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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內容)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1 大台中數位有線

威達超舜生活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48007800號
處分日期：
110/04/01

好森活TV

109/08/25
節目與廣告
14:00~17: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說明如下：(一)於進行叩應時段（字幕標 警告
NT$0
示：吃過義大利的嗎？）前，主持人葉子提
及：「吃過『義大利』的人要分享，咱不要
說『產品』名稱……。」(二)主持人葉子、家
宏與叩應觀眾互動時，出現如「功效」（皮膚
嫩彈、保護骨頭、筋絡鬆軟、防止掉?）、「使
用方式」(1天2匙)等可指涉特定產品之具體特
色，以及促銷言論（在你分享之後，大家聽到
就跟著買……）。(三)在廣告時段，主持人葉
子推介產品為來自義大利並經英國專業認證
之「水漾活氣膠原蛋白胜?」，並介紹相關特
色：防止掉?、筋肌鬆馳、皮膚嫩彈等。(四)節
目後半段，另二位主持人香香及阿諒表示自己
與前二位主持人於線下仍會為觀眾服務，並公
布4人服務手機專門號碼且強調：「咱在搶購當
中，需要的人要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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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
定。

2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新聞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54400號
處分日期：
110/04/07

台灣大頭
條

109/05/16
妨害兒童或
17:30~20:00 少年身心健
康

內容如下：(一)18時30分許新聞１、主播：這 罰鍰
NT$800,000
是一個黑幫火拼畫面，而且畫面非常驚悚，是
當天飯局妹冒死用手機拍下來的畫
面，……。不過他帶著兩名小弟到外面講電話
時，竟然被旁邊包廂的人挑釁，而且一言不
合，另一個包廂的人就對他直接出刀攻擊，割
傷了脖子，當場濺血。……當場血流滿地(主播
播報背景即播放手機拍攝之影片)。２、記者報
導：（手機影片貫穿整則新聞）KTV包廂竹聯幫
大哥陳泉偉綽號瘋狗偉慶生趴，現場沒有嗨
歌，只有黑衣人的叫囂聲(畫面出現包廂內兩派
人馬爭鬥場景)……，一名黑衣男衝進包廂，椅

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限公司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4/01~110/04/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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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內容)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4/01~110/04/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子一翻，從桌底下抽出一把尖刀，惡狠狠往外
頭走，說要拚輸贏，替大哥報仇。……場面失
控，警方抵達，包廂外幾乎是大亂鬥，波麗士
拿出甩棍才控制現場，原來當天竹聯幫旭仁會
會長陳泉偉辦生日派對，兩名小弟陪著到外頭
講電話，在走廊上，與隔壁包廂的火堂小弟碰
撞，對方竟拿出折疊刀刺向一人，大哥回嗆不
知道我是誰嗎？還敢鬧！沒想到小弟回嗆管你
是誰，隨後刺向大哥的脖子，一旁小弟眼看大
哥中刀，暴氣當場把火堂小弟打到氣胸，手也
骨折，從包廂內打到包廂外，現場血跡斑
斑，……血濺KTV。(二)18時32分許新聞１、主
播口述：被砍傷的這名竹聯幫老大傷得非常嚴
重……根據過往的幫規，這小弟要面對的恐怕
是非常嚴重的後果。 ２、……事發至今兩
天，大哥還住院中，外傳不少小弟都在蠢蠢欲
動，畢竟持刀砍傷的可是大哥，小弟哪得罪得
起。……這讓幫派將他直接逐出家門，還有少
年想退出直接被毒打……道上幫規一旦有偷錢
或是背叛行為被發現，三刀六眼伺候，就是任
意插三刀，膽敢搶大哥女人甚至殺大哥篡
位，斷手斷腳算小，已經是幫派最大忌(此時畫
面後製說明道上幫規)。另引知情人士說明：搶
大哥女人這種，勾引大嫂，這在江湖上是一個
大忌，就是沒辦法讓他在社會上立足了，一定
是給他"三刀六眼"，不然一定讓他殘廢，打斷
他的手腳讓他殘廢（畫面播出一男子跪在地
上，遭另一男子持棍棒毆打）……。系爭新聞
引用目擊者拍攝之手機影片，呈現幫派人馬逞
凶鬥狠場面，並根據影片內容詳細描述事件人
物及爭鬥過程，部分人物臉部及尖刀雖以馬賽
克方式處理，惟仍可辨識知悉其動作；此
外，詳述違反幫派規定之制裁方式，恐誤導少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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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學習或模仿，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已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
3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都會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420990號
處分日期：
110/04/07

