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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7年第八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7年 9月 28日（週四）下午 7時 15分 

地    點：民視公司 13樓會議室 

主    席：鄭自隆委員 

出席人員：本會自律諮詢委員及列席人員 

本會自律諮詢委員 

鄭自隆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劉新白  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姚淑文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 

黃旭田  臺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章忠信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彭文正  政經看民視外聘主持人 

 

胡婉玲  新聞傳播群副總經理 

蕭翠英  採編部經理 

蘇義崧  製播部經理 

陳光中  採訪中心副理 

陳國雄  編輯中心副理(請假) 

 

列席人員： 

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採訪中心政治主任葉啟承、採訪中心財經主任周秀玥、

攝影中心主任李健成、節目中心主任陳佳誼、網路中心主任林筠騏、編審江旭

初、編審關瑜君、行政組召集人洪幸寬 

 

紀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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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討論議題： 

一、民視新聞自律規範之「涉己事務」內容修正討論。(詳見附件一) 

 

姚淑文委員： 

1、 我特別看了中天的部分，第一，中天有做一個歸納，第二，雖然中天寫得非

常正經八百，但其實保留了非常大的空間，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彈性處理的

做法，中天處理的模式，可以是一個學習的方向，沒有把自己給限縮住，中

天用這樣原則性一條一條標出來，但其實裡面的文字內容充滿了彈性跟空

間，像裡面的「冷靜處理原則」，裡面寫著「應本於客觀理性原則」，那什麼

是「客觀理性」也不多說，就是我確實有客觀跟理性，其實充滿彈性，此外，

「報導涉己事務新聞時，應揭露中天電視與該新聞的利益關係，以昭公信」，

所以說它不是不能說，只是說這件事情的角度及報導上要如何去詮釋。 

2、 反過來看我們民視，第一點我們就把涉己的概念框架住了，那萬一是具有新

聞性的，我們的迴避原則又是如何？其實會有一點前後矛盾的地方。 

 

劉新白委員： 

我的看法是，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這四個原則，如果我們站在一個 leader

的角度來看，它應該有一個優先順序，因為這四個原則彼此之間還是有衝突的，

到底是把公共利益原則擺最前面？還是把比例原則、利益揭露原則擺最前面？我

覺得如果今天我們民視要做一個 leader 的話，可能要把這部分做一個簡單的分

析，若遇到衝突的時候，最重要的第一個原則為何？然後我們再照剛剛姚老師講

的如何去詮釋它。 

 

章忠信委員： 

1、 關於涉己新聞自律規範，在面對這議題時，應該要先自問，我們是要成為新

聞自律的領導者？還是去跟別人比較，他們沒有，所以我也不要有？這是一

個很大的原則性問題。基本上，當我們把它訂得詳細一點，其實是在顯示一

件事情，就是我們是認真的，我們不是隨便弄一個抽象規範，然後到時自己

來喬。 

2、 站在觀眾的角度，關於涉己新聞自律議題，我認為有兩點，第一，是要不要

報，第二，是怎麼報。我覺得應該是先去處理「要不要報」這件事，再去處

理「要怎麼報」這件事。關於涉己新聞，我們要思考為什麼要報導？是因為

具有新聞價值才報導？還是因為我能獨家？所以要報導？涉己新聞為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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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除非真有新聞價值，否則我們不必報導；別台有報導的，如果沒

有新聞價值，我們也未必需要報導。因此，重要前提必須是「具有社會關注

新聞價值」時，才進入到「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報」這個問題。 

3、 其他可以討論的部分，第一點「及其親屬」這個地方有沒有親等的問題？這

個一表八千里會不會太廣？要不要限一下？另外第五點，我們家族頻道過

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報嗎？如果不具社會關注新聞價值性時，是不是等於

在行銷了？若是行銷的話就不是很恰當，我對第五點是比較關切的。 

 

