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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9年第四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9年 4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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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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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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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中心生活組主任蔡明哲、採訪中心社會組主任蔡煌元、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

節目中心主任陳佳誼、視創中心副理葉百林、編審關瑜君、行政組召集人洪幸寬、

台灣最前線主持人許仲江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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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議題 

一、 NCC(2019.4.8)函送民眾反映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3月 28日下午 2時

播出之內容意見，請於文到 7日內提出相關說明；並提請本公司內部倫理委

員會討論，於文到 14日內將會議紀錄、會議結論函送 NCC，請查照。 

 

民視已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1、 民眾所反映之時段為「台灣最前線」節目。 

2、 該集節目議題屬可受公評事項： 

該集節目適逢高雄市長韓國瑜結束中國行返台，接連會晤港、澳中聯辦主

任、國台辦主任等高官，引起社會高度爭議。陸委會更指此行是「北京精心

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旅」。高雄市長訪中，對台灣主權可能造成的影響，

屬可受社會公評範圍。 

3、 該集節目議題討論過程經正反代表意見併陳，屬合理評論： 

該集節目以高雄市長韓國瑜返台駁斥外界「賣台」指控說法影片開頭，節目

標題「訪"中聯辦"賣台? 韓國瑜駁:賣菜賣水果怎會賣台!」，且討論過程正反

代表意見併陳，並無不公之處。 

4、 該集節目議題討論皆有所本，並非「假新聞」： 

高雄市長韓國瑜中國行「賣台」一說，出自港媒《成報》頭版標題，台灣各

媒體及包括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內的藍綠政治人物，均引用「賣台」一詞，節

目內容依據各項查證後的事實，討論外界對韓「賣台」的主權疑慮，皆有所

本，並無內容不實之處，更非所謂「假新聞」。 

5、 「台灣最前線」節目關注時事議題，並追求多元文化價值： 

綜觀現今各家電視台，普遍有其固定之台性，一般觀眾對於收視內容均有其

特別偏好，本公司無法滿足所有的觀眾喜好，然而，本公司仍盡力呈現新聞

報導價值，並追求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 

 

台灣最前線主持人許仲江： 

1、 當天是高雄市長韓國瑜訪中國回台，節目標題是根據香港媒體《成報》頭版

報導，當天包含自由、中時、聯合、中央社、新頭殼、蘋果等台灣媒體均引

用《成報》「賣台」一詞，並非本節目所創，標題中「韓國瑜駁:賣菜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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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會賣台!」，亦有讓高雄市長韓國瑜說明，節目即是由此角度切入議題討

論。 

2、 該集節目有陳敏鳳、徐佳青、洪孟楷、張銘祐 4位來賓，兼備藍綠政黨色

彩，其中洪孟楷為前國民黨發言人及現任文傳會副主委，節目中來賓均有針

對議題表示相關評論。 

 

劉新白委員： 

節目中是否有說明「賣台」一詞出自香港媒體《成報》? 

 

台灣最前線主持人許仲江： 

1、 有的。節目還有特別製作圖卡，說明香港《成報》報導以及相關評論依據。

這是真實的新聞事件，並非「假新聞」，評論皆有所根據。 

2、 並非本節目去說高雄市長韓國瑜「賣台」，「賣台」一詞更非由本節目所創，

而是當天相關報導已經通通都出來了。 

 

劉新白委員： 

說明很完整，我認為沒有問題。 

 

翁逸泓委員： 

若就政論節目而言，以釋字第 364號解釋補充說明： 

「至學理上所謂『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乃指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

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而言，以促進

媒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公正。…惟允許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就媒體

本身言，係對其取材及編輯之限制。…本解釋認為『接近使用傳播媒體』與

『媒體的編輯自由』具有基本權衝突的問題。…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

民眾表達其反對意見之要求，無異剝奪媒體之編輯自由，而造成傳播媒體在

報導上瞻前顧後，畏縮妥協之結果，反足影響其確實、公正報導與評論之功

能。是故民眾『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應在兼顧媒體編輯自由之原則下，予以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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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輝委員： 