國光幫幫
忙之大哥
是對的

109/06/17
違反節目分
23:00~00:00 級處理辦法

於109年6月17日23時至24時播出「國光幫幫忙 罰鍰
NT$400,000
之大哥是對的」節目，標示「保護級」，由庹
宗康主持，邀請藝人來賓沈玉琳、派翠克及多
位女性來賓參加，當集係以「報告大哥！這些
衣服她們只穿給愛人看」為主題，節目主持人
以4種主題(約會穿搭、派對穿搭、海邊穿
搭、睡衣款式)經由多位女性來賓依其主題穿搭
服飾出場，並讓節目藝人及主持人們票選出心
目中最理想的主題服裝穿搭者，針對違反前開
法令規定之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有哪
一種女生的穿搭，玉琳哥你一看就承受不
了？」藝人沈玉琳：「年輕時當然穿越少越
好、年紀漸長喜歡若隱若現帶點認真專業、最
近喜歡一種穿著緊身白襯衫，就是那個鈕扣感
覺快蹦開來，然後乳溝若隱若現，露全溝也
不OK，……就是感覺很緊，然後下半身黑短
裙，搭配黑絲襪、腿要修長……。」(二)主持
人：「派翠克你是那種穿著？」藝人派翠克：
「……譬如說去健身房看到有些女生穿比較緊
或是比較短的短褲，然後就可以看到她有沒有
在練屁股，因為胸部可能天生的，可是屁股一
定要用練的……看到一點微笑線或是屁股很翹
的那種短褲就是受不了。」(三)節目進行至海
邊穿搭主題時：１、來賓侑芯展示B款式
時：(１)主持人：「妳，請問是在哪一種海灘
穿這樣出現。」來賓侑芯：「墾丁的海
灘」；(２)藝人沈玉琳：「我生眼睛發眉
毛（台語），沒有在墾丁看到有人穿這種泳
裝。」來賓侑芯：「澎湖也有」；(３)主持
人：「澎湖妳也穿這樣？」；(４)張立東：

第 4 頁 / 共 21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內容)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4/01~110/04/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不是，妳不可能穿這樣，妳有踏進去海裡面
嗎？這個很危險。」來賓侑芯：「有踏進去海
裡面」；(５)主持人：「上來就肉色的，不是
這個很危險，妳這樣去海邊不是所有人都在跟
妳搭訕嗎？」來賓侑芯：「就會有人搭訕」主
持人：「什麼叫會有人，這大家都在搭訕，連
管區都趕來了這樣，排隊！排隊！」；(６)藝
人沈玉琳：「連水上摩托車的業者，本來在外
海硬是轉回來」；(７)主持人：「直接騎在她
旁邊，小姐要不要兜風？……。」；(８)主持
人：「不過妳拍穿搭的YOUTUBE點閱率61萬」來
賓侑芯：「就是之前有拍TOP8，就是直播的衣
服」主持人：「這一套應該就
是60萬……」；(９)主持人：「我現在很
累，因為訪問一直在看著前方」。藝人沈玉
琳：「而且她提早把這個節目做到高潮，其實
她訪問完這個節目就可以結束了。」張立東：
「後面已經開始在剪布料了……。」主持人：
「以後有這種內容就先講一下，我那個血壓藥
要先吃。」張立東：「我們眼睛都還有血
絲、血壓過高、眼壓也好高……。」２、另於
兩位來賓展示完後，主持人：「……，你褲子
濕濕的」張立東：「沒有啦，譬如說A肝連(穿
著A款式來賓)那種真的是很歐美的那種泳
裝，其實身材很好的有看過穿這樣，可是像B的
那套(來賓侑芯)我真的是從來沒看
過」……，此時畫面於來賓侑芯旁疊印動態字
幕：「大開眼界」。(四)節目進行至睡衣款式
主題時：１、來賓Olivia展示B款式時：(１)主
持人：「這套衣服是怎麼樣出現?」；(２)來
賓Olivia：「這是我平常的睡衣」；(３)藝人
沈玉琳：「就算旁邊沒有男朋友也這樣穿
嗎?」來賓Olivia：「也會。」藝人沈玉琳：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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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瘋嗎（台語）你一個人穿這樣幹嘛?」來
賓Olivia：「就舒服」；(４)主持人：「你穿
這套想要給男朋友什麼樣的衝擊?」來
賓Olivia：「他生日的時候我就會想說準備驚
喜給他，然後結果他就說(消音處理)才會穿這
樣(於畫面疊印：「穿性感睡衣給男友驚喜 不
料卻遭惡言相向？」）；(５)藝人沈玉琳：
「如果在家老婆要這樣穿，我們感恩都來不及
了」；(６)主持人：「真的，小孩子都不知道
要生幾個了」。２、來賓芷涵展示A款式
時：(１)藝人沈玉琳：「這確定是拿來睡覺用
的?你男朋友睡你旁邊你穿這樣他睡得著？」來
賓芷涵：「沒有啦！我其實平常只穿內褲，可
是今天如果是男朋友給他驚喜的時候才會穿這
樣」；(２)藝人沈玉琳：「你平常只穿內褲上
面不穿，你要給他驚喜時你反而穿起來
了」；(３)藝人派翠克：「芷涵褲子很低，這
太猛了！睡覺的時後是沒有外面那個罩子對不
對，就只有上下這樣子」；(４)主持人：「你
這套是什麼樣的場合才會穿出來？」來賓芷
涵：「工作時拍性感睡衣、或者是給男朋友驚
喜，但是我已經很久沒有穿這樣，因為我單身
很久了……，我媽覺得她把我生得很好就要秀
給大家看，要有自信……」。前揭節目內容及
畫面呈現涉及裸露或具性意涵，除有令人尷
尬、反感之性話題外，易誤導兒童偏差性觀念
或對性別關係不當認知之虞，以及為增加娛樂
效果或以戲謔方式呈現涉及性別之話題及內
容，已逾越「保護級」節目不得播出之內容規
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及電視
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4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森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醫師好辣