彭文正委員： 

民視部分有幾點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點，什麼叫「與政治相關之報導」？第四

點「提供一個各造公開議論空間」，把「各造」改成「多元」會好一點，因為如果

有好幾造該怎麼辦？「多元」是比較有轉圜的空間。 

 

黃旭田委員： 

1、 章委員講到一個重點，就是到底我們是要訂一個比別人好一點的？還是我

們就馬馬虎虎就好了？以過去這兩年的相處，我認為各位應該是覺得民視

是做得比較好的，如果我們訂得完整一點，應該是符合我們民視過往的風格。 

2、 民視第一點算是定義性的規定，這點中天也有，這是其它各台比較沒有的，

民視第五點的 C、D、及第六點，是別人沒有的，剩下的第二、三、四點及第

五點 A、B，其實是各台都差不多。應該是說，各台大致上都應該可以做得

到的，都寫得出來的，其實我們寫得再完整一點也沒關係，所謂再完整一點，

在我的想像中，可以用中天的架構為基礎，然後我們可以在某些地方寫得再

多一點，這樣看起來就會非常完整，完整基本上就是高分的意思，訂出來一

看就知道是民視最完整最認真。 

3、 大致歸納各台規定： 

(1) 中天第一點基本定義：民視第一點相同。 

(2) 中天第二點基本精神：民視第二點相同。 

(3) 中天第三點公共利益原則：年代第四點相同。 

(4) 中天第四點揭露利益原則：年代第三點、壹電視第三點相同。 

(5) 中天第五點衝突迴避原則：年代第三、四點相同。 

(6) 中天第六點多元平衡原則：民視第三點、年代第一、五點、及壹電視

第四點相同。 

(7) 中天第七點報導比例原則：年代第二、五點、及壹電視第五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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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天第八點冷靜處理原則：民視第四點、非凡第一點類似。 

4、 綜上可知，多元平衡原則是各台高度共識，報導比例原則也是各台普遍重視，

這些是不可能拿掉的，除此之外，再考慮用什麼文字會比較適宜，最後再加

點具有領導風格的文字，這樣就很完整了。 

 

胡婉玲委員： 

1、 民視第五點： 

(1) 這點有點類似施行細則，也就是對公司內部自己生產的節目，當時在

NCC督導之下，NCC是授權可以宣傳、行銷，由新聞台節目自己行銷，

近年來，又將開放範圍擴大至家族頻道，比方說民視新聞台現在可以

宣傳民視第六台、民視台灣台、民視第一台的節目，是沒有問題的。 

(2) 第五點 C部份：這點源自於曾經中天以大段方式將小 S以前的節目整

段剪出來剪個五、十分鐘，就不用像一般新聞必須每一分半鐘就要接

受一次收視率的考驗，當年中天利用這樣的方式來拉收視率，後來好

像 NCC 罰過 20 幾萬，就是說為什麼這點會特別規定「不將大段直接

播出」。 

(3) 第五點 D部分：這點源自於因為民視常常收視率拿冠軍，尤其是戲劇

台，比如說昨天收視率開紅盤全國收視率拿冠軍，現在 NCC就是要求

電視台一定要將收視率出處及來源講得清清楚楚，甚至有時候還要我

們講出樣本多少、誤差多少、年月日多少，而且還要拍出證明來，所

以才如此規範。 

2、 民視第六點：當初何吉森委員還在 NCC內容管理處時，比如各台得獎、記者

會、宣布開鏡、殺青酒等等諸如此類，何委員認為是可以去報導的，當初有

這個規範，因為何吉森現在也是 NCC委員，我想他不至於會忘記。 

3、 綜上，民視第五點、第六點，我們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鄭自隆委員： 

1、 建議只要根據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這五點來思考即可： 

(1) 執行綱要第一點，強調新聞專業：民視第二、三點相同。 

(2) 執行綱要第二點，利益揭露原則：民視無此規定。 

(3) 執行綱要第三點，公共利益原則：民視第三點相同。 

(4) 執行綱要第四點，多元平衡原則：民視第三點相同。 

(5) 執行綱要第五點，比例原則：民視無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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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在處理上，若要符合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就把利益揭露原則、

