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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電視事業股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04640號
處分日期：
109/11/02

開心有夠
讚

109/08/10
節目與廣告
10:00~11:00 未明顯分開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合台
NT$600,000
於109年8月10日10時至11時播出「開心有夠
讚」節目(以下簡稱系爭節目)，內容涉及突顯
特定商品特色，明顯為特定產品推介宣傳，而
有節目與廣告未區隔之違規內容如下：主持人
蘇逸洪於節目中推介特定產品「全能筋骨方/全
方位筋骨保養配方/全方位筋骨保健配方」，並
提及以下特色：「成分」：MSM、專利薑黃、鳳
梨酵素、二型膠原蛋BCkolla 、西班牙萃取雞
冠玻尿酸等。「功效」：消炎止痛、潤滑修補
強健、筋骨保健等。「使用方式」：早上空腹
時300CC的溫開水吃一包等。「認證專利」：主
持人強調「全方位的筋骨保健配方裡面的幾種
成分是經過醫學理論與實驗研究的證
明……；我們全能筋骨方的原料不只是有很多
項的國際專利，還有學術界及臨床醫學的雙重
確證，會讓使用者加放心（畫面下方標示字
幕：『筋骨方 有國際專利認證才可靠』）」
「見證言論」：系爭節目播出有機小農蔣先生
及蔣太太、紅茶達人張文義、貓空茶農蘭
姐、台北咖啡達人譚老闆以及主持人蘇逸洪等
多名使用者之效果見證言論，並重複深入介紹
上揭產品各項特色，以突顯其使用與商業價
值。廣告插播前與節目結束前畫面顯示之諮詢
專線：0800-369-199；0800-50-15-15。 綜
上，上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產品宣傳
之客觀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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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段規定。

2 中國電視事業股

中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1790號
處分日期：

中視午間
新聞

108/12/30
妨害公共秩
12:00~13:00 序或善良風
俗

處分人經營之中視新聞台於108年12月30日播
出「中視午間新聞」節目，於12時6分許報
導「寵物餐廳動私刑！主管皮帶狠抽少年腳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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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新聞（下稱系爭新聞），內容出現詳細描
述少年遭私刑施暴過程情節，違反廣播電視
法(下稱廣電法)第21條第3款規定，內容略如
下：
主播：「新北市三重有一家寵物餐
廳，被民眾已經不止一次目擊到，在後巷對著
員工動私刑。就在前幾天晚上，又有一位未成
年打工少年疑似因為對前輩頂撞，又對主管說
話沒大沒小，居然被主管拉著皮帶狠抽腳底
板，而介紹少年來這工作的家長親友居然全程
在旁袖手旁觀，目前主管已經跟員警承認有動
手，但是少年的父母不打算提告。」記者旁
白：「昏暗小巷內，幾名男子圍著少年，白襯
衫男手上拿著疑似皮帶的物品，突然猛抽少年
腳底板。下手有夠狠，一下不夠，繼續打，少
年因為疼痛只能雙手壓著腳。一旁二個男子還
有人手上拿著疑似水管的物品，而這裡是一家
寵物餐廳，主管居然對員工動私刑。……(附近
鄰居：就好像有拉頭髮，有被踹，然後晚上還
是另外一位被打，應該是兩位，或是兩位以上
被打)。」記者旁白：「事件發生在24號，新北
市三重區寵物餐廳這處後巷，早在中午就曾被
目擊第1次私刑。據瞭解，挨打少年高中輟
學，家長不希望他無所事事，找朋友介紹，七
月到店裡打工。當天在現場，包括店內主
管，少年坐在一旁，雙親朋友也袖手旁觀。少
年因為認為同事工作也沒做好，怎麼可以講自
已，因此遭到主管連抽4下腳底板；……事發之
後，餐廳主管到派出所承認有動手，少年家長
不打算提告，但再看一次這個畫面。如此管
教，恐怕任誰都無法接受。」畫面呈現：施暴
過程重複播出，馬賽克僅遮蔽施暴者頭部，並
以紅圈標示持有私刑器物者手部；此
外，於12時8分許處起，更以黃光底色區塊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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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管」、「少年」及「疑似少年雙親」字
幕等方式標示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位置，說明
暴力過程。
系爭新聞播出主管以私刑對少
年施暴過程，並由主播及記者詳細口述事發情
節，相關內容涉及非法暴力傷害他人，並將施
暴行為合理化，且未善盡公共利益角度衡平報
導，造成社會觀眾錯誤認知，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此有本會節目側錄光碟可稽，已違
反廣電法第21條第3款之規定。
3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臺灣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94380號
處分日期：
109/11/25