109/11/23

節目播送受

由胡瓜主持，邀請藝人及好辣醫師團共10位來

罰鍰
NT$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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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11000060770號
處分日期：
110/04/07

5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46360號
處分日期：
110/04/07

阿龍歌聲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違法事實

裁處日期：110/04/01~110/04/30

受處分內容說明

22:00~23:00 政府委託為
置入性行銷
之內容

賓，以「想要把生活顧好 這三力千萬不能
少?！」為討論主題，於節目片尾揭
露(約22時59分許)：「本節目置入單位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並在討論「找回好食力錯
誤行為別再犯？！」話題時，播出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委託置入性行銷之內容略如下：營
養師林俐岑於討論「烹調時的小撇步讓長者輕
鬆吃飽又吃好」話題時說明：……，其實裡面
有鳳梨酵素再去醃，這樣的一個方式其實可以
讓整個肉排，質地是很軟爛的，長輩比較咬得
動……，其實大家都可以去上我們的「國健署
飲食質地」的一些資訊，它裡面有更多豐富的
訊息，可以給大家。查系爭節目已明確於節目
結束時，揭露接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置入，並於節目內置入「國健署飲食質
地」相關資訊，明顯違反不得播送受政府委託
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

109/12/10
節目與廣告
12:00~1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於12時33分許，系爭節目進
廣告前，主持人說明人體退化的原因，與營養
是否充足及均衡飲食有關，若欠缺營養就要借
重生物科技產品補給，吃營養品及保健食品並
不代表我們是病人，病人是要吃藥，因為我們
就是不要當病人，所以要趕快來吃保養品，讓
你能夠輕鬆，全身包括皮膚、頭髮、眼睛、全
身的筋骨都有需要這個東西，今天這檔舊朋友
就知道，新朋友你要注意聽喔！阿爸阿母！進
廣告。(二)於12時36分至12時46分排播「膠原
蛋白」廣告，由主持人親自推薦及販售該產
品：１、強調膠原蛋白是我們身體包括你的頭
髮、皮膚、指甲、軟骨、骨頭裡面，你的五臟
六腑都要有這成分。２、畫面疊印：「成功大

核處情形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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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合作……」、「膠原蛋白有助軟骨修補
新生，減少關節軟骨磨損，減低退化性關節
炎」、「最強技術……」、「最高品
質……」、「最好吸
收……」等。３、於12時39分許觀眾見證分
享：(１)小港美洪姊：先生脖子、腰長骨
刺，服用「膠原蛋白」後，真的效果很好，大
家要有信心。(２)鳳山玉珠姊：膝蓋關節問題
看了很久的醫生，吃藥沒效，無法爬樓梯，服
用「膠原蛋白」後，現在都敢出去玩了，也不
用拿拐杖。４、於12時44分許製作人上節目表
示：年終慶加碼促銷活動，買大組，再送一盒
鴕鳥精60粒。畫面印：「訂購專
線0800-588-638 慶祝年終慶、特別優惠 再送
機車摸彩券」、「特惠4盒1880 大組8盒3500
」。(三)12時47分許，廣告結束後主持人說
明：現在非廣告時間，但是線下都在服務，現
在打進來，今日加碼2個，本來這是3個而
已，我們製作人已經加碼，但是他後來又要加
碼1個，阿爸阿母啊你們有退化問題，把骨
質、膠質都補充個夠，你有了解喔，1組之
後，我跟你說，你一定會再打來，幫阿龍逗相
報(台語)，接著主持人接聽數通Call in訂購產
品電話：１、秀雲姐，要喔？等一下！２、陳
太太，要喔？好你電話拿著，等一下！３、黃
媽媽，你好！要喔？感謝你，等一下！４、阿
添母阿，這讚的！這組。阿添母：我要
買1組！。５、徐媽媽，要喔？感謝你，你若有
去公園跳土風舞，這組吃了之後，你跳起來會
比別人更輕鬆。６、蔡太太：我要買10組，主
持人：你內行的，我們製作人還加碼。７、阿
蓮媽：怎麼賣？主持人：我派個專人跟你說(將
電話轉至內線)。(四)見證說明(12時53分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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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時56分許)：１、主持人分享親友服用「膠
原蛋白」的案例見證：「自己的親阿姨脊髓開
刀，原容易痠痛、疲累，吃「膠原蛋白」2個多
月後，她已可以到戶外走15分鐘，目前進步到
可以走半小時沒問題。阿姨說每天都
吃2~3條，1~2個禮拜後感覺輕鬆。阿爸、阿母
其實你不用吃那麼多，其實1天1~2條即可，若
醫生說你退化吃2條，較輕鬆的吃1條。２、阿
素母Call in：你真好！我上次買6千元，我還
很多囤著，不然我就買了，主持人：沒關
係，那些吃一吃，再加油顧攤(台語)。阿素
母：你們現在買都好康，我都沒遇到！主持
人：沒有啦！都是我們製作人、廠商加碼
的。３、主持人：阿爸、阿母有沒有看到，今
天買真的很划算，但還是有期限，明天沒說就
沒了，還是說組數送夠了，另外我們製作人加
碼的部分就沒有了。(五)產品推介：節目最
後，主持人說明我們製作人說這兩天要送1台機
車，新朋友收到東西時，亦會收到摸彩券，現
場推出摸彩箱，並說明摸彩券使用方式，阿
爸、阿母這個活動到12月底前，你若趕快投進
去，你就可以抽很多次，若越多張者，中獎機
會比別人大，有的觀眾朋友已
經5張、10張、20張者，重複中獎機會非常
大，阿爸、阿母電話繼續打0800-550-888。旨
揭節目主持人阿龍於節目中接聽觀眾訂購電
話，強調限量優惠，提供見證分享，並搭配廣
告中之優惠促銷活動，說明效果及訂購電話
等，致節目與廣告前後呼應，相互搭配，明顯
促銷、宣傳特定商品，鼓勵消費，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6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三聖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阿龍歌聲