1、 本集節目內容主要係就媒體報導及可受公評之議題進行討論，與假新聞無

涉，應無涉及違反法令的問題。 

2、 「賣台」這個詞基本上是一個價值判斷，是主觀意見，除非支持這項評價的

事實出現虛構、扭曲，方有所謂假新聞的問題。我國大法官會議做出的多項

解釋中，均對於評論的自由予以高度保障，例如 509號解釋令即就誹謗政治

人物的評論，做出「真正惡意」原則的解釋，以維護民主政治下的言論自

由。足見媒體評論政治人物，受到憲法高度保障。 

3、 該集節目來賓包含不同政治立場，如洪孟楷的身分是前國民黨發言人、現任

文傳會副主委，顯示節目並非採取「一言堂」的立場。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本節目屬政論節目，來賓言論屬個人言論自由範疇，除非明顯違反法律規定，

否則應予尊重，亦不容不同背景之觀眾置喙。 

2、 新聞標題已有處理，所謂「賣台」亦係引述自香港媒體，並非本台之價值判斷。 

3、 受邀來賓具不同政黨背景，藍綠傾向並無偏頗。 

 

二、 NCC(2019.4.2)函送民眾反映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3月 27日 12時至 13

時許之新聞報導偏向特定政黨等相關意見，請於文到 7日內提出相關說明；並

提請本公司內部倫理委員會討論，於文到 14 日內將會議紀錄、會議結論函送

NCC，請查照。 

 

民視已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1、 依民視新聞台節目表之節目完整時段為 12 時至 13 時 10 分「民視午間新聞」

節目。 

2、 該節新聞報導內容： 

(一)非政治議題類： 

(1) 社會：貨櫃車暴衝撞對向 國道 4車連撞 3傷。 

(2) 社會：法籍男半夜喝茫 大鬧超商還踹車。 

(3) 社會：遊戲主題餐廳變賭場 警逮逾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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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人行道驚見紙箱棄嬰 臍帶還沒剪。 

(5) 社會：詐騙集團露餡被抓包 “惱羞”飆國罵。 

(6) 社會：電動自行車改裝飆速 擬開罰 

(7) 社會：臺鐵列車發生攻擊事件 嫌犯被警逮捕無人傷。 

(8) 社會：2男半夜試槍遇巡邏警 車上查出槍與毒。 

(9) 社會：休旅車撞飛機車 5米遠 騎士小腿骨折。 

(10) 社會：3人沒同行 男攜超額入關 50萬飛了。 

(11) 生活：公主遊輪行延誤 旅客怒霸船。 

(12) 生活：2.7米短吻鱷曬日光浴 球友傻眼。 

(13) 生活：4點半下班!田中公所 5/1調整上班時間。 

(14) 生活：牛奶鍋搭鹽漬櫻花 一朵朵如櫻吹雪。 

(15) 生活：開放首日 溜滑梯防護條就壞了。 

(16) 財經：重大事項宣布 大同華映 27日暫停交易。 

(17) 財經：攝影棚變婚宴會場 營業額增 2成。 

(18) 體育：謝淑薇無緣再寫驚奇 詹家姐妹首闖四強。 

(19) 體育：大聯盟春訓最後日 小熊 16:7擊敗紅襪。 

(二)政治議題類： 

(1) 國民黨：韓國瑜密訪中聯辦 陳明通要求回台說明。 

(2) 國民黨：2020選不選?韓：老鼠偷拖鞋 大的在後面。 

(3) 民進黨：韓國瑜見中國高官 陳致中按鈴告外患罪。 

(4) 民進黨：總統初選英徳之爭 綠委看板籲團結。 

(5) 獨派：韓國瑜赴中 林飛帆嗆:九二共識就是中國統治。 

(6) 獨派：獨派民調賴勝藍白 辜寬敏:給我們很大希望。 

(7) 無黨籍：妙天爆柯將選總統 柯：確實有見面。 

(8) 總統外交：海洋民主之旅 蔡總統抵夏威夷參加僑宴。 

(9) 政策：韓小內閣波折多 毒防局長健康因素請辭。 

3、 報導則數統計：總共 28則。 

(1) 非政治議題類：19則。 

(2) 政治議題類：9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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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民黨：2則。 