台視晚間
新聞

108/12/30
妨害公共秩
18:58~20:00 序或善良風
俗

罰鍰
108年12月30日19時許「台視晚間新聞」節
目，播出「嗆主管 工作態度差 打工少年遭私 NT$200,000
刑抽打」新聞報導，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
第3款規定，內容略如下：主播：「新北市三重
的一間餐廳打工，疑似是因為工作態度不佳主
管一氣之下就拿棍棒不斷朝他的腳底板抽
打，附近的民眾發現拍下來PO上網爆料，雖然
店家低調表示不清楚這件事情，父母親也不願
意提出告訴，不過目前勞工局已經介入調
查。」記者旁白：「白衣襯衫男子手拿著長條
棍子，狠狠就往少年腳底板直接抽打，一下還
不夠一連打了四下，少年根本不敢抵抗，整個
凶狠過程全被民眾用手機紀錄下來，……住戶
發現少年躺著被一群人包圍任由對方不斷抽
打，但這樣的狀況疑似還不只一次懷疑有員工
遭到虐待，……因為事後發現他的工作態度不
好加上喜歡頂嘴，老闆火大才會給他一個教
訓，店家低調急忙撇清表示完全不清楚這件事
情，雖然少年的家長沒有打算提告，但警方調
查後目前已經轉交勞工局處理，因為即便員工
犯錯雇主也不能動用私刑，就怕少年受到嚴厲
懲罰將來會留下難以抹去的陰影。」新聞畫面
不斷重複播放翻攝自網路含有施暴過程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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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並拉近鏡頭放大施暴畫面。系爭新聞播出
主管以私刑對少年施暴過程，並由主播及記者
詳細口述事發情節，相關內容涉及非法暴力傷
害他人，並將施暴行為合理化，且未善盡公共
利益角度衡平報導，造成社會觀眾錯誤認
知，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已違反廣播電
視法第21條第3款之規定。
4 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臺灣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39130號
處分日期：
109/11/26

午安您好
台視新聞

109/12/02
妨害兒童或
12:00~13:00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12時許「午安您好台視新聞」節目，報
NT$350,000
導「KTV包廂霸凌情敵 少女竟笑喊生日快
樂」新聞，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2款規
定，報導內容略如下：主播：「……新北市三
重一名許姓少女，懷疑另一名戴姓少女和自己
的男朋友曖昧，1號2人在朋友的慶生派對巧
遇，許姓少女夥同其他3名朋友，怒罵被害
人，還動手賞巴掌，一夥人在KTV直接霸凌，誇
張舉動一旁的友人全都拍了下來，還PO上網引
發軒然大波，現在警方將動手的4名少女通通帶
回，並且依傷害、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少年法
庭審理。」記者：「KTV包廂內一夥人圍著一名
少女，甚至有人直接出言怒罵，要求少女把手
機交出來……情況越演越烈，站在桌上的女生
直接一把抓住被害人頭髮，還賞了她1個巴
掌，一大群人不但不制止，還拿起飲料往被害
人頭上倒……」，並打上「我幫你梳頭髮 乖
不要亂掉 不要亂掉」字幕。前揭新聞報導一群
未成年男女至KTV慶生，發生集體公然霸凌其中
一名戴姓未成年少女的情形，新聞畫面並播出
翻攝網路影片之言語、摑掌、淋酒等霸凌內
容。 旨揭新聞播出有關未成年少女於KTV包廂
內，遭聚眾霸凌之內容，新聞畫面播出翻攝網
路影片之霸凌過程，並輔以記者以口述及字幕
詳述，易對兒少身心產生不良影響，已違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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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法第21條第2款之規定。
5 臺灣電視事業股