109/12/10

節目與廣告

內容略如下：(一)於12時33分許，系爭節目進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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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前，主持人說明人體退化的原因與營養是
否充足及均衡飲食有關，若欠缺營養就要藉重
生物科技產品補給，吃營養品及保健食品並不
代表我們是病人，病人是要吃藥，因為我們就
是不要當病人所以要趕快來吃保養品……，讓
你能夠輕鬆，不是這裡而已，全身包括皮
膚、頭髮、眼睛、全身的筋骨都有需要這個東
西，今天這檔舊朋友就知道，新朋友你要注意
聽喔！阿爸阿母！進廣告。(二)於12時36分
至12時46分排播「第2代加強版虱目魚鱗胜?膠
原蛋白」廣告，由主持人親自推薦及販售該產
品：１、強調：膠原蛋白是我們身體包括你的
頭髮、皮膚、指甲、軟骨、骨頭裡面，你的五
臟六腑都要有這成分……。２、畫面疊印：
「成功大學技術合作……」、「膠原蛋白有助
軟骨修補新生，減少關節軟骨磨損，減低退化
性關節炎」、「最強技術……」、「最高品
質……」、「最好吸
收……」。３、於12時39分許觀眾見證分
享：(１)小港美洪姊：先生脖子、腰長骨
刺，服用「膠原蛋白」後，真的效果很好，大
家要有信心。(２)鳳山玉珠姊：膝蓋關節問題
看了很久的醫生，吃藥沒效，無法爬樓梯，服
用「膠原蛋白」後，現在都敢出去玩了，也不
用拿拐杖。４、於12時44分許製作人上節目表
示：年終慶加碼促銷活動，買大組，再送一盒
鴕鳥精60粒……。畫面疊印：「訂購專
線0800-588-638 慶祝年終慶、特別優惠 再送
機車摸彩券」、「特惠4盒1880 大
組8盒3500」。(三)12時47分許，廣告結束後主
持人說明：現在非廣告時間，但是線下都在服
務，現在打進來，今日加碼2個，本來這是3而
已，我們製作人已經加碼，但是他後來又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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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1個……，阿爸阿母啊你們有退化問
題……，把骨質、膠質都補充個夠，你有了解
喔，1組之後，我跟你說，你一定會再打來，幫
阿龍逗相報(台語)，接著主持人接聽數通Call
in訂購產品電話：１、秀雲姐，要喔？等一
下！２、陳太太，要喔？好你電話拿著，等一
下！３、黃媽媽，你好！要喔？感謝你，等一
下！４、阿添母啊，這讚的！這組。阿添
母：我要買1組！……。５、徐媽媽，要喔？感
謝你，你若有去公園跳土風舞，這組吃了之
後，你跳起來會比別人更輕鬆。６、蔡太
太：我要買10組，主持人：你內行的，我們製
作人還加碼。７、阿蓮媽：怎麼賣？主持
人：我派個專人跟你說(將電話轉至內
線)。(四)見證說明(12時53分至12時56分
許)：１、主持人分享親友服用「膠原蛋白」的
案例見證：自己的親阿姨脊髓開刀，原容易痠
痛、疲累，吃「膠原蛋白」2個多月後，她已可
以到戶外走15分鐘，目前進步到可以走半小時
沒問題。阿姨說每天都吃2~3條，1~2個禮拜後
感覺輕鬆……。阿爸、阿母其實你不用吃那麼
多，其實1天1~2條即可，若醫生說你退化
吃2條，較輕鬆的吃1條……。２、阿素母Call
in：你真好！我上次買6千元，……，我還很多
囤著，不然我就買了，主持人：沒關係，那些
吃一吃，再加油顧攤(台語)……。阿素母：你
們現在買都好康，我都沒遇到！主持人：沒有
啦！都是我們製作人、廠商加碼的。３、主持
人：阿爸、阿母有沒有看到，今天買真的很划
算，但還是有期限，明天沒說就沒了，還是說
組數送夠了，另外我們製作人加碼的部分就沒
有了。(五)產品推介：節目最後，主持人說明
我們製作人說這兩天要送1台機車，新朋友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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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時，亦會收到摸彩券，現場推出摸彩箱並
說明摸彩券使用方式……，阿爸、阿母這個活
動到12月底前，你若趕快投進去你就可以抽很
多次，若越多張者中獎機會比別人大……，有
的觀眾朋友已經5張、10張、20張者，重複中獎
機會非常大，阿爸、阿母電話繼續
打0800-550-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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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7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三聖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18270號
處分日期：
110/04/15

