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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兒童收視熱門時段之電視內容分析 
 

    世界兒童廣電日(Th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of Broadcasting)由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於 1991 年成立，這個節日的目的在於鼓勵世界各地的廣播電視工作者

提升對於兒童議題的意識，號召全球媒體人在這天「為兒童廣播」。 

    2009 年之前，世界兒童廣電日於 12 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舉辦，然而從 2009

年開始，被移到 3 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今年的世界兒童廣電日是在 3 月 3 日。每

年都有來自上百個國家的數千個廣播電視媒體，在這一天播出為兒童製作或與兒

童相關的節目；且更重要的是，兒童們被允許參與製作過程，漸漸地，青少年的

參與更成了這個節目的重心。兒少應享有的傳播權益相如下: 

 

• 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七條 

簽約國承認大眾傳播有其重要功能，應保證兒童可自國家或國際各方面獲

得資訊，尤其是為提升社會、精神與道德福祉與身心健康方面的資訊。 

 

   兒少應享有之傳播權益 

• 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 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 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 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 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 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以上的權利宣示兒童應該享有媒體帶來的好處，而大人也應該致力於使兒童

免於遭受媒體的傷害。因此，電視台應該製播適合兒童收看的節目，播放廣告時，

也應該考慮到兒童的心智能力，避免一味引發兒童消費的衝動。電視當中有關兒

童、少年的描述，不應偏重呈現特定行為、事件或偏見；呈現兒童影像時，更應

該尊重、保護兒童的隱私權。在兒童接受媒體訊息的同時，師長則應該提供媒體

識讀教育，培養正確的閱聽習慣，正確地解釋媒體的訊息等。然而，目前就算是

普遍級的媒體影像，都充斥著暴力、色情，令人憂心。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委託調查「兒童收看節目及廣告對其行為影響研

究量化調查結果報告」，兒童周間最常看電視的時段分別是晚上六點至八點

(55.6%)、及晚上八點至十點(44.8%)。為了瞭解台灣兒童在晚上六點至十點之間

所觀看的節目內容，兒盟於 2013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 月 23 日，分別就收視

熱門的鄉土劇、綜藝節目進行內容監看，收視熱門的鄉土劇包含風水世家、天下

女人心，收視熱門的綜藝節目包含萬秀豬王、綜藝大集合；另外亦針對奇摩網站

於 2012 年票選的十大新聞內容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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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闔家觀賞的熱門電視節目，每 10 分鐘出現 1 次不當畫面 

※暴力畫面--平均每小時出現 1.8 次 

※不當言語--平均每小時出現 3.3 次 

※黃腔、情色畫面--平均每小時出現 1.4 次 

    根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一般頻道(未鎖碼)在下午四點至晚上九點

之間，只能播出「普級」節目；然而在台灣，就算是標示為普級的熱門電視節目，

卻不見得適合兒童觀看，因為這些節目乃是針對成人觀眾製播，其中仍摻雜著不

少不當言語、暴力或情色畫面。 

    依據熱門電視節目的監看結果發現，「不當言語」出現的頻率最高，平均每

小時出現 3.3 次，「暴力畫面」次之，平均每小時出現 1.8 次，「黃腔、情色畫

面」平均每小時出現 1.4 次；加總下來，平均每小時會出現 6.5 次不當言語、暴

力或情色畫面。 

 「鄉土劇」充斥不正確的觀念「綜藝節目」引起不當模仿內容多 

    監看結果也發現，「不正確的觀念、知識」在鄉土劇的出現頻率高，如：重

男輕女、迷信、搶男友、外遇、欺騙情節…等；而綜藝節目的遊戲內容容易引起

不當模仿，部分遊戲具有危險性，但並未註明「請勿模仿」的字樣，若年紀又小

的兒童學習其遊戲內容，可能造成受傷等意外。 

    此外，根據一份大規模的調查1指出，在看過綜藝大集合或豬哥會社的民眾

中，五成七(57%)的民眾認為綜藝大集合或豬哥會社這類型的綜藝節目須 15 歲以

上的小孩才適合觀看，僅有兩成四(24.2%)民眾認為不限年齡都可觀賞；此外，在

看過夜市人生(或犀利人妻)的民眾中，有七成八(77.7%)的民眾認為夜市人生(或犀

利人妻)這類型的連續劇須 15 歲以上的小孩才適合觀看，僅有 9.5%民眾認為不限

年齡都可觀賞。由此可知，相當高比例的台灣民眾不認為這些類型的連續劇、綜

藝節目適合闔家觀賞。 

 

節目名稱 播出時間 

天下女人心 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八點至十點，周末重播 

風水世家 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八點至十點，周末重播 

萬秀豬王 周末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晚上八點至十點 

綜藝大集合 周末下午十二點半至二點半，晚上八點至十點 

                                                      
1 卓美玲(2012)。電視節目分級處理辦法修正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報告。調查期間為
民國 100 年 9 月 10 日至民國 100 年 9 月 19 日，本研究主要調查全國 18 歲以上的受訪
者。本報告中呈現之比例係扣除「沒看過這類節目」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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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每小時出

