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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8 年第二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8 年 2月 12 日（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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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元輝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翁逸泓  世新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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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 

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採訪中心政治組主任葉啟承、採訪中心生活組主任蔡明

哲、採訪中心社會組主任蔡煌元、採訪中心財經組主任周秀玥、攝影中心主任

李健成、視創中心副理葉百林、節目中心主任陳佳誼、網路中心主任林筠騏(倪

韡秦代)、編審江旭初 

 

紀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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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議題 

一、 NCC 來函(2018.2.6)民視無線台於 2018 年 1月 23 日「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播出「年菜冰箱收納傷腦筋 業者引進超大容量冰箱」新聞報導處理有欠妥

適，要求確實改進事。 

 

姚淑文委員： 

這個冰箱好像沒有太大的特色。 

 

劉新白委員： 

建議可以把「為什麼」的部分加強，譬如說「容量足足多了 50 幾公升」，同樣

的大小，為什麼容量多出來 50 公升?是從哪邊多出來的?譬如說「-3 度 C的微

結冰設計」，這是一種特殊技術嗎?是其他冰箱沒有的特色嗎?該則欠缺「why」

的說法及比較性。 

 

胡元輝委員： 

1、 嚴格來講，過去類似狀況也曾遭 NCC 開罰，根據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

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 5條：「新聞報導內容之呈現，除前條規定者外，以下列

方式之一，明顯促銷、宣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

較心理影響消費者，為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一、

對特定商品或服務呈現單一觀點，或為正面且深入報導者。二、呈現特定廠商

品牌、商品、服務、標識、標語、效用、使用方式之播送時間，明顯不符比例

原則者。三、畫面呈現廠商提供之宣傳或廣告內容者。」，該則新聞並未深入

報導，不過稍微有「單一觀點」、「正面」報導之疑慮。 

2、 若該冰箱具有特殊技術或是功能上的突破，可以稍做說明，並且可與其他兩三

個品牌做比較，我也很好奇「-3 度 C的微結冰設計」，是一個什麼樣特別的技

術。 

3、 本次已有置入行銷之虞遭 NCC 要求確實改進，若有下次 NCC 可能會直接開罰，

製播新聞請務必謹慎注意。 



 

3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本則新聞只呈現單一商品，有為特定商品宣傳之虞；但並未出現商品名稱或

LOGO，觀眾無從辨認品牌，應無違反新聞不得置入之規定。 

2、 爾後類似商品新知之新聞處理應突顯創新，並宜有不同商品之比較。 

 

二、 民眾反映(2018.1.23)民視新聞台於 2013 年 1月 21 日播出「發明家李水源 控

教授黃榮芳抄襲」新聞報導，涉報導不實，請求移除事。 

 

吳雨珊： 

1、 該則是 2013 年即 5年前的新聞報導，mail 發文者並非出自黃榮芳本人，經上

網搜尋得知，該名彭先生是黃榮芳教授的學生，除了 mail 內文之外，完全沒

有附上任何佐證文件。 

2、 為求查證確實，透過司法系統查得該則新聞當事人李水源與黃榮芳均曾互告

刑事妨害名譽，亦均遭不起訴處分，詳細資訊如下： 

(一) 黃榮芳曾於 2012 年對李水源提出妨害名譽刑事告訴，2012 年經台北

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2013 年經高檢署駁回再議，後於 2013 年經台

北地方法院駁回交付審判聲請。理由有二，第一，據台科大(黃榮芳)

參展文宣上之實驗圖片，使用的就是安薪公司(李水源)之導煙機，李

水源質疑台科大(黃榮芳)用假資料誤導消費者，尚非全然無據；第二，

黃榮芳為台科大之教授，其所提出之研究發表成果是否涉及抄襲，事

涉學術研究倫理、操守，乃屬可受公評之事項。 

(二) 李水源曾於 2014 年對黃榮芳提出妨害名譽等刑事告訴，2014 年經台

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2014 年經高檢署駁回再議，後於 2014 年經

台北地方法院駁回交付審判聲請。其中涉及刑事加重誹謗罪部分，係

因逾越告訴期間為不起訴處分；另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商業誹謗

罪部分，則因該案取得專利權人係台科大非黃榮芳，故罪嫌不足為不

起訴處分。 

(三) 司法查詢系統所能查得資訊有限，於公開查詢系統中，本案當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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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訴訟僅查得上揭二則訴訟判決，其餘部分因無法查得，故無從得知。 

 