比例原則加進去，再從文字上稍做整理即可，些許文字從剛剛各位委員的發

言可以得知，有很多是贅詞，建議民視做如下修改： 

(1) 第一點，「涉己事務新聞係指民視公司本身、董監事本人及其親屬、員

工之人、事與政治相關之報導」： 

「本身」是贅詞可刪除，後面改成「董監事、員工之人、事之相關報

導」，「政治」包含在「事」裡面不需要特別被強調，至於總經理則不

要寫進去，因為總經理屬於「員工」。此外，第一點後面我會建議把利

益揭露原則加進去，比如說在後面加上「報導時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

公司之關係」，這部分再請教各位委員如何處理得更妥適。 

(2) 第二點，「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

約精神，避免所有權結構影響媒體內容產製與經營管理」： 

修改成「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

約精神」即可，後面是多餘的。 

(3) 第三點，「記者採訪涉己新聞時，應以公正、客觀角度完整報導事件始

末，提供各種不同消息來源，呈現社會多元意見，維持平衡及中立面

向，俾有助釐清事實真相，一切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這點包山包海，我建議不用修改，維持現狀即可。 

(4) 第四點，「探討涉己事務的新聞性節目，應本諸中立、客觀原則，提供

一個各造公開議論空間，相關議題的擬訂應顧及社會整體利益」： 

建議整條刪除，因為第四點與第三點事實上是重疊的概念。此外，第

四點建議新增為「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例，不應排擠其他重

大新聞」，如此一來，前面的四點事實上已經涵蓋了衛星公會新聞自律

執行綱要內的五點原則。 

(5) 第五點，「報導本公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符合下列規範：A.應凸

顯報導內容之新聞點，以事件為主，由新聞的專業角度切入報導。B.

以客觀的角度呈現內容，並包含多元觀點。C.例如節目預告等內容，

應再行製作，不將大段節目內容直接播出。D.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

明資料來源與出處」： 

我建議從文字上調整成「報導本公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符合下

列規範：A.內容呈現應包含多元觀點，並由新聞專業角度切入報導。

B.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來源」，把原本的 A、B合成為 A點，原本

的 C是多餘的可刪除，因為本來就要包含多元觀點，原來的 D就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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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成 B，維持「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來源」。 

(6) 第六點，「涉己範疇之人、事，有激勵向上、向善之義舉或獲得各類獎

項、表揚之消息，則不受規範，得以新聞報導之」： 

建議將「則不受規範」贅詞拿掉即可。 

 

黃旭田委員： 

這樣處理是蠻順的，那第五點的 ABCD 只剩下 AB，是不是可以合成一句？另外，

這也是一個利益揭露的概念，應該可以跟剛剛第一點後面的利益揭露原則放在一

起，這樣處理的話可以獨立成一點，也就是「報導時要揭露新聞跟公司的關係」、

「如果報導是收視率的資料，應特別註明資料來源」，可以把這兩個合併成一點，

放在原本第一點後面，變成第二點，因為照著邏輯走，第一點是何謂涉己事務，

第二點就直接講利益揭露原則，後面繼續三四五這樣接下去，建議可以把利益揭

露原則合併成一條。 

 

鄭自隆委員： 

那就修改第二點為：「涉己事務新聞報導時，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公司關係，節目

收視率應註明資料來源」，那後面就類推下去，此外，第五點簡化成：「報導本公

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包含多元觀點，並由新聞專業角度切入報導」，這樣就

可以了。 

 

黃旭田委員： 

關於中天第九點「即時報導原則」，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的概念，因為民視原來第

六點講的就是這種鼓勵帶動正向氛圍的可以報導，若是該涉己事務已經變成一個

公共議題的時候，還有必要做迴避嗎？因為有些時候事情已經鬧很大了，還需要

在那邊迴避來迴避去的嗎？我覺得中天第九點也可以考慮納入規範內。 

 