現次數) 

暴力畫面

(打人、甩

巴掌等) 

不當言語

(嘲笑、謾

罵、令人

反感的性

話題等言

語) 

過於情色的表現

(鏡頭著重於女性

的胸腺、身材，主

持人以女性身材

為題材，肢體上性

暗示、猥褻動作) 

引起不當模

仿(詳細描述

犯罪手法、

危險遊戲行

為、吸菸、

喝酒鏡頭等) 

置入性行銷

(明顯顯示業

者、商品名

稱) 

不正確的觀念或知識

或扭曲的社會價值

(性別標籤與刻板印

象、整人、惡搞、揭

人創疤、歧視或貶抑

特定性別或族群、過

於強調奢華、拜金等) 

鄉土劇 1.7 2.8 0.3 0.1 0.2 4.4 

綜藝節目 1.9 3.8 2.5 0.9 0.8 2.4 

平均 1.8 3.3 1.4 0.5 0.5 3.4 

 

 冷不防出現暴力、色情畫面的普級新聞節目 

    就算是普級的新聞節目，也不乏讓孩子覺得恐怖、噁心的畫面內容。針對

2012 年的熱門新聞內容進行了解，發現在十則熱門新聞(1.林益世涉貪 2.憂勞退

基金瀕臨破產 3.油電雙漲 4.保釣 5.歐巴馬勝選 6.李宗瑞淫照 7.馬英九勝選 8.林來

瘋 9.鳳姐陶叔離世 10.Makiyo 毆司機)中，有兩則頻繁出現暴力、色情內容。 

    在這兩則新聞(李宗瑞淫照、Makiyo 毆司機)中，犯罪手法的報導詳細，甚至

有不少新聞節目進行專題報導，除了詳述性侵情節、手法外，也介紹「撿屍」、「扛

屍」等用語，使得其犯罪方式容易造成模仿；此外，暴力毆人的畫面播放次數十

分頻繁，上述這些影像的播放容易讓人不適，對兒童來說更是負面影響。 

    根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普級」節目不該出現任何對兒童發生不

良影響之暴力、血腥、恐怖等情節，以及任何涉及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等之

內容；然而，只觀察熱門新聞內容，就出現「下戲後合照?」、「春宮秀」等字眼，

且新聞畫面不斷重複出現踹人、摔人、喇舌、正面露點等鏡頭。不禁讓人感嘆，

應該是「普級」的新聞節目，卻讓家長也不得不拿起遙控器轉台? 

    此外，由國內研究發現，兒童對連續劇與電影暴力內容傾向認同，受其影響

甚鉅2，常觀看這類型媒體對於少年的偏差行為具有預測力3，年級越高的學生越

容易受到收看暴力電視節目的影響4，顯示暴力、情色類媒體的兒童的影響力不

容輕忽! 

                                                      
2 陳靜音(2010)。國小兒童對卡通節目暴力行為之解讀與社會真實性認知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3 張麗鵑(2003)。媒體閱聽、同儕關係與少年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4黃妙玟(2008)。父母管教方式、收看暴力電視節目與校園霸凌之相關研究－以台北縣國小高年級 

學童為例。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9%99%B3%E9%9D%9C%E9%9F%B3%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wtN.e/search?q=sc=%22%E5%8D%97%E8%8F%AF%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wtN.e/search?q=sc=%22%E5%8D%97%E8%8F%AF%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wtN.e/search?q=dp=%22%E6%95%99%E8%82%B2%E7%A4%BE%E6%9C%83%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kbM.1/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kbM.1/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kbM.1/search?q=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kbM.1/search?q=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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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盟的呼籲】 

 業者應避免不當內容於普級時段播出 

    根據兒盟過去的調查5發現，二成(21.4%)孩子覺得有些電視節目讓人覺

得很噁心6；二成六(25.7%)的孩子看了新聞後感到生氣，一成五(14.9%)感到

害怕。可見除了成人覺得部分熱門電視節目不適合兒童觀看外，這些節目的

暴力、腥羶內容也會帶給孩子不好的感受。依照電視監看結果，目前普級時

段仍不時出現暴力、情色畫面及不當言語，業者應加強把關，不讓這些內容

於普級時段播出。 

 

 父母應陪伴兒童挑選或觀看電視節目 

   兒盟過去調查7也發現，「通常會」有父母陪同收視的學童約佔 34.5％，「一

定會」陪同收視者則有 10.9％，而父母「通常不會」、「一定不會」陪同收視

者分佔 32.7％和 21.9％，顯示五成四的學童看電視時，通常不會有父母在旁

陪同。然而，目前就算是「普級」的電視節目也不見得適合兒童觀賞，需要

父母協助兒童篩選、陪同觀看。 

 