蔡明哲主任： 

1、 抄襲質疑，李水源於該則報導先前已經召開記者會公開講過，當天報導文稿並

未著墨。 

2、 記者得知李水源質疑台科大教授黃榮芳研究成果涉嫌抄襲自己的導煙機發明

時，先行向李水源詢問瞭解，李水源出示自己與黃榮芳的兩款設計，乍看之下

的確原理與外觀頗為近似，李水源更聲稱黃榮芳教授用不對等的實驗條件，讓

自己發明的導煙機在數據效能上，看起來遠遜於黃榮芳教授發表的研究成果，

甚至曾於研討會上公開批評貶抑「無效」、「很糟」、「很慘」等語。李水源表示

已掌握台科大發明展文宣上照片，對比組的確就是用自己的產品，因此決定提

告。記者認為李水源所述有據，且事涉教授學術倫理問題，加上當事人李水源

採取正式司法動作，因此決定採訪。 

3、 提告現場，李水源不但出示兩款實驗示意圖，也拿出台科大於 2010 年及 2011

年台北國際發明展文宣資料，證明兩屆的確是相似產品，有一稿兩投疑慮，因

當天提告罪名是刑事加重誹謗罪及詐欺得利罪，因此記者主要係以該二罪報

導為主。 

4、 報導點明係因專利問題，雙方互槓，由於相關研究牽涉專業，記者並非專家或

法官，僅能就所採訪到的內容加以報導，其中部分還是台科大的公開資料，並

非憑空捏造，又事涉教授學術倫理，應無採訪報導不公正或不實之情事。 

5、 關於平衡報導問題，當天記者確實有向台科大校方，以及試圖聯繫教授當事人

查證，然校方以進入司法程序為由不願回應，記者已盡查證及平衡報導義務。 

 

鄭自隆委員： 

簡單來說就是為了導煙機問題，李水源與黃榮芳教授互告刑事妨害名譽通通不

起訴，現在黃榮芳教授的學生出來打抱不平，要求移除新聞。 

 

姚淑文委員： 

該則新聞標題為「發明家李水源 控教授黃榮芳抄襲」，若今天是媒體自己說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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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芳抄襲，可能會涉及未審先判，但該則報導是根據當事人李水源出來做控訴，

應該沒什麼問題。 

 

胡元輝委員： 

問題可能是在於該則報導內容並未談及「抄襲」，而是針對加重誹謗罪、詐欺

得利罪、以及新聞後段「控訴實驗不對等，涉嫌造假」做報導，但新聞標題卻

下了「抄襲」兩個字，標題與內文稍不符。 

 

蘇義崧委員： 

就內容跟標題來看，確實容易造成誤解，因為內文講的是加重誹謗、詐欺得利

及涉嫌造假，但標題直接就下了「抄襲」，因為 2013 年到現在距離 5年之久，

當時處理過程已經無法記得，但依一般作業程序而言，於第一時間發新聞時，

因有急迫性，有時標題會下得比較快。如果標題用的是「互告誹謗」也許比較

適宜，若今天黃榮芳教授以此原因來要求移除該則新聞，我認為是可以考慮。 

 

吳雨珊： 

以身為法務的立場來看，該則報導距今已有 5年之久，且該則內文雖無錯誤，

然而確實有題文不符的小瑕疵，站在法律的角度也許並非大問題，但若遭訴諸

法院，可能會為了只是 1%的小瑕疵必須多跑幾趟法院解釋說明，耗時耗力；

若從更要求自我的立場來看，未來大家下標的時候可以再更謹慎注意。就此角

度而言，也許移除下架是可以考慮的處理方式。 

 

姚淑文委員： 

今天 mail 提出移除要求的並非相關當事人，是否任何一個民眾都可以要求製

播的新聞隨時隨地移除下架? 

 

劉新白委員： 

剛剛判決書內提到一個點，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商業誹謗罪部分，因該案取得

專利權人係台科大而非黃榮芳教授，因此最後是不起訴處分，也就是告錯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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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推而論，今天 mail 是黃榮芳教授的學生，哪有資格提出如此要求?今天

並不是黃榮芳教授本人提出要求把自己的榮譽要回來，我認為應等到黃榮芳教

授有所表示時，再做移除下架的動作也不遲。 

 

胡元輝委員： 

現在是本案所有相關的案件都不起訴嗎? 