(B)民進黨：2則。 

(C)獨派：2則。 

(D)無黨籍：1則。 

(E)總統外交：1則。 

(F)政策：1則。 

4、 本公司新聞報導並無偏向特定政黨，民眾投訴並非屬實： 

(1)於該節 12時至 13時 10分「民視午間新聞」新聞報導中，非政治議題類占

19則，政治議題類占 9則。 

(2)此外，政治議題類中，國民黨、民進黨、獨派、無黨籍、總統外交類、政策

類各占本節新聞則數為 2：2：2：1：1：1。 

(3)就上揭數據可知，民眾投訴本公司新聞報導偏向特定政黨，並非屬實。 

5、 本公司報導追求多元文化價值，不僅只提供政治議題報導，更關注許多非政治

議題新聞： 

於該節 12 時至 13 時 10 分「民視午間新聞」新聞報導中，非政治議題類占 19

則，其中更包含社會、生活、財經、體育等多元文化之新聞報導。 

6、 本公司報導並無偏向特定政黨，亦符合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並未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 

綜觀現今各家電視台，普遍有其固定之台性，一般觀眾對於收視內容均有其特

別偏好，本公司無法滿足所有的觀眾喜好，然而，本公司仍盡力呈現新聞報導

價值，並追求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是故，本公司報

導並未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劉新白委員： 

符合比例原則，我認為沒有問題。 

 

翁逸泓委員： 

我的想法跟議題一相同，屬於媒體編輯自由，在範圍之內。 

 

胡元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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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時段的新聞內容而言，並未過度膨脹某一個政黨或特定政治人物。 

 

＜結論＞鄭自隆委員： 

此民眾申訴案並無具體指控，但從此時段之新聞內容顯示，全部 28則新聞中，

政治議題僅有 9則，比例並無不當。 

 

三、 NCC(2019.4.8~4.9)函送民眾反映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 年 3 月 6 日、3 月

11至 15日、3月 28日、3月 30日播出之「阿扁踹共」意見，請於文到 7日內

提出相關說明；並提請本公司內部倫理委員會討論，於文到 14 日內將會議紀

錄、會議結論函送 NCC，請查照。 

 

民視已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1、 前總統陳水扁並未接受特定媒體採訪： 

該篇新聞內容擷取自前總統陳水扁個人臉書，係由前總統陳水扁自行拍攝錄製

並上傳影片至臉書，供不特定人觀看，並非出自本公司採訪。 

2、 前總統陳水扁論述廣獲各界關注，具有新聞價值： 

前總統陳水扁臉書原始影片內容係以前國家元首身分表達其個人對於公共議

題之關心及意見，該臉書影片平均每則瀏覽次數皆有數千至上萬不等。前總統

陳水扁臉書影片受到外界高度關注，其名人觀點亦具備新聞顯著性，呈現多元

意見之一環，本公司追求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認為

該則影片具有新聞價值。 

3、 釋字第 756號(黃昭元大法官)：「受刑人不是國家的奴隸」： 

黃昭元大法官於釋字第 756 號解釋的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提及：「受刑

人不是國家的奴隸，也不因犯罪在監拘禁，而當然成為次等公民。如果說有權

利，必有救濟。那麼有控制，也必有抗拒。有網路長城，就有翻牆的人民（連

習大大都有 VPN！）。有鐵窗的言論管制，就有想破窗而出的玫瑰花。如果將現

行法對於受刑人言論的控制模式抽象化，大概就是幾個集權國家透過網路監控

人民言論的模式翻版：全面檢查、全面閱讀、全面刪除，哦，Error 404。法院

對於如此徹底的全面監控模式，應保持必要的警戒」。 

4、 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受刑人亦享有言論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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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釋字第 756號解釋理由書：「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適

