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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7年第九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7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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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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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胡婉玲  新聞傳播群副總經理(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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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陳國雄  編輯中心副理 

 

列席人員： 

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採訪中心政治主任葉啟承、視創中心副理葉百林、節目

中心主任陳佳誼、國際中心主任連惠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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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己事務」之修正草案討論。(詳如附件一) 

 

蘇義崧委員： 

修正條文第二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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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利益揭露原則，但是在實際報導新聞上面，

我們究竟該以如何方式去做到「揭露」?應該是「主動」揭露？抑或是「被動」

揭露？ 

 

鄭自隆委員： 

利益揭露原則是源自於衛星公會自律綱要訂出來的。 

 

姚淑文委員： 

這應該是針對重大事件。 

 

蘇義崧委員： 

譬如說本公司台慶、自製節目或是某個戲劇演員若有新聞點的消息，這樣的文

字我們要如何具體去表達？ 

 

鄭自隆委員： 

這應該是第六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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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這個演員時，用比較多元的觀點去討論，報導不

要只侷限他演我們這部戲而已，也可以廣泛介紹該演員演其他戲也不錯。 

 

姚淑文委員： 

以往新聞報導我們自己戲劇的時候，通常我看都會特別講到「民視製作大戲」

之類的用詞，也就是其實已經揭露了我們之間的關係了，其實這樣就是已經揭

露了，這方面應該不太會有問題。那若是新聞議題涉及到董監事私人事務有關

的，這才可能是比較難以處理的一塊。 

 

蘇義崧委員： 

譬如說日前報導涉及本公司股權爭議時，若依照新聞報導原理原則，就要去揭

露此則新聞跟本公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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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自隆委員： 

這部分我想也不會是問題，因為這本來就已經明講了，報導時本來就會講到「民

視股權」之類的字眼，這樣就已經算是達到揭露了。我舉一個比較不大恰當的

例子，譬如說民視的董事裡面，其中一位董事所負責的公司出現問題，那我們

報導的時候，要不要提這個負責人跟民視之間的關係？ 

 

黃旭田委員： 

當新聞報導本台年度大戲、本台戲劇男女主角如何時，這時候其實已經自然而

然的揭露了，不需要說還要再另外做一個特別的揭露，這不會是問題。這個問

題其實不在於揭露，而是在於這則新聞究竟是報導還是廣告？比較實在的是剛

剛鄭委員講的那樣的狀況，也就是一般人沒辦法立刻分辨的涉己報導，所以外

觀上看起來好像假裝是一篇公正的報導，實際上已捲入公司的利害關係，所以

此時是否新聞報導就會有所偏頗？假設這間公司經營不善，可是我們報導說，

基於本台向當事人查證，公司經營一切正常，那當事人查證就是跟董事查證，

董事當然說你不要亂報，公司一切正常，結果搞了半天其實就是替自己人掩飾，

這個時候就是說，要如何去說明這間公司與本公司的關係。 

 

鄭自隆委員：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資訊帶進新聞裡。 

 

章忠信委員: 

這個案子很容易處理，只要在修正條文對照表的「說明」中註明即可，我們新

增利益揭露原則，主要目的是避免媒體公器私用，只要把目的寫清楚，將來如

何實際運作，只要秉持這個原則去處理就可以了，下次有人說你這則新聞為什

麼沒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公司關係」？我們就可以回應因為這則新聞並無媒

體公器私用，所以不需要去做特別的說明。這個利益揭露原則很重要的一點在

於，你媒體要讓我們大眾知道，到底有沒有公器私用？不要遮遮掩掩，其實是

在做媒體私人的事，結果說得好像跟新聞報導一樣，它的原則是在這裡。另外，

我建議第二點「涉己事務新聞報導時，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公司關係」，逗點之

後修改成「涉及節目收視率之依據者，應註明資料來源。」 

 