 

吳雨珊： 

因司法系統能查得的資訊有限，譬如偵查不公開，在偵查中結案而未到交付審

判的案件，就無法查到，就我手邊公開系統上所能查得到的只有上揭兩造互告

刑事妨害名譽二件訴訟判決書，若有其他的，除非當事人主動提供，否則也無

法得知。 

 

胡元輝委員： 

就李水源告黃榮芳教授刑事加重誹謗罪的部分，剛剛提到因逾越告訴期間而為

不起訴處分，也就是說尚未進入實質審判是嗎? 

 

吳雨珊： 

從判決書上看起來是如此。 

 

胡元輝委員： 

1、 第一，就事實報導上，李水源去台北地檢署按鈴申告這件事情，我們就是據實

以報，第二，記者也有試圖要訪問受控告者，但是其表示已進入司法程序，不

願再隨之起舞，所以我們也有給受控告者說話的機會，嚴格來講，就現行法制

而論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另就其中題文不符的部分，應該也不是很大的法律問

題。 

2、 一般民眾是否可以提出移除下架等要求，仍有程度上的差別： 

(一) 若屬利害關係人者：依法仍有權利提出相關要求。 

(二) 非屬利害關係人者：僅針對媒體的風格、倫理、自律、表現部分提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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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3、 建議可 mail 進一步詢問來信者彭先生，就來信中提及「提告人投訴之事皆與

事實不符」，是否能提供更具體的資料?同時是否方便表明其與新聞當事人之間

的關係?諸如此類等等，我認為可以不必一步就去處理，此外，亦可請彭先生

做再進一步的說明，如果彭先生確實是有取得當事人表達意見，對我們處理上

來講當然就有程度上的差別。 

4、 再者，是否要將該則新聞移除下架?目前國際上出現「被遺忘權」的議題，（right 

to be forgotten），該權利是隱私權的擴大，現今為止，在台灣的第一個案例

也沒成功，目前也只有在歐盟若干案例上面被接受。簡單來講，比如剛剛所提

到的，過去有些資訊電視播完就完了，但是現在又有網路，所以我曾經被告，

一審判敗訴，可是最後終審勝訴，但是後面結果又不被報導，變成網路上經常

都是錯誤片面的訊息，當事人就可以要求Google把網路上這些不良紀錄拿掉，

大概是如此的概念。 

5、 就本則新聞來說，從剛剛公開資訊所取得的判決書中，似乎並沒有實質上證明

黃榮芳教授是沒有問題的，若是如此，表示這件事情即使用被遺忘權的角度而

論，也未必就能夠處理，機會也不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看我們自己的

標準訂在哪裡，我們可以訂在一個非常自我要求的標準，就把該則新聞下架；

另一個角度是，如果連在被遺忘權的概念層次上都不足以納入考量時，那我們

是否需要如此倉促的移除下架? 

6、 此外，與其倉促移除下架，是不是進一步給予當事人機會主動提出更多的資料，

來證明自己的冤枉?而不是來一紙，沒有資料沒有證明，就要求我們自己要辦

那麼多事，查那麼多法律案例資料，合理來說，應該是當事人自己要主動提出

這些佐證文件，既然認為受到不明白的抹黑，那就應該要更勇於提出資料，為

自己說明澄清，畢竟就現實而言，我們真的也沒有辦法有這麼多能力去做判別。 

 

姚淑文委員： 

1、 若屬非相關當事人，通常應僅能針對報導違反善良風俗、違反自律等事項提出

「檢舉」。 

2、 該則並非單純的檢舉，而是已經涉及「具體權利訴求」，建議應由當事人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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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佐證提出申請，經確實查證無誤後，再如實下架處理，較為適宜。 

 

胡婉玲委員： 

1、 該則新聞是報導當時一霎那的時空環境，報導內容並無錯誤，且從相關資料看

來似乎尚未有實質證明黃榮芳教授確實沒有問題。 

2、 以現況而言，很多司法案件在按鈴控告那一刻，與審判定讞的結果，二者之間

確實會有落差，將來我們可能會碰到另外的案件是經查證後真的都沒問題的，

或該當事人確實是被汙衊的，那我們該不該還當事人一個公道?若我們敢在期

中考的時候就做這則新聞，該不該在人家結案的時候給當事人一個平反?是否

有可能性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社會責任的一環?這是做媒體者未來的課題。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本則新聞，媒體已盡查證與平衡之努力，然校方並不回應，且查證過程已在新

