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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9年 5月 6日第 908次委員會議審議節目一覽表 

編號 
播出台 
節目名稱 
播出時間 

案 由 說 明 適 用 法 條 與 決 議 

1-1 
 

TVBS台 

「樂活全家 GO」 

108年 8月 31日(六) 

13:00-14:00 

系爭節目透過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
定商品神經營養素「PPLS」之成分、
功效、特色及服用方式，並於節目與
廣告時段之間及片尾搭配顯示諮詢專
線，涉有節目廣告化。  

適用法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0條規定 

決議： 

裁處新臺幣80萬元 

1-2 中視新聞台 

「開心有夠讚」 

108年 9月 14日(六) 

10:00-11:00 

系爭節目透過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

定商品神經營養素之功效、特色及服用

方式，並於節目與廣告時段之間及片尾

搭配顯示諮詢專線，涉有節目廣告化。 

適用法條： 

廣播電視法第 33條規定 

決議： 

予以警告 

2 東森財經新聞台 

「這！不是新聞」 

108年 10月 29日（二） 

21:00-23:00 

系爭節目邀請來賓投資客帥過頭討論

不動產實價登錄相關公共議題，經內政

部來函反映內容不實。 

發函改進 

建議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

進：政論節目議題涉及公共事

務，宜就議題屬性平衡邀請不

同背景來賓討論，並宜於節目

製播前囑咐來賓議論時皆應

有所本，做好查證，且宜於節

目中一併呈現依據之來源，若

來賓仍有過度無根據之立論，

主持人當為即時必要之提醒，

以免來賓單方不實言論造成

觀眾誤解，藉以提升廣電媒體

政論公信力，及減輕媒體平台

製播剪輯之責任。 

3-1 中天新聞台 

「新聞深喉嚨」 

108年 11月 4日(一) 
20：00-22：00 

系爭節目於 21時 21分許以「綠酸青年

不可靠 辣台妹執政有可靠?」等標題以

現場直播方式播出以下內容，經民眾反

映節目對蔡總統抹黑不實報導，但民進

黨已有正式聲明澄清，有違反事實查證

之虞。 

發函改進 

建議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

進： 

(一)主持人應秉持中立客觀

的立場，勿扭曲當事人原意，

避免造成民眾認知混淆，激化

對立。 
(二)節目製播應遵循事實查

證及公平原則，善盡公共論

壇之社會責任。 

3-2 中天新聞台 

「新聞龍捲風」 

108年 11月 4日(一) 

22：00-24：00 

系爭節目於 23 時 07 分許以：「蔡總統

扣年輕人懶散大帽? 林國慶：拼命還學

貸活該?」等標題，以現場直播方式播出

以下內容，經民眾反映節目對蔡總統抹

黑不實報導，但民進黨已有正式聲明澄

清，有違反事實查證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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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視新聞台 

「新聞深喉嚨」 

108年 11月 4日(一) 
21:00-23:00 

系爭節目於 22 時 8 分許播出「辣台妹

酸青年懶惰不可靠 年輕人你為何不生

氣？」字幕；以及主持人王又正與現場

參與民眾認為蔡總統用「懶惰」二字形

容年輕人有失公允，因為年輕人皆很認

真求學工作為未來打拼等內容，經民眾

反映有扭曲事實、誤導觀眾認知之嫌。 

 

4 年代新聞台等 13頻道

播出「港警槍擊抗爭

民眾」新聞報導 

108年 11月 11日

(一) 

前揭頻道於 108年 11月 11日播出有

關「港警槍擊抗爭民眾」新聞報導，

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 

發函改進 

建議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

進：本案為重大國際事件，富

涵公共利益性，廣電媒體提供

較完整畫面，是有助閱聽眾理

解事件之真相，然相關畫面仍

宜注意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

法規定，類似新聞涉有血腥暴

力等不妥內容，於考量上述公

共利益性外，對於過度暴力畫

面，仍應行適當之處理，或於

播出時主播口頭提醒，或必要

時於鏡面加註警語，以降低該

等畫面造成民眾過度驚恐或

引發未成年兒少模仿之疑慮。 

5-1 三立新聞台 

「1600 iNEWS」 

108年 10月 25日(五)   

16:00-17:00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6時 22分許播

出「才剛成大畢業 女去面試途中遭輾

爆頭」新聞報導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及

妨害公序良俗。 

 

適用法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第 28 條第

3 項所訂定「電視節目分級處

理辦法」第 11 條新報導之畫

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決議： 

裁處新臺幣 60萬元 

 

5-2 TVBS新聞台 

「晚間 6 7點新聞」 

108年 10月 25日(五)   
18:00-20:00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8時 02分許播

出「恐怖內輪差!大學畢業生求職途中 

遭輾亡」新聞報導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

及妨害公序良俗。 

適用法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第 28 條第

3 項所訂定「電視節目分級處

理辦法」第 11 條新報導之畫

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決議： 

裁處新臺幣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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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台視（主頻） 

「台視晚間新聞」 

108年 10月 25日(五) 

18:58-20:00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8時 58分許播

出「疑內輪差釀禍 成大畢業面試途中

遭輾亡」新聞報導涉違反電節目分級及

妨害公序良俗。 

發函改進 

建議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

進：交通意外傷亡事件之新聞
畫面露出，應尊重當事人及家
屬之感受，並避免過度聚焦或
重複於血腥畫面，引發民眾恐
慌及不適。 

5-4 台視新聞台 

「台視晚間新聞」 

108年 10月 25日(五) 

18:58-20:00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8時 58分許播

出「疑內輪差釀禍 成大畢業面試途中

遭輾亡」新聞報導涉違反電節目分級及

妨害公序良俗。 

5-5 民視無線台 

「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108年 10月 25日(五)   

19:00-20:00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8時 58分許播

出「甫畢業趕赴面試 騎士擦撞貨櫃車

慘被輾斃」新聞報導涉違反電視節目分

級及妨害公序良俗。 

5-6 民視新聞台 

「民視晚間新聞」 

108年 10月 25日(五) 
18:30-19:45 

系爭節目於 10月 25日 18時 50分許以

「甫畢業趕赴面試 騎士擦撞貨櫃車慘

被輾斃」為標題播出以下內容，經民眾

反映涉違反電視節目分級、妨害公序良

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