鄭自隆委員： 

建議收視率這段，可以挪到第六點後面，因為第六點是講報導我們家族頻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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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要是宣傳我們自己的節目，改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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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涉及節目收視率，應註明資料

來源。」，這樣會比較完整，第二點利益揭露原則，就讓它單純一點。 

 

章忠信委員： 

建議第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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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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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即時回應，文字上應該修正成「得」較妥適，因為要不要即時回應，應該是我

們自己決定的。 

 

黃旭田委員： 

建議第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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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修正成「涉己事務新聞係指民視公司、董監事及員工之人或事相關報導」，

文字上較為簡潔。 

 

鄭自隆委員： 

建議第五點：「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例，不應排擠其他重大新聞」，「不

應」修改成「不得」。 

 

劉新白教授： 

建議將第五點「不應」修改成「不宜」，會更加妥適。 

 

鄭自隆委員： 

建議第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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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新聞報導之」，修改成「涉己範疇之人或事」，文字上較為簡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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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及員工之人或事相關報導。 

2.涉己事務新聞報導時，應揭露此則新聞與本公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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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即時回應說明或製作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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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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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例，不宜排擠其他重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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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涉及節目收視率，應註明資料來源。 

7.涉己範疇之人或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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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增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公

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案。 

 

鄭自隆委員： 

建議可以加在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執行分則裡面第十八條「涉及個人隱私權及人

權之相關新聞報導」下面，增加一個第八點：「若有未盡事宜，應遵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之相關

規定」，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黃旭田委員： 

關於個資的保護是國家重要政策，這是全公司全方面業務上都應該要重視的，並

非一個新聞傳播群所可以處理的，這應該是全公司大家的事情，而且一般應該是

業務部、資訊部或是行政部主要要去處理的。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個資保護是屬於全公司全方面業務都應該要重視的，並非新聞傳播群可以

處理，請公司務必重視。 

(二) ◎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增列條文 

參、執行分則 

十八、涉及個人隱私權及人權之相關新聞報導 

1.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得侵犯任何人私生活。 

2.當私人隱私損及公共利益時，媒體得以採訪與報導，但需盡全力防止不

當傷害個人名譽及侵犯個人隱私，或造成媒體公審的情況。 

3.對種族、族群、宗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單親家庭、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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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所有弱勢者，在文字、聲音、影像、及動畫影片上均不得有歧視表

現。 

4.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略式的拍攝手法

拍攝性特徵。 

5.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群。包括在稱呼上，

不使用外籍新娘、大陸妹、大陸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娘、山胞、山

地人、番仔等，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原住民等中性平

等用詞。 

6.對於行為異常者，不得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 

7.未經法院判決前，報導從事不法或反社會行為等負面事件時，應避免使

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及心理特徵以標籤化身心障礙者。 

8.若有未盡事宜，應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

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之相關規定。 

 

 

貳、臨時動議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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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視新聞自律規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2017.9.2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製播涉己事務新聞 

 

二、製播涉己事務新聞 

 

本條名稱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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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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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點為基本定義規範。 

二、 為使文字簡潔，爰刪除贅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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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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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新增利益揭露原則。 

三、 現行條文第 2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3點規定。 

四、 為使文字簡潔，爰合併現

行條文第 5點 D規定，並

刪除贅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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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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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為自律精神規範。 

三、 新增公共利益原則。 

四、 現行條文第 3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4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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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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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為公共利益原則及

多元平衡原則。 

三、 為使文字簡潔，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 4點規定。 

四、 現行條文第 3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4點規定，並

刪除贅詞。 

5.處理涉己新聞，應注意報導比

例，不應排擠其他重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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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新增比例原則。 

三、 現行條文第 5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6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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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D.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資料

來源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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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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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本點為多元平衡原則。 

三、 現行條文第 5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6點規定。 

四、 為使文字簡潔，爰合併現

行條文第 5點 A、B，並刪

除 C，D 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 2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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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第 6 點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7點規定，並

刪除贅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