台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0700號
處分日期：
109/11/26

午安您好
台視新聞

108/12/02
妨害兒童或
12:00~13:00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12時許「午安您好台視新聞」節目，報
NT$200,000
導「KTV包廂霸凌情敵 少女竟笑喊生日快
樂」新聞，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2款規
定，報導內容略如下：主播：「……新北市三
重一名許姓少女，懷疑另一名戴姓少女和自己
的男朋友曖昧，1號2人在朋友的慶生派對巧
遇，許姓少女夥同其他3名朋友，怒罵被害
人，還動手賞巴掌，一夥人在KTV直接霸凌，誇
張舉動一旁的友人全都拍了下來，還PO上網引
發軒然大波，現在警方將動手的4名少女通通帶
回，並且依傷害、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少年法
庭審理。」記者：「KTV包廂內一夥人圍著一名
少女，甚至有人直接出言怒罵，要求少女把手
機交出來……情況越演越烈，站在桌上的女生
直接一把抓住被害人頭髮，還賞了她1個巴
掌，一大群人不但不制止，還拿起飲料往被害
人頭上倒……」，並打上「我幫你梳頭髮 乖
不要亂掉 不要亂掉」字幕。前揭新聞報導一群
未成年男女至KTV慶生，發生集體公然霸凌其中
一名戴姓未成年少女的情形，新聞畫面並播出
翻攝網路影片之言語、摑掌、淋酒等霸凌內
容。旨揭新聞播出有關未成年少女於KTV包廂
內，遭聚眾霸凌之內容，新聞畫面播出翻攝網
路影片之霸凌過程，並輔以記者以口述及字幕
詳述，易對兒少身心產生不良影響，已違反廣
播電視法第21條第2款之規定。

6 臺灣電視事業股

台視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94460號
處分日期：
109/11/26

台視晚間
新聞

108/12/30
妨害公共秩
18:58~20:00 序或善良風
俗

19時許「台視晚間新聞」節目，播出「嗆主管 罰鍰
NT$200,000
工作態度差 打工少年遭私刑抽打」新聞報
導，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3款規定，內容
略如下：主播：「新北市三重的一間餐廳打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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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疑似是因為工作態度不佳主管一氣之下就
拿棍棒不斷朝他的腳底板抽打，附近的民眾發
現拍下來PO上網爆料，雖然店家低調表示不清
楚這件事情，父母親也不願意提出告訴，不過
目前勞工局已經介入調查。」記者旁白：「白
衣襯衫男子手拿著長條棍子，狠狠就往少年腳
底板直接抽打，一下還不夠一連打了四下，少
年根本不敢抵抗，整個凶狠過程全被民眾用手
機紀錄下來，……住戶發現少年躺著被一群人
包圍任由對方不斷抽打，但這樣的狀況疑似還
不只一次懷疑有員工遭到虐待，……因為事後
發現他的工作態度不好加上喜歡頂嘴，老闆火
大才會給他一個教訓，店家低調急忙撇清表示
完全不清楚這件事情，雖然少年的家長沒有打
算提告，但警方調查後目前已經轉交勞工局處
理，因為即便員工犯錯雇主也不能動用私
刑，就怕少年受到嚴厲懲罰將來會留下難以抹
去的陰影。」新聞畫面不斷重複播放翻攝自網
路含有施暴過程之畫面，並拉近鏡頭放大施暴
畫面。系爭新聞播出主管以私刑對少年施暴過
程，並由主播及記者詳細口述事發情節，相關
內容涉及非法暴力傷害他人，並將施暴行為合
理化，且未善盡公共利益角度衡平報導，造成
社會觀眾錯誤認知，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3款之規定。
7 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民視無線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00670號
處分日期：
109/11/26