阿龍歌聲

109/12/15
節目與廣告
12:00~1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產品推介：（於12時33分許 警告
系爭節目進廣告前)１、主持人藉由健康知識的 NT$0
提供(畫面疊印：「全台灣有超過200萬人確診
慢性腎臟病患 醫師提醒務必儘速……」、「不
注意！！嚴重引起尿毒症得靠移植或洗腎」)強
調：「2個月前衛生福利部的新聞稱台灣洗腎人
口已破新紀錄超過9萬多人，固定看腎臟科的病
人有200萬人，固定拿糖分(台語)的藥有250萬
人……，佔2千300萬人之1/5，我們5人坐在這
裡，機能還可以的，我們趕快保養，新陳代謝
都可以好」。２、宣稱：「針對尿酸問題，阿
龍分享這幾年來有很多阿爸、阿母吃了非常
好，但是這段時間為何我們較少講？因為都沒
貨，自從去年參加生物科技大展之後貨就很少
了，因為都賣去國外了，但因我們長期有在配
合，我們叫他們留一些給台灣鄉親，能擁有這
麼好的東西，所以這檔我們特別跟他們團隊
說，請一定要給我一個量，不多！我們準備起
來給這些阿爸、阿母做保養。阿爸、阿母若真
的草仔枝有在吃，這檔你一定要注意看！進廣
告」。(二)於12時37分起排播「草本去風養甚
茶」廣告(計10分鐘)：１、主持人現身「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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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生技國際大展」，訪問中國醫藥大學張主
任，說明參展作品「草本去風養甚茶」並獲國
外醫界團隊詢問……。
２、鏡頭回到棚
內(畫面疊印：「全台灣有超過200萬人確診慢
性腎臟病患醫師提醒務必儘速……」、「不注
意！！嚴重引起尿毒症得靠移植或洗腎」)，主
持人說明全世界洗腎人口台灣為冠，2個月前衛
生福利部的新聞稱台灣洗腎人口已破新紀錄超
過9萬多人將近10萬人……，詳細說明中國醫藥
大學研發的「草本去風養甚茶」之研究報
告……。３、主持人及製作人販售「草本去風
養甚茶」買小組2,800元(30天份)，送15天
份。買大組5,000元(60天份)，再加贈一件毯
子。畫面疊印：「年終優惠最後一檔
0800-588-638」、「草本去風養甚茶 草仔枝絆
倒人 用對會救人」、「小組2800 30天份 加
贈15天份 無效原金退還」、「大組5000 60天
份 製作人加碼送30天份」。(三)於12時47分廣
告結束後主持人繼續於系爭節目推介產品，略
說明如下：１、主持人：現在非廣告時間換打
這支電話0800-550-888，（於畫面疊印：非廣
告時間，請勿提及商品名稱）非廣告時間，電
話打進來，請說「阿龍，我要！就直接轉線
下(台語)」，並強調：現在都是銷國外，在台
灣已經很少有這種東西，……若是有一些年輕
人愛吃火鍋、海鮮，老公有在喝酒，師兄、師
姊吃素食製品一般以香菇原料製造普林較
高，這種東西會造成尿酸提升……，要增加代
謝要用天然的……，舊朋友若一看到阿龍在分
享這個，都不會考慮，電話拿起來都是大組
的(台語)，今天大組的我們製作人還有加
碼……。２、於12時50分9秒插播製作人促銷產
品之言論：「阿龍！剛才30件(毯子)沒了，沒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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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今天打電話有登記的我都送，兩種顏色都
可供挑選……」，主持人：「不知道大家都愛
那件，大組給它訂下去，那件你帶回去，尤其
這兩天冷氣團要來了………，0800-550-888現
在非廣告時間這支電話繼續打，你就可以改
善，你在那裡找不到方法……，大家都是吃消
炎、利尿、止痛，你試試看讓你知道，哇！原
來天然的東西可以這樣……，今年因為疫情緣
故，原物料都沒進來，用剩下的原物料去
做，所以數量不多……」。３、主持人說明系
爭產品沖泡方式，一直泡，泡到茶包無
味……，像我這樣沖一杯喝完再沖，可
沖3~4杯，一天一包而已，真的很省……，阿
爸、阿母保養也好、還是做調理也好，這有夠
好的，0800-550-888電話繼續打。４、於節目
中接聽多位觀眾Call in訂購產品電話(約
於12時48分起)：(１)我要剛才那個。(２)阿
龍：我要換大組的。(３)阿春姊：阿龍！我要
大組的。 (４)張媽媽：阿龍給我寄1組大
的。(５)梅香姊：草仔枝2盒。(６)主持人：文
雄嫂要喔！文雄嫂：被子要紅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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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
定。
8 三聖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三聖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18310號
處分日期：
110/04/19