聞中揭露，處理並無不當。 

2、 爾後媒體進行查證與平衡時，應告知此為當事人權益，以為自己發聲。 

3、 事件經製播為新聞即為公共資訊，除非有明顯錯誤，自不應隨不特定觀眾要求

而做移除，此新聞若當事人認為不當，應檢具相關資料向媒體申訴，再交由本

委員會討論方做成決定；本案申請人非事件當事人，不具申請撤除新聞之要件。 

4、 另有謂本新聞缺乏另一方說明，法律程序既以確定，是否應另製播新聞還原真

相？當然新聞若有錯誤即應更正，此乃新聞基本倫理，然本新聞並無錯誤，且

經五年法律程序方才確定，雙方互控均不起訴，事件既已落幕不具新聞價值，

若再製播新聞徒增雙方困擾。 

5、 本新聞內容製作並無疏忽，但內容係李水源告訴「加重誹謗」與「詐欺」，然

標題卻呈現「發明家李水源控教授黃榮芳抄襲」，題文略有不符，應改進。 

 

三、 民眾反映(2018.1.20)民視新聞台於 2018 年 1 月 20 日播出「寒冬送暖！社工

媽媽與院生一起包水餃」新聞報導，對於「社工」及「志工」用詞混淆，請求

更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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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1、 社工是專業助人工作者，代表一個身分，所有社工人員必須經過長期專業訓練，

領有薪水，提供社會福利。 

2、 志工即「志願工作者」，是非專業的助人工作者，任何人只要有熱忱，譬如守

護馬路的導護志工、一日志工。 

3、 社工非常的在乎稱呼的問題，因為社工「專業」在很多的名詞上並未受肯定，

所以現在有社工師，就是有證照的，志工沒有任何證照可言，剛開始考社工師

的時候，錄取率比律師還難，這是一個專業身分認定的問題，應該要去區隔清

楚。 

 

劉新白委員： 

社工與志工之間還有另一種，譬如說張老師、生命線，他們要受 1年的專業訓

練，也是有類似社工的性質，那算是社工還是志工?二者之間的界線似乎有點

模糊。 

 

姚淑文委員： 

屬於志工，專業的社工人員會帶領非專業的志工人員一起做社會服務。 

 

劉新白委員： 

社工是有領薪水的，志工是沒有薪水的，這大概是最清楚的一條界線。譬如生

命線、張老師必須受到 1年的專業訓練，但是社工通常不只 1年，很多要受到

4年以上的專業訓練。 

 

姚淑文委員： 

社工必須領有學士學位，必須修讀一定學分具有專業背景，以後會有越來越多

「社工師」，但不會有「志工師」這樣的名稱。 

 

胡婉玲委員： 

這兩者哪一種被社會評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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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當然是社工。 

 

胡婉玲委員： 

但從沒有領薪水的角度來看，志工好像更偉大? 

 

姚淑文委員： 

因為社工有領薪水，所以社工必須秉持專業。 

 

劉新白委員： 

像義消、義警這類，他們都是受專業訓練是救人的，都屬志工。社工牽涉到比

較多積極輔導的部分，但志工通常沒有涉入這一塊。早期都叫「義工」，現在

都改稱「志工」。其實很多的志工是有交通費、車馬費等等補貼，真正的義工

是沒有任何錢可以拿的。 

 

姚淑文委員： 

近年來有社會福利司，為推動志工服務，因此有編列經費，才開始有交通費，

1天 150 元。 

 

胡元輝委員： 

在社會上身份已經慢慢有不同的定位，社工人員也尋求自己的專業化，專業化

的過程也希望被肯認，就好像我們記者雖然沒有證照，但我們也希望社會能肯

認我們的能力一樣，將心比心之下，社工與志工之間還是有差異性，建議區隔

清楚並將該則報導做更正。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社工」為經專業訓練，以從事特定社會工作者，所謂社會工作（social work）

指創造個人或家庭、團體為達成社會目標之專業活動，以預防或舒緩社會問題，

如婚姻輔導、心理諮商等；「志工」則為不支薪之志願性工作者，然其服務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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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並不限於狹義之社會工作，如修橋造路之行善團、義務為孤老送餐者均為

「志工」，但並非「社工」。 

2、 「社工」可為不支薪之「志工」，不支薪之「志工」若具專業資格亦可從事「社

工」工作，如張老師服務人員即是，二者確易混淆。然本則新聞係報導扶輪社

員夫人與院生一起包水餃，扶輪社員夫人不具社工資格，「包水餃」亦非社服

專業，新聞逕稱為「社工」的確不宜。 

 

貳、 臨時動議 

 

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