姚淑文委員： 

中天第三點跟第九點其實是相近的概念，若已經成為一個新聞性議題，就具有很

大的空間，是一個定義新聞議題的概念。 

 

鄭自隆委員： 

建議把這點加在原來第二點後面，也就是修正第三點後面，「處理涉己事務，應謹

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約精神，當涉己事務已成為公共議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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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時回應說明或製作相關報導」，如此即可。 

 

＜結論＞鄭自隆委員： 

◎製播涉己事務新聞修正條文： 

1.涉己事務新聞係指民視公司、董監事、員工之人、事之相關報導。 

2.涉己事務新聞報導時，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公司關係，節目收視率應註明資料來

源。 

3.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約精神，當涉己事務

已成為公共議題時，應即時回應說明或製作相關報導。 

4.報導涉己新聞，應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公正、客觀角度完整報導事件始末，提供

各種不同消息來源，維持平衡及中立面向，呈現社會多元意見。 

5.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例，不應排擠其他重大新聞。 

6.報導本公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包含多元觀點，並由新聞專業角度切入報導。 

7.涉己範疇之人、事，有激勵向上、向善之義舉或獲得各類獎項、表揚之消息，得

以新聞報導之。 

 

貳、臨時動議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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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聞自律-涉己事件規範暨各媒體比較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涉己事件之相關製播處理： 

1. 報導涉己事務，必須以新聞專業自主為前提，不能違反本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2.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利益揭露原則。 

3.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公共利益原則。 

4.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多元平衡原則。 

5.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比例原則。 

一、 民視 

製播涉己事務新聞 

1.涉己事務新聞係指民視公司本身、董監事本人及其親屬、員工之人、事與政治相關之報導。 

2.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自律公約精神，避免所有權結構影響媒

體內容產製與經營管理。 

3.記者採訪涉己新聞時，應以公正、客觀角度完整報導事件始末，提供各種不同消息來源，呈

現社會多元意見，維持平衡及中立面向，俾有助釐清事實真相，一切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4.探討涉己事務的新聞性節目，應本諸中立、客觀原則，提供一個各造公開議論空間，相關議

題的擬訂應顧及社會整體利益。 

5.報導本公司家族頻道之其他節目，應符合下列規範： 

A.應凸顯報導內容之新聞點，以事件為主，由新聞的專業角度切入報導。 

B.以客觀的角度呈現內容，並包含多元觀點。 

C.例如節目預告等內容，應再行製作，不將大段節目內容直接播出。 

D.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與出處。 

6.涉己範疇之人、事，有激勵向上、向善之義舉或獲得各類獎項、表揚之消息，則不受規範，

得以新聞報導之。 

二、 TVBS 

衛星公會新聞自律綱要原則涉己事務之相關製播處理： 

1. 報導涉己事務，必須以新聞專業自主為前提，不能違反本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2.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利益揭露原則。 

3.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公共利益原則。 

4.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多元平衡原則。 

5. 報導涉己事務，須遵循比例原則。 

三、 中天 

1、基本定義 

涉己事務新聞，係指報導內容涉及中天電視所屬集團各關係企業，非公共議題或非新聞性

題材的內容及產品，以及事業體所有董事及員工其行為及言論。 

2、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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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涉己事務新聞，應遵守法律規定、媒體自律規範及製播準則，維護傳播媒體的客觀與