街頭巷尾
愛笑歌

109/12/15
節目與廣告
16:00~18: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產品使用方式：於節目中主 警告
NT$0
持人接受民眾江大姊call in說明貨已收到
了，並詢問產品用法(可以洗碗?)；主持人：可
以，將其稀釋較薄後噴一噴，那是酵素的東西
所以沒關係。(二)於16時51分許排播「潔魔
靈SGS環保濃縮清潔液」廣告，由主持人親自推
薦及販售該產品。於畫面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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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588-638 只有今天再送6瓶共12瓶 潔魔
靈6瓶 $原價2000」。(三)廣告過後主持人產品
推介：我們有些較油、較髒的，如做生意的可
用原液直接倒下去，地板會很乾淨，真的很好
用，用了你一定稱讚……、保證使用這一組於
清潔當中你會很有成就感，為何別牌都清不
好，為何這組特別好清……，我家至少有10瓶
不同牌子結果都不好用，這一個真的超好用我
只有1瓶而已，尤其是廁所的黃垢，……你噴一
噴，等一下像新的磁磚，真的你把它試看
看，便宜又好用……(台語)。(四)廣告過後主
持人於現場接聽多位觀眾Call in購買產品電
話，包括：１、阿成：1組；２、許大姐：我小
組就好；３、寶釵姐：幫我送1組大的；４、李
大姐：小組的多少錢?５、新朋友：「你好，要
買清潔劑」，主持人：「大哥你等一下，大小
組跟小姐講(電話轉接線下)」；６、蕭大哥：
「大組」，主持人強調：「……有使用的當然
大組較划算……」。(五)主持人於第二節廣告
播送前宣稱：１、百合大姊剛才工商服務時間
來電，稱讚我們那個噴的真的很好用，大家用
過都稱讚。
２、另強調：這些新朋友、老
朋友撿到好康，……尤其是不會飛的鳥，今天
有好康的要送給你，60粒裝不是30粒
的……，你若有在吃不會飛的鳥，你就知道這
是顧腳骨(台語)，但我們這組不只是顧腳骨(台
語)，從頭髮到腳底都需要的東
西……。(六)於17時22分排播「膠原蛋白」廣
告：１、主持人親自推薦及販售該產品，於畫
面疊印：「膠原蛋白有助軟骨修補新生，減少
關節軟骨磨損，減低退化性關節炎」、「最強
技術……、最高品質……、最好吸收……」、
「訂購0800-588-638 特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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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3盒1180」……。２、於17時30分許製作人阿
奇上節目表示：年終慶特別優惠，買大組再送
一盒龜鹿駝鳥精60粒，還有摩特車摸彩
卷……。畫面疊印：「訂購專
線0800-588-638年終慶再送龜鹿駝鳥精1盒大包
裝60粒」、「特惠4盒1880 大組8盒3500
」。(七)廣告結束後主持人繼續接聽數通Call
in訂購產品電話並再度推介產品：１、鐘媽
媽：我要大組的。２、美環姐：我要訂1組「膠
原蛋白」。３、產品推介：這個東西不是常
有，這次還有摸彩……，爸爸、媽媽要趕快
打(台語)，這第二代的……，要補充這種速度
快、好吸收、很好吃、方便……，若是看到樓
梯就害怕的要趕快來吃這個，每天補充，若爸
爸、媽媽皮膚較不好的你每天吃，漸漸你的臉
會越來越美、頭髮不會像稻草，有吃真的有
差，若是新朋友小組的你先吃看看，我給你保
證！改天你就會說我要換大組……，若未使用
過的鄉親長輩，我給你建議，給你自己1次機
會，你絕對會給我們稱讚，……會以很快的速
度給你們感受，你可以幫我們做一下口碑，真
正讚！給你蹲下站得起來……，一週後至少皮
膚改善很快……我覺得其實大組真的比較划
算，還送那個60粒的不是30顆，要賺就是賺這
個，電話趕快打0800-550-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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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
定。
9 緯來電視網股份
有限公司

緯來電影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04190號
處分日期：
110/04/23

V.I.P.

