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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8年第三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8年 3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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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元輝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請假) 

翁逸泓  世新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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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中心副理陳光中、採訪中心政治組主任葉啟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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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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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心社會組

記者蘇晟維、攝影中心記者沈建宏 

 

紀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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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 

一、 衛星公會(2018.2.12)函轉 NCC函文有關「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應注意事實查

證及公平原則，請貴公(學)會納入自律規範」事。 

 

吳雨珊： 

該函文提醒大家如下： 

1、 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3款規定：「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

一：…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另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第 2項規

定：「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2、 媒體報導倘採用模擬畫面，應注意須有事實依據，並不得違反公序良俗，且

必須明確標示，避免有誤導或取巧之情事，以符合新聞專業倫理及維護視聽

眾知的權益。 

 

＜結論＞鄭自隆委員： 

轉知同仁參考。 

 

二、 衛星公會議題-網路新聞(2018.1.28)違反新聞自律綱要-東森新聞台、中天快

點 TV、三立新聞網。 

爭議：(1)經修法後，未成年從事性交易工作應稱「性剝削」，上揭報導

均稱「賣淫」，用詞不當。 

      (2)報導標題不應過度延伸，恐造成歧視及過度揭露。 

          (3)報導內容應避免過度揭露受保護者個資。 

 

吳雨珊： 

去年立法院已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修訂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未成年從事性交易工作應視為性剝削，提醒大家注意用詞正確。 

 

 



 

3 

姚淑文委員： 

1、 下標時，切忌使用「性交易」、「賣淫」等字眼，一定要用「性剝削」。 

2、 國際上基於兒少保護的觀念，包含自願性及非自願性之性交易工作，均視為

「性剝削」。 

3、 將成年與未成年(未滿 18歲)之性交易工作做區分。 

 

劉新白委員： 

年齡上必須受法規保護者，是絕對要注意的事，一定要遵循法規。 

 

姚淑文委員： 

建議主播稿開頭時可提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已於 2018年改為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例如本案…，就是一個性剝削的案件」，以

此為開頭描述，較為妥適。 

 

劉新白委員： 

只要新聞事件主角未達法規規範年齡，就必須要特別小心處理。 

 

翁逸泓委員： 

既然法規名稱都已經修訂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就應該遵守法

規，尤其該則網路新聞竟出現「百人斬」這種字眼，很不妥。 

 

＜結論＞鄭自隆委員： 

轉知同仁參考。 

 

貳、 討論議題 

一、 NCC來函(2018.3.1)民視新聞台及民視無線台於 2018年 1月 31日晚間播出

「護鯊哥嗆聲下劇毒殺人 恐涉恐嚇公眾罪」新聞，內容涉嫌違反廣播電視法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要求提出陳述意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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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涉及恐嚇公眾罪者，經常具有反社會人格，很多時候有許多戲劇性的效果，譬

如該則護鯊哥影片放在 FB上可能沒有多少人去看，本來影片的力量並未達到

恐嚇公眾的效果，但是藉由新聞媒體整個傳播之下，即真正達到護鯊哥要的目

的，媒體變成是恐嚇公眾罪的幫兇，會引起人民的恐慌，未來類似事件在新聞

處理上都必須要特別謹慎。 

 

劉新白委員： 

1、 該則報導不符合比例原則，且引用影片後段重複播放護鯊哥影片，看起來稍有

凸顯護鯊哥恐嚇言論，應該要淡化該部分的處理較為妥適。 

2、 引用護鯊哥影片後，應該緊接著刑事局的說法，整體上較達平衡處理。 

3、 護鯊哥的目的是希望達到大家不要吃魚翅，但不能使用如此激烈又非法的手

段，完全不符合人情及法治。 

 