公正性。 

3、公共利益原則 

報導涉己事務新聞，應以「新聞性」、「與公眾利益相關」為製播之原則。 

4、揭露利益原則 

報導涉己新聞時，應揭露中天電視與該新聞的利益關係，以昭公信。 

5、衝突迴避原則 

嚴重牴觸新聞自發性或利益衝突之涉己事務部分，不予製播。 

6、多元平衡原則 

報導涉己新聞時，為呈現多元意見，應嚴守平衡報導原則，給各方當事人有公平說明機

會。 

7、報導比例原則 

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例，不應排擠其他重大新聞的露出。 

8、冷靜處理原則 

報導必須是針對新聞事件本身，應本客觀理性原則製播。 

9、即時報導原則 

對符合公益，或者涉己事務已成為公共議題時，應即時回應說明或者製作相關報導。 

10、自我檢視原則 

新聞、節目、觀眾申訴等部門，應隨時就製播內容或者申訴意見進行檢視，遇有違反前述

製播規範時，立即修正。 

四、 年代 

年代新聞台<涉己事務>之製播規範 

新聞媒介具有其特殊社會角色－提昇公共利益、促進良性民主政治、建構意見自由市場等。因

此傳遞正確、客觀、公正的訊息是必要的任務。因此〈私人利益取代公共利益〉、〈偏頗取代

平衡〉，對社會大眾及電視台本身都是很大的損失及傷害。因此針對面臨涉已新聞的處理，應

注意幾項原則: 

1. 從前線編採人員乃至主管高層、在製播新聞時，應恪守報導事實、公正客觀、利益迴避等

專業規範，須基於報導事實公正處理。新聞報導時，應以多角度觀點切入，不可偏坦一

方，儘量取得多方面的平衡報導。 

2. 需對社會大眾負責，新聞專業品質，不應在處理涉已新聞而變質， 節目製播或新聞編輯決

策，應避免武斷與偏見，並避免報導偏離真實狀況，或僅呈現部份事實，固而誤導閱聽大

眾。 

3. 在追求客觀、公正之報導，應防範來自採訪對象和媒體內部扭曲新聞的各種壓力和檢查，

不應利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也不得以片段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

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新聞評論。應儘量遵循利益迴避的精神，來製作新聞。 

4. 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謀取不當利益或威脅他人，也不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或從事此

類事業，並迴避本身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 

5. 播及涉已新聞，新聞的編排長度與篇幅應適中，不可過長，需符合比例原則。在新聞標題

上，必須予以平衡對等，不可過於偏激極端。 

以上為年代新聞台對於<涉己事務>之製播規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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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凡 

第十八章涉己事務自律規範 

本公司基於媒體倫理，公司本身及同仁應儘量避免成為新聞事件報導的對象。如有涉入新聞事

件報導，也應遵守下列原則： 

(1)、客觀真實原則：不論是與本公司之業務或涉及公司同仁之新聞事件，均不應僅以本身角

度出發為報導方向，而應秉持客觀立場來報導事件發生之真實狀況。 

(2)、公正原則：在報導涉己事件時，不論是內容比例、篇幅、播出次數，均不應有偏袒己方

之處理，應符合公正原則。 

(3)、公開原則：本公司之內部事務如涉及影響社會公益層面，應受社會公評時，應儘量配合

有關單位調查，並將事實發生之前因後果公開。 

(4)、公眾保護原則：本公司之觀眾大部份為投資大眾，報導涉己內容若涉及投資大眾權益

時，應以公眾的權益為優先考量。 

六、 壹電視 

壹傳媒涉己新聞處理原則(2012.5.16通過) 

一、涉己新聞係指報導內容，涉及壹傳媒所屬各子公司的內容及產品，以及壹傳媒董事及員工

其行為及言論。 

二、報導涉己新聞，應遵守自律規範及製播準則，維護媒體的公正性。 

三、為使閱聽人有足夠資訊，報導涉己新聞時，該媒體應揭露壹傳媒與該新聞的利益關係，以

供閱聽人判斷曲直。 

四、報導涉己新聞時，為呈現多元意見，應嚴守平衡報導原則，給雙方當事人有說明機會。 

五、為保障閱聽人權益，處理涉己新聞，不應排擠其他新聞的露出。 

備註：三立、東森、八大、大愛於官網上查無明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