 政府應重視節目分級管控 

    根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普級節目不得播放任何對兒童發生不

良影響之暴力、血腥、恐怖等情節，或易引發兒童模仿有傷害自己或別人之

虞之情節；然而，現行普級節目內容的控管顯然不良。 

    參考加拿大8、美國9的電視分級方式，除了普、護、輔、限級節目外，

另外並針對兒童製作的節目進行分級；而其普級節目，也只能有極少的肢

體、言語或情感暴力。建議政府應該針對目前電視內容進行更謹慎地分級控

管，並針對現行的分級辦法進行修正。 

                                                      
5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6)。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6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5)。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7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5)。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8 加拿大除了普級節目外，另針對兒童設有 C 及 C8 之分級。(C： 適合二至七歲兒童，不容許任 

  何等級的猥褻或色情內容，沒有或很少暴力)。資料來源: 卓美玲(2012)。電視節目分級處理辦  

  法修正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報告。 
9 美國的 TV-G 是普級內容適合所有年齡，但不必然是兒童節目，針對兒童另外設有 TV-Y、TV-Y7、 

  TV-Y7-FV 之分級。(TV-Y 是針對 2-6 歲的兒童節目，不允許任何會驚嚇到幼童的內容)。資料 

  來源: 卓美玲(2012)。電視節目分級處理辦法修正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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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不當電視內容摘要 

 

※暴力畫面 

甩巴掌、踹人、掐人脖子、用拐杖戳人、踢人、打頭、抓人領口、捏手臂、踩

腳、扭打、彈額頭、故意絆倒人 

※不當言語 

你給我閉嘴，你祖媽只講一句，你回這麼多句 

裝死，我踹死你跟你說 

畜生、無腦人、混蛋、棄婦、你發瘋(台語) 、卑鄙下流人渣 

嘲笑人的身材、外表―人家說人醜要怪父母；泡在水裡泡胖了，整個都肥起來 

※黃腔、情色畫面  

主持人和女來賓說:你可以晚上和我睡看看 

主持人開玩笑假裝摸女來賓胸部 (叫來賓把裙子掀起來) 

主持人看見穿短裙來賓問:等一下有要脫嗎? 

鏡頭不斷特寫女星大腿畫面 

※引起不當模仿 

勸人喝酒 

一個人同時揹 3~4 個人，後面的人用力跳到前面的人身上(未註明”請勿模仿”) 

不斷快速用頭撞破氣球(未註明”請勿模仿”) 

將頭潛入水中咬柳丁(未註明”請勿模仿”) 

※不正確的觀念或知識 

◎重男輕女―我家的人總會有一天知道你的好，只要你快點懷孕，替我們林家 

            生個金孫 

◎迷信―找師父買「開運四財財庫箱」，燒了可以補財庫；找師父問女兒跟前

男友的感情，師父說「有緣無份」，又請師父想辦法開符讓他們復

合；跟某人吃完飯後回家一直拉肚子，認為是不是沾到煞氣。 

◎搶男友―你不會耍心機也不會跟別人搶，如果不是我去找阿 BEN，你們又要

擦身而過了 

◎外遇―有婦之夫糾纏前女友、婚外情 

◎欺騙―為了獲得總經理職位和公司股份,費盡心機欺騙妻子；為了搶奪監護

權,告訴小孩如果你不乖親生媽媽就會很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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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熱門新聞標題與內容摘要 

 

下戲後合照?女主角穿李宗 T 恤玩自拍 

李宗瑞律師:日本女性會在性行為時發出聲音取悅男性，say no 也是一種情趣 

男”殭屍獵人”女扮”屍體” 撿屍大道就地春宮秀? 

帶回家之後有五個步驟:沖脫泡蓋送 

驗屍:看這個女生正不正；屍變:女方說:我原諒你，不過，五萬；集郵:開始講究

女生的背景，甚至更特殊的一些情節 

沒下藥性侵?影片女子抗拒掙扎戳破謊言 

 

獨家! Makiyo狠踹倒地運將 

司機想走，友寄隆輝還施展柔道，勒住他的脖子…友寄隆輝立刻一個箭步外加

側踢，林姓司機就像足球當場被踹飛到人行道上…友寄隆輝還不罷手又踹又踢 

Makiyo 大談夜店經 節目承認喝酒變暴力如果我今天有酒精的話我真的可以打 

推肩?襲胸?踹車門? Makiyo 稱醉”全忘了” 

〈獨家〉Makiyo若跟鞋猛踹 「250公斤」重傷 

先鎖喉過肩摔失敗，再把試圖逃跑的司機拉回，用力側摔，連續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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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 

 

                            

時       間 

電  視  事  業 

06:00 － 

16:00 

16:00 － 

19:00 

19:00 － 

21:00 

21:00 － 

23:00 

23:00 － 

06:00 

無線電視 普、護 普 普 普、護 
普、護、

輔 

有線電視、衛

星電視 

一般頻道（未

鎖碼） 
普、護 普 普 普、護 

普、護、

輔 

電影頻道（未

鎖碼）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

輔 

普、護、

輔 

有線電視、衛

星電視 

一般頻道（鎖

碼） 普              護             

輔             限 電影頻道（鎖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