)黑衣人：那個司機呢？站好！司機
呢？（字幕：守則：找巴士運將、守則：先打
乃哥。眾黑衣人圍起來打徐乃麟。）(四)黑衣
人：剛剛很囂張，叫司機啦！（字幕：偷拍
中）黑衣人：沒你的事，去旁邊一點，叫司機
出來。(五)黑衣人：你剛剛在那邊講什麼？
（字幕：製作人指示攝影師拍攝）(六)黑衣
人：不要再錄了……沒你的事，去站旁邊一
點。（藝人與黑衣人雙方對峙。字幕：乃哥偷
叫黑衣人抓康康）(七)黑衣人再次大聲斥
喝：司機呢？（黑衣人一拳揮向康康。字
幕：偷錄畫面蒐證、守則：打康康用力一
點）黑衣人斥喝：出手啊！快點啊！（徐乃麟
偷笑。字幕：忍不住偷笑）(八)黑衣人：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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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幹嘛？在錄影是不是？藝人：關掉，都關
掉了。黑衣人：司機呢？（字幕：守則：找巴
士運將）(九)黑衣人：妳剛才偷罵我們是不
是？（字幕：黑衣人太緊張，忘記找李懿
了…）(十)劉雨柔：抓誰啦？（黑衣人與劉雨
柔拉扯。字幕：UNDER LOVER挺身保護暗樁劉雨
柔）黑衣人：抓著！讓她站旁邊。(十一)黑衣
人抓起坐在一旁的李懿。（字幕：黑衣人終於
想到李懿了）(十二)徐乃麟：你們講，要怎
樣？（字幕：守則：逼大家下跪脫衣）黑衣
人：道歉會不會啦！司機出來，你們道歉，都
道歉。(十三)康康：抱歉。黑衣人：講大聲一
點，一個一個來，你沒誠意啦！跪下來，先脫
褲子啦！叫他們全部跪下。（此時眾藝人跪
下。字幕：把衣服脫掉）(十四)黑衣人：你們
就等到司機來，不然就一直跪著。（字幕：乃
哥竟然陷害康康…）康康：我跟你們說抱
歉、抱歉……。黑衣人大聲斥喝：抱歉什麼！
（黑衣人用木棍用力推了一下康康。字幕：陷
害康康，乃哥差點笑出來）黑衣人：我打
你，我跟你道歉，你要嗎？你還沒回答我
呢！不用講話嗎？（黑衣人再次用木棍推康
康。）(十五)康康：因為我們不知道司機跟你
們……。（徐乃麟偷笑。字幕：再次偷笑）黑
衣人：我比較小嗎？（李懿在旁低頭默默跪
著。）徐乃麟：司機又不歸我管，你找司機
啊！（字幕：乃哥故意對嗆黑衣人，激化火爆
現場）(十六)黑衣人喝令藝人脫衣服：都
脫、都脫……。穿什麼？脫！司機等快半小時
還沒來，我叫你脫衣服喔！（康康首先脫掉上
衣）黑衣人喝令李懿：妳不會脫嗎？聽不
懂，耳聾嗎？（黑衣人拉扯李懿的衣服）黑衣
人：聽不懂嗎？要我幫妳脫嗎？(十七)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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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我自己拉，謝謝！黑衣人對李懿說：那我
還要跟妳說不客氣呢！黑衣人對另一男藝人
說：你真的不脫嗎？等一下叫你連內褲都脫。
（此時在旁的李懿將上衣脫掉，僅剩內
衣。）(十八)黑衣人：搞這些有的沒的……浪
費時間，大家跪這樣就好了，對不對啦！（眾
藝人跪著，男藝人裸露上半身，女藝人李懿僅
著內衣。）(十九)黑衣人：衣褲脫下來，司機
呢？哭什麼啦？康康：脫褲子難看（康康跪著
哀求。字幕：康康一倒楣，乃哥就忍不住偷
笑）黑衣人：脫褲子難看，脫衣服就好看？脫
褲子啦！要我教你是不是！（此時康康站起來
把外褲脫掉，僅著內褲。）(二十)徐乃麟笑著
站起來說：差不多了……（字幕：其實差不多
了）黑衣人：要先打乃哥，乃哥先笑場。系爭
情節雖屬整人遊戲，然內容充斥暴力、恐
嚇，恐對未滿6歲兒童產生不良影響，且內容充
斥易引發兒童模仿有傷害自己或別人之虞的情
節，內容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26條之1第1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以下
稱分級辦法)第3條規定。
4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第一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428530號
處分日期：
106/09/28