翁逸泓委員： 

1、 我想到當年周政保事件，源於 TVBS自導自演，另外，類似 10多年前的實務案

件，東森向刑事警察局拿了影片出來放，結果東森也被罰，東森提起訴願，結

果還是失敗，原因為：「新聞事實的報導應該要衡量法律規定及事實呈現的優

先順序，必須在不違法的情況下，才能夠傳達事實真相，該畫面縱為警局所提

供，新聞來源不論來自何處，廣電業者對其播出的內容，應善盡注意義務」，

該則類似案件影片還是出自刑事警察局所提供，媒體業者提起訴願，結果都還

是失敗的。 

2、 據記者報告中表示，於採訪時，還特別趕快通報警方，讓警方及早掌握與進行

後續偵查行為，這個動作是對的，非常值得鼓勵。 

3、 也許不需要直接播出護鯊哥影片，可以給警方看過影片之後，透過警方描述表

達護鯊哥影片內容，可能較為中性及妥適。 

 

姚淑文委員： 

這種反社會人格者，一旦看到媒體播出畫面，就已滿足其自身最大的慾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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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達到目的，未來大家面對類似案件處理上要特別小心。 

 

吳雨珊： 

請問引用類似影片的比例原則該如何拿捏? 

 

翁逸泓委員： 

據 NCC以往的認定是，只要播放類似的影片都不行，只要有播放都不可以，不

論影片來源出自何處。 

 

姚淑文委員： 

該則引用護鯊哥前半段自言其說的言論我覺得都還好，但是後半段護鯊哥用非

常威脅恐嚇的畫面，還有其口述內容「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毒死你們!...我恨

死你們了!」，這是最讓民眾感到害怕的部分，該則處理不妥的地方在於沒有切

割後段恐嚇的部分。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本則新聞涉及公共利益，自應報導，其製作原意係在批判「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之網路資訊，並提醒民眾注意，符合傳播媒體「守望環境」之功能，新聞

本身並無國家通訊委員會來函所謂意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 

2、 爾後類似新聞處理應避免擴散效應，引起效尤。 

3、 此外，新聞處理不應過度引用「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畫面，其引用批判

應符合比例原則，不適當之畫面或發言，在無破壞新聞完整性之原則下，可予以

消音、去色或乾稿處理。 

 

參、 臨時動議 

一、 今天新聞藝人的小孩孫安佐在美國涉嫌企圖恐怖攻擊事件，其個資及兒少保

護部分，是否有不得揭露之疑慮?(姚淑文委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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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藝人孫鵬狄鶯孩子孫安佐的新聞，各媒體在製播的時候，呈現兩種現象，有些

新聞台有打馬賽克，有些新聞台沒有打馬賽克，基本上孫安佐還是屬於中華民

國國民，另外我看他目前是高三，不知道是不是未滿 18歲?他是一個名人的小

孩，就個資的議題上，我看今天所有新聞台全部都講了他的名字，也講了他是

誰的小孩，這一點有點令人擔心，後續也許會是 NCC重視的點。 

 

劉新白委員: 

保護個資的部分。 

 

蕭翠英委員： 

孫鵬與狄鶯之前上節目的時候都已經自己主動揭露許多孫安佐的照片，這樣也

都不可以嗎? 

 

姚淑文委員： 

主要是兒少保護的問題，因為兒少保護有特別在法條裡面規範新聞媒體揭露的

規定，除非能確定他已經滿 18歲了，不然牽涉到兒少保護會是很麻煩的事。 

 

鄭自隆委員： 

他應該超過 18歲了吧，不然怎麼去買槍? 

 

翁逸泓委員： 

如果孫安佐已經滿 18歲的話，這個算是犯罪前科的資料，個資法第 6條有一

個例外的規定是，「當事人自行公開」即不在限制範圍內，也就是大家早就知

道這個孩子是藝人的小孩，所以就孫安佐的狀況來說，這些照片都是先前大家

早就知道的，應該比較沒有揭露的問題。 

 

蕭翠英委員： 

今天早上收到外電的資料，就是沒有打馬賽克的畫面，美國對這方面的保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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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說應該是比台灣更嚴格的。 

 

姚淑文委員： 

1、 美國跟台灣的相關規範還是有差異。 

2、 這個新聞其實也因應當初賈靜雯大女兒爭奪監護事件，最後就是回歸到兒少

保護去處理，當然賈靜雯大女兒的年紀又更小了，到現在都還不讓大女兒照片

露出。 

 

蕭翠英委員; 

但是賈靜雯只有老大沒有露出，老二老三也是全部都自己揭露了。 

 

胡婉玲委員： 

如果今天賈靜雯是很快樂的跟老公歡度結婚三週年，小孩是兩週歲，抱出來

三個人很開心，小孩子要不要打馬賽克? 