民視七點
晚間新聞

108/12/30
妨害公共秩
19:00~20:00 序或善良風
俗

罰鍰
於19時1分許播出「少年寵物店打工頂撞主管
NT$350,000
遭私刑打腳底板」為標題之相關內容（以下簡
稱系爭新聞），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3款規
定，內容如下：主播：新北市三重有一個17歲
的少年，高中沒畢業就待在家，父母不希望他
整天閒閒沒事，就透過朋友介紹到寵物餐廳工
作，不過，他不但不聽同事建議，講話沒大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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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還頂嘴，竟然被主管拖到後門打腳底，雖然
那時他的父母也在現場，不過鄰居看到仍然覺
得很不妥當，向媒體投訴。記者：（畫面引用
監視器影片）一名少年乖乖坐在椅子上，神情
顯得相當緊張，而一旁穿白襯衫的男子，手上
拿著疑似皮帶的東西，猛抽少年腳底板，一下
不夠，繼續再抽，少年因為好痛，一度摸著
腳，而旁邊另外兩名男子也拿著像是塑膠水管
的東西，這一起宛如開香堂動私刑的案件，發
生在三重的一家寵物餐廳，……沒想到被人拍
下動私刑抽腳底板的過程，……這起案件發生
在24號新北市三重一家寵物餐廳的後巷，17歲
的挨打少年高中輟學，爸媽怕他遊手好閒，透
過朋友介紹，7月開始到寵物餐廳打工，當天動
手的是一名45歲林姓主管，少年雙親的朋友也
都在旁邊觀看，疑似因為少年認為同事工作沒
做好，還對他嘮叨，不滿又頂嘴，結果被主管
連抽4下腳底板，……附近民眾說，類似私刑已
經不是第一次，事件曝光後，李姓主管到派出
所承認動手，少年家長不提告，但再看一次畫
面，這樣的管教方式，難怪附近的民眾覺得不
妥。系爭新聞播出主管以私刑對少年施暴過
程，並由主播及記者詳細口述事發情節，相關
內容涉及非法暴力傷害他人，將施暴行為合理
化，且未善盡公共利益角度衡平報導，造成社
會觀眾錯誤認知，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3款規定。
8 中國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視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1970號
處分日期：
109/11/30

中視午間
新聞

108/12/30
妨害公共秩
12:00~13:00 序或善良風
俗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中視綜合台（主
頻）於108年12月30日播出「中視午間新聞」節 NT$350,000
目，於12時6分許報導「寵物餐廳動私刑！主管
皮帶狠抽少年腳板」新聞（下稱系爭新
聞），內容出現詳細描述少年遭私刑施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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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違反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21條
第3款規定略如下：主播：「新北市三重有一家
寵物餐廳，被民眾已經不止一次目擊到，在後
巷對著員工動私刑。就在前幾天晚上，又有一
位未成年打工少年疑似因為對前輩頂撞，又對
主管說話沒大沒小，居然被主管拉著皮帶狠抽
腳底板，而介紹少年來這工作的家長親友居然
全程在旁袖手旁觀，目前主管已經跟員警承認
有動手，但是少年的父母不打算提告。」記者
旁白：「昏暗小巷內，幾名男子圍著少年，白
襯衫男手上拿著疑似皮帶的物品，突然猛抽少
年腳底板。下手有夠狠，一下不夠，繼續
打，少年因為疼痛只能雙手壓著腳。一旁二個
男子還有人手上拿著疑似水管的物品，而這裡
是一家寵物餐廳，主管居然對員工動私
刑。……(附近鄰居：就好像有拉頭髮，有被
踹，然後晚上還是另外一位被打，應該是兩
位，或是兩位以上被打)。」記者旁白：「事件
發生在24號，新北市三重區寵物餐廳這處後
巷，早在中午就曾被目擊第1次私刑。據瞭
解，挨打少年高中輟學，家長不希望他無所事
事，找朋友介紹，七月到店裡打工。當天在現
場，包括店內主管，少年坐在一旁，雙親朋友
也袖手旁觀。少年因為認為同事工作也沒做
好，怎麼可以講自已，因此遭到主管連抽4下腳
底板；……事發之後，餐廳主管到派出所承認
有動手，少年家長不打算提告，但再看一次這
個畫面。如此管教，恐怕任誰都無法接
受。」畫面呈現：施暴過程重複播出，馬賽克
僅遮蔽施暴者頭部，並以紅圈標示持有私刑器
物者手部；此外，於12時8分許處起，更以黃光
底色區塊與「主管」、「少年」及「疑似少年
雙親」字幕等方式標示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位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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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說明暴力過程。
系爭新聞播出主管
以私刑對少年施暴過程，並由主播及記者詳細
口述事發情節，相關內容涉及非法暴力傷害他
人，並將施暴行為合理化，且未善盡公共利益
角度衡平報導，造成社會觀眾錯誤認知，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此有本會節目側錄光碟
可稽，已違反廣電法第21條第3款之規定。

罰鍰：

8 件

警告：

0 件

核處金額：

NT$2,450,000 元

核處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