於社會生活，並非在剝奪其一切自由權利。受刑人在監禁期間，除因人身自由

遭受限制，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例如居住與遷徙自由）亦受限制外，其與

一般人民所得享有之憲法上權利，原則上並無不同。受刑人秘密通訊自由及表

現自由等基本權利，仍應受憲法之保障」。 

(2)受刑人因部分原因而受到人身自由之拘束，但非謂其他的基本權利行使也應該

一併受限制。前總統陳水扁雖為受刑人，亦曾於獄中多次為「壹週刊」及「臺

灣時報」寫專欄，更出版「台灣的十字架」、「關不住的聲音：阿扁坐監ㄟ五十

張批」、「1.86坪的總統府」書籍以及「獄中之歌：阿扁寫給摯愛的台灣」專輯，

享有其言論自由。 

5、 本公司播出「阿扁踹共」並無違反任何法令： 

電視節目製播應屬自主營運範疇，節目播出內容應有媒體編輯自主及憲法對言

論自由之保障。是以，本公司播出前總統陳水扁個人拍攝之談話影片，並無違

反任何法令。 

 

劉新白委員： 

主要問題在於，用的量過大，未經任何剪輯，沒有經過處理。我認為要做成政

論或新聞報導都可以，都有處理的方法，但若是在新聞報導時段，就應該要用

新聞報導的方式處理，建議改進。 

 

胡元輝委員： 

1、 何謂公平原則，我的看法如下： 

(1)報導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 

不一定會涉及到公平原則。譬如說以較多篇幅報導政治人物參加某活動、喜

歡什麼、吃什麼、穿甚麼之類的新聞，基本上比較屬於這個電視台的定位或

風格問題，民主國家一般不會以法令介入規範。 

(2)涉及到公共政策或重大爭議的報導： 

此類型與前者不同，不同的民主國家會有或嚴或鬆的規範，特別是選舉期間

的報導多會有所規範。 

2、 以議題三來說，就要看陳前總統談的內容為何，若是談風花雪月，譬如昨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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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麼、心情如何等等，即屬前者，涉及電視頻道的定位或風格。若是後者，

陳前總統談論到國家重大議題時，就需考慮公平原則，在某些國家有可能涉及

法律問題。 

3、 此外，媒體自律應較法律標準為高。建議應檢視相關議題處理上，與自律規範

的距離，如有不符，應該要檢討改進。 

 

翁逸泓委員： 

1、 就申訴內容本身而言，只是說本台的行為是在協助陳前總統受採訪，但申訴內

容認為陳前總統保外就醫不得接受採訪等，若就事論事，單就申訴內容的指控，

我認為民視的說明是沒有問題的。換言之，受刑人（保外就醫）仍有秘密通訊

自由及表現自由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 

2、 關於受刑人的權利做補充說明： 

法務部完成「監獄行刑法」「羈押法」修正案，於今天經行政院院會通過，重點

之一便在於保障受刑人通信、投稿權益，也是前面提到釋字第 756號等解釋之

實務上落實。 

3、 但，若以新聞專業而言，因為是新聞報導時段，如同前揭胡委員的意見，還是

要回到「阿扁踹共」當天本身的內容而定，此部分則有斟酌改進之處。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媒體新聞處理，只要具新聞價值，且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即應報導。至於當

事人行為是否違法，則非電視台可以論斷。 

2、 媒體新聞選擇應由媒體自行依「新聞價值」遂行專業判斷，這是新聞自由的 ABC，

外在世界發生 N件事件（events），假設一小時新聞僅能選擇 10則播出，則其

中 N-10 件的事件勢必被割棄，除非明顯違反法律規定，主管官署不能要求何

者可播，何者不可播，否則即成新聞檢查（censorship）；媒體新聞選擇與處理

當然可受公評，公民團體、觀眾亦可指稱遺珠或專業不足，但斷不能指控媒體

選擇某新聞為非，要求公署應予懲處，如此將形成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貳、 臨時動議 

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