 

姚淑文委員： 

1、 不用打馬賽克。 

2、 賈靜雯大女兒當時不能揭露是因為正在打監護爭奪權的問題，揭露會造成小

孩在爭奪監護權過程中權益受損。 

 

胡婉玲委員： 

所以報導到好的事情，就沒有揭露的問題? 

 

姚淑文委員： 

對。當傷害到小孩權益時，才會有不得揭露的問題。 

吳雨珊： 

那可不可以說，正面的報導就可以揭露，負面的報導就不可以揭露? 

 

 



 

8 

姚淑文委員： 

不一定，若家長認為不想揭露，媒體就不可以揭露。 

 

陳光中副理： 

今天外交部發言人有出來說明，表示也不知道孫安佐是否年滿 18歲。 

 

林筠騏主任： 

剛剛查詢外電資料，孫安佐是西元 2000年的年初出生，所以已經滿 18歲

了。 

 

＜結論＞鄭自隆委員： 

爾後涉及兒少或個資之新聞處理，同仁要多加謹慎注意。 

 

二、 「新聞從業人員不得以新聞職務或頭銜私下從事商業行為」之規範討論。(吳

雨珊提出) 

 

鄭自隆委員： 

1、 這好像是大一的「新聞倫理」在教的內容。 

2、 在民視新聞自律規範裡面，基本原則的第 4條「全體同仁不得利用新聞媒體

所賦予的身份，藉名招搖，牟取個人利益」，我想這一條就可以涵蓋此份

「新聞從業人員不得以新聞職務或頭銜私下從事商業行為」之規範所有的規

定了。 

 

胡婉玲委員： 

但是雖然有規範「全體同仁『不得』利用新聞媒體所賦予的身份，藉名招

搖，牟取個人利益」，但若還是發生了，該如何處理較為妥適? 

 

鄭自隆委員： 

已經有規範了當然就可以處理，可以調職或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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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逸泓委員： 

用原本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基本原則第 4條即可處理。 

 

洪幸寬： 

1、 我們已經將「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公佈於網路官網上，且明文表示「供全體

新聞部同仁遵行」，大家就應該要遵行。 

2、 長期以來，同仁到職均簽署「民視勞動契約書」，裡面的第 7條「乙方於受

僱期間應遵守甲方所頒布規章，服從甲方調遣與指示」。 

 

鄭自隆委員： 

「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已包含在「民視勞動契約書」第 7條「所頒布規章」

裡。 

 

翁逸泓委員： 

「民視新聞自律規範」即屬上揭的「民視勞動契約書」中，第 7條「所頒布

規章」涵括範圍內。 

 

＜結論＞鄭自隆委員： 

◎新聞從業人員守則 

一. 本守則稱新聞從業人員者，係指新聞傳播群之全體員工。 

二. 身為媒體業者，社會上賦予高度專業形象、公信力及聲譽，本公司嚴禁新聞從

業人員利用職務或頭銜，圖利自己或他人事務。 

三. 新聞從業人員掌握媒體資源，對社會具有影響力及公信力，應承擔社會責任，

恪守自律原則，不得有公器私用之嫌。 

四. 新聞從業人員應注意自己言行，不得有損公司聲譽及形象。 

五. 新聞從業人員未經公司授權時，不得利用其新聞職務或頭銜(例如記者或主

播)，從事任何商業行為，亦不得為任何銷售或代言或推薦之行為，無論有償或

無償均同。 

六. 擔任主播職務者，若有違反前條規定，除接受單位內部懲處外，並得解除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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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七. 若有違反本守則時，均已達不適任標準，除接受單位內部懲處外，並得調離原

職務。 

八. 若有違反本守則時，對外因而衍生之一切法律責任，概由該新聞從業人員自行

負責，若因此致公司受到損害時，該新聞從業人員應負擔賠償責任。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