109/07/09
違反節目分
01:50~04:30 級處理辦法

受處分人經營之緯來電影台
於109年7月9日1時50分至4時30分播
送「V.I.P.」節目，標示為「輔15級」，違反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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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規定之內容略如
下：2時7分許：數名男性犯案者全身裸露對女
孩以性虐待方式凌虐，男主角之1(李鍾碩飾
演)，以細繩勒住女孩脖子，血漬噴出，沾染了
男主角臉龐。(搭配近距離拍攝受害者血肉模糊
及驚恐的面部表情)2時11分許：南韓國境發現
遭性侵殺害的女性屍體。(有血肉模糊的特寫鏡
頭)2時21分許：檢驗者描述犯案者的犯罪手
法。(這是從犯人放在7號受害者陰道裡的茄子
發現的……，因為太小，所以第1次檢查遺漏
了……。)3時8分許：南韓警官手持翻閱數張遭
性凌虐殺害的屍體照片；另一警官口述，犯罪
手法相似都是隨興玩過後再殺掉……。3時39分
許：找到證物(犯案影帶)，數名警官觀看犯罪
影片，犯案者口述，從哪裡切下去好
呢？4時23分許：南韓警官把槍放在殺人魔嘴
裡，開槍後，並拿起一把刀子……。4時25分
許：南韓警官提著一個黑色袋子，交給美方人
士，美方打開袋子，赫然發現殺人魔的頭(鏡頭
由上往下拍攝)。前揭節目內容及畫面呈現「性
行為、色慾、裸露或具性意涵」及「血腥、暴
力、恐怖」等內容，已逾越「輔15級」節目不
得播放之內容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28條第3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
定。
10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04650號
處分日期：
110/04/23

57爆新聞

109/07/20
節目與廣告
18:00~19:00 未明顯分開

播出「要讓〝鐵粉變股東〞？牛排業者推〝消
費抽股票〞！」內容時，由財經主播巫嘉
芬（以下簡稱巫主播）詳盡說明王品餐廳促銷
資訊，有為特定商家推介宣傳，致節目未與廣
告明顯區隔之內容略如下：巫主播於介紹電子
券之使用方式時，電視畫面出現「要讓〝鐵粉
變股東〞？牛排業者推〝消費抽股票〞！」標

罰鍰
NT$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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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巫主播介紹讓三倍?放大再放大密
技，讓123塊變成3323塊，卻在其身後螢幕畫面
持續出現「要讓鐵粉變股東？吃王品竟能抽股
票！」、「王品集團股票」、「吃王品 領現金
抽股票！」 、「以今天7/19收盤價為例 王品
股價為79.2元 總共端出15張股票免費抽！」、
「2020/7/15～2020/9/30 持王品瘋美
食APP『王品現金兌換券』完成兌現金活動，即
可抽王品餐飲公司股票收盤價等值之現金與王
品集團抵用券」等為特定餐廳業者促銷活動之
資訊，以及民眾食用王品牛排或用餐畫面。在
介紹王品集團搶商機活動時，巫主播進一步表
示：「因為大家都在搶這個三倍券的『商
機』嘛！所以喔，王品它就推出一個『你吃牛
排，你還可以吃到變成王品的股東
喔』。欸，這史上第1次喔！史上頭一遭喔！怎
麼做？它這時候告訴你說，你只要是王品的鐵
粉，你去吃一定的金額之後，它就會送你一個
東西叫做『現金的折抵券』，你第2次拿這個現
金折抵券去吃的時候，它就給你一個抽獎機
會。所以，你吃愈多，消費愈多，你抽獎金額
機率就愈大。頭獎是什麼？就是一張王品的股
票。它總共推出15張的王品股票讓你抽，總價
大概現在依照這個股價算起來，大概是有將
近120萬元。所以，史上第1次，吃牛排可以吃
到變股東。」綜上，上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
為特定餐廳業者促銷活動宣傳之客觀事實，致
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
隔，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11 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藝術台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47770號
處分日期：
110/04/28