本國自製
戲劇節目

106/01/08
違反本國自
00:00~00:00 製節目或本
國自製戲劇
節目比率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第一台，自106年1月8日
至6月30日止，於主要時段播出戲劇節目之時數 NT$0
為105小時，皆為本國自製戲劇，合於本國自製
戲劇節目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50%之規定；另依
規定其主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新播
率不得低於40%，而首半年自106年1月8日起算
至6月30日，按天數比例計
算(即175.5/182.5=96%)，民視第一台主要時段
本國戲劇節目新播時數應達20.16小時(105小
時×50%×40%×96%＝20.16小時)，始符合規
定，惟查其所播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皆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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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新播自製戲劇節目時數為0小時，未達法定
合格時數之20.16小時，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19條第3項規定。
5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431100號
處分日期：
106/09/28

本國自製
戲劇節目

106/01/08
違反本國自
00:00~00:00 製節目或本
國自製戲劇
節目比率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台灣台，自106年1月8日
至6月30日止，於主要時段播出戲劇節目之時數 NT$0
為27小時，皆為本國自製戲劇，合於本國自製
戲劇節目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50%之規定；另依
規定其主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戲劇節目新播
率不得低於40%，而首半年自106年1月8日起算
至6月30日，按天數比例計
算(即175.5/182.5=96%)，民視台灣台主要時段
本國戲劇節目新播時數應達5.18小時(27小
時×50%×40%×96%＝5.18小時)，始符合規定，惟
查其所播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皆為重播，新播自
製戲劇節目時數為0小時，未達法定合格時數
之5.18小時，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3項規
定。

6 中華電視股份有

中華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525180號
處分日期：
106/12/05

女人30情
定水舞間

106/08/25
廣告超秒
21:30~23:00

警告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華電視
NT$0
台106年8月25日21時30分0秒至23時0分0秒播
出「女人30情定水舞間」節目，播送總時間
為90分鐘，依規定得播出810秒之廣告；廣告時
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規定。

7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461190號
處分日期：
106/12/13

幸福來了

106/07/11
違反電視置
20:00~22:30 入行銷及贊
助管理辦法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
頻）106年7月11日20時至22時30分「幸福來
了」節目名稱冠以贊助者「拉瑞亞有限公
司」之品牌名稱「鮮一杯咖啡」；惟該集節目
另置入由「拉瑞亞有限公司」出品之「老舊金
山拿鐵咖啡」。查系爭節目接受「拉瑞亞有限
公司」冠名贊助，應依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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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製播節
目，惟系爭節目於接受冠名贊助後，接受同一
廠商為置入性行銷，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
之3第2項規定。
8 民間全民電視股

民視無線台

份有限公司

罰鍰：

3 件

警告：

通傳內容字第
10600458640號
處分日期：
106/12/14

5 件

消費高手

106/05/31
節目與廣告
10:30~11: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無線台（主
NT$1,000,000
頻）106年5月31日10時30分至11時「消費高
手」節目，播出涉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而有
節目與廣告未區隔之違規內容如下：主持人與
來賓以對談方式介紹機能衣之功能：1、機能衣
結合外套、帽子、口罩、袖套及手套功能，1件
抵5件。2、材質超涼、剪裁有腰身。3、防曬功
能50＋以上，aquatimo具有親水吸濕及散熱涼
爽的特性，如棉吸濕；比麻涼爽，材質榮
獲2012年國家發明鉑金獎。4、以現場實驗證明
機能衣之吸水效果優於一般外套。5、以手電筒
照射防紫外線鏡片及機能衣的實驗，證明機能
衣有絕佳防曬效果。6、強調材質非常透
氣。7、尺寸齊全，從M到XL都有。同集節目
中，主持人與來賓介紹機能內褲材質及特
色：1、材質有氧化鋅益菌纖維和天絲纖維。氧
化鋅是經過美國FDA批准的安全物質，鋅可以中
斷細菌的新陳代謝，防止細菌滋生，抑制臭味
發生。天絲纖維親膚性佳，有效降低細菌滋
生，減少異味產生。2、蕾絲觸感柔軟、包覆性
強，除臭率98％，抗菌性強，容易清洗、快
乾。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
之意涵，致節目未能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
告未區隔，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

核處金額：

NT$1,6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