阿龍歌聲

109/12/15
節目與廣告
12:00~1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產品推介：（於12時33分許 罰鍰
系爭節目進廣告前)１、主持人藉由健康知識的 NT$200,000
提供(畫面疊印：「全台灣有超過200萬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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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病患醫師提醒務必儘速……」、「不
注意！！嚴重引起尿毒症得靠移植或洗腎」)強
調：「2個月前衛生福利部的新聞稱台灣洗腎人
口已破新紀錄超過9萬多人，固定看腎臟科的病
人有200萬人，固定拿糖分(台語)的藥有250萬
人，佔2千300萬人之1/5，我們5人坐在這
裡，機能還可以的，我們趕快保養，新陳代謝
都可以好」。２、宣稱：「針對尿酸問題，阿
龍分享這幾年來有很多阿爸、阿母吃了非常
好，但是這段時間為何我們較少講？因為都沒
貨，自從去年參加生物科技大展之後貨就很少
了，因為都賣去國外了，但因我們長期有在配
合，我們叫他們留一些給台灣鄉親，能擁有這
麼好的東西，所以這檔我們特別跟他們團隊
說，請一定要給我一個量，不多！我們準備起
來給這些阿爸、阿母做保養。阿爸、阿母若真
的草仔枝有在吃，這檔你一定要注意看！進廣
告」。(二)於12時37分起排播「養甚茶」廣
告(計10分鐘)：１、主持人現身「亞洲尖端生
技國際大展」，訪問中國醫藥大學張主任，說
明參展作品「養甚茶」並獲國外醫界團隊詢
問。２、鏡頭回到棚內(畫面疊印：「全台灣有
超過200萬人確診慢性腎臟病患醫師提醒務必儘
速……」、「不注意！！嚴重引起尿毒症得靠
移植或洗腎」)，主持人說明全世界洗腎人口台
灣為冠，2個月前衛生福利部的新聞稱台灣洗腎
人口已破新紀錄超過9萬多人將近10萬人，並詳
細說明中國醫藥大學研發的「養甚茶」之研究
報告。３、主持人及製作人販售「養甚茶」買
小組2800元(30天份)，送15天份。買大
組5000元(60天份)，再加贈一件毯子。畫面疊
印：「年終優惠最後一檔 0800-588-638」、
「養甚茶 草仔枝絆倒人 用對會救人」、「小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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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800 30天份 加贈15天份 無效原金退還」、
「大組5000 60天份 製作人加碼送30天
份」。(三)於12時47分廣告結束後主持人繼續
於系爭節目推介產品，略說明如下：１、主持
人：現在非廣告時間換打這支電
話0800-550-888，（於畫面疊印：非廣告時
間，請勿提及商品名稱）非廣告時間，電話打
進來，請說「阿龍，我要！就直接轉線下(台
語)」，並強調：現在都是銷國外，在台灣已經
很少有這種東西，若是有一些年輕人愛吃火
鍋、海鮮，老公有在喝酒，師兄、師姊吃素食
製品一般以香菇原料製造普林較高，這種東西
會造成尿酸提升，要增加代謝要用天然的，舊
朋友若一看到阿龍在分享這個，都不會考
慮，電話拿起都是大組的(台語)，今天大組的
我們製作人還有加碼。２、於12時50分9秒插播
製作人促銷產品之言論：「阿龍！剛才30件(毯
子)沒了，沒關係今天打電話有登記的我都
送，兩種顏色都可供挑選……」，主持人：
「不知道大家都愛那件，大組給它訂下去，那
件你帶回去，尤其這兩天冷氣團要來
了………，0800-550-888現在非廣告時間這支
電話繼續打，你就可以改善，你在那裡找不到
方法……，大家都是吃消炎、利尿、止痛，你
試試看讓你知道，哇！原來天然的東西可以這
樣……，今年因為疫情緣故，原物料都沒進
來，用剩下的原物料去做，所以數量不
多……」。３、主持人說明系爭產品沖泡方
式，一直泡，泡到茶包無味，像我這樣沖一杯
喝完再沖，可沖3~4杯，一天一包而已，真的很
省，阿爸、阿母保養也好、還是做調理也
好，這有夠好的，0800-550-888電話繼續
打。４、廣告後於節目中接聽多位觀眾Call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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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訂購產品電話(約於12時48分起)：(１)我要
剛才那個。(２)阿龍：我要換大組的。(３)阿
春姊：阿龍！我要大組的。(４)張媽媽：阿龍
給我寄1組大的。(５)梅香姊：草仔
枝2盒。(６)主持人：文雄嫂要喔！文雄嫂：被
子要紅色的。旨揭節目主持人阿龍於節目中接
聽觀眾訂購電話，強調限量優惠，提供見證分
享，並搭配廣告中之優惠促銷活動，說明效果
及訂購電話等，致節目與廣告前後呼應，相互
搭配，明顯促銷、宣傳特定商品，鼓勵消
費，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12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10720號
處分日期：
110/04/29

炮仔聲

109/07/23
違反節目分
20:00~22:30 級處理辦法

警告
節目分級標示為「普遍級」，惟於20時2分
至4分(約計2分鐘許)播出劇中女演員麗玲(為好 NT$0
友心語老公的小三)刻意將好友心語灌醉，然後
進入好友心語房間，確認已酒醉後，劇中男演
員心語老公：「……，那去我們房間，我今晚
一定會讓你嗨到天亮」，麗玲：「沒有啦！我
要在這裡」，心語老公：「在這裡，但是心語
在這裡」，麗玲：「因為在這裡比較刺激，你
放心，我會小聲一點」，隨即兩人於房內地毯
上發生親密行為（於畫面呈現：兩人脫衣、擁
吻、下肢纏繞，心語老公以手撫摸麗玲腿部由
小腿至大腿）等內容，並搭配男女演員對白略
以，心語老公：「喜歡嗎？」，麗玲：「很
愛」，心語老公：「待會我會讓你更愛」、
「接下來我才要做更壞的事情」，此時酒醉的
心語突然由床上坐起聲稱要喝水後，又繼續倒
頭睡著了(親密的兩人突然停止動作)。麗玲：
「怎樣，你嚇到了！」，心語老公：「沒有
啊，這樣更刺激」，麗玲：「你果然是我的男
人，今晚我要你離不開我」，接著再度呈現兩
人於地毯上激情擁吻之劇情及畫面。系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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