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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9年第五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9年 5月 17日（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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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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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 

採訪中心社會組主任蔡煌元、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視創中心副理葉百林、國際

中心主任連惠幸、攝影中心主任李健成、編審關瑜君、採訪中心社會組記者黃國

誠、挑戰新聞主持人何文堯、挑戰新聞製作人張國政、挑戰新聞執行製作劉以翔、

挑戰新聞執行製作黃柏煒、挑戰新聞執行製作洪瑞霙、挑戰新聞企劃製作呂玠鋆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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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 

一、 NCC(2019.4.11)函轉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反映將手語翻譯員在場轉譯新聞畫面

完整播出乙事，請轉知所屬會員，以落實資訊平權，請查照。 

 

＜結論＞鄭自隆委員： 

轉知同仁參考。 

 

二、 NCC(2019.4.11)檢送 2019年 3月 15日修正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請轉

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翁逸泓委員： 

1、 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5條，規範對象主要是「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

執行職務之人員」，不包含媒體記者。 

2、 先前於國是會議討論時，印象中民間司改會有提及「媒體可以任意進出檢

察機關」這件事，希望媒體自律不要任意進出。當時是表示，不要讓媒體

任意進出辦公區域，應該要規定一個特定的採訪區域。 

 

胡元輝委員： 

1、 民主國家的法制，通常類似規範對象都是針對「檢、警、調」，而非媒體人

員。某些民主國家的媒體組織或同業公會，亦有將「偵查不公開」列為自

律內容之一，但純屬自律，也不普遍。 

2、 應該交由媒體去自主權衡，譬如有些時候即使不公開，既不影響新聞價

值，也可以考慮到相關當事人的人權。 

 

劉新白委員： 

公開或不公開都有其優缺點，應該交由相關專業執行單位去做最適切的判

斷。 

 

姚淑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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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作業辦法中，裡面有好幾條跟相關特別法都有關聯，譬如個資法、兒少法

等等，若有違反，在其他相關的特別法中，仍然有罰則，還是必須要特別小

心注意。 

2、 其中第 9條第 8點「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訴訟關係人之『性向』…」，當時

修法時不知是否有名詞上修正的錯誤，我們以前國中的時候會做所謂的「性

向」調查，可是講的不是「性傾向」，而是「興趣」，但是該作業辦法中，講

的「性向」是指「性傾向」，有關於性別認同，我覺得這部分可能是用詞錯

誤。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媒體報導司法、犯罪新聞係維護社會透明度，以發揮「防腐」功能，屬新聞自

由之一環。 

2、 然報導司法與犯罪新聞，應遵循以下原則： 

（1） 遵守「隱私」之相關法律規定。 

（2） 尊重「無罪推定原則」。 

（3） 避免「媒體審判」。 

 

貳、 討論議題 

一、 NCC(2019.5.8)來函指稱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4月 1日 21時 55分至

22時 55分播出「挑戰新聞」節目，內容涉嫌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等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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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集節目共邀請施孝瑋、邱明玉、謝國安、凌志文等 4位來賓，分別就 7段時

事議題進行探討，其中遭投訴的部分為第 3 段議題「清明掃墓去!祖先陰宅風

水學問大 無視小裂縫恐禍延子孫?」，長度為 9分 51秒，遭投訴內容均為來賓

凌志文個人發言。 

2、 由於當時清明節將至，因此邀請對玄學特別有研究之知名節目製作人凌志文，

就清明掃墓的相關報導或經驗分享加以敘述，內容皆根據媒體報導或引述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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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於部落格之經驗分享，均有來源且為合理查證。清明掃墓、慎終追遠、風

水祭祖、思親托夢亦屬民間風俗或個人體驗，由來賓個人言論將專家或民眾的

論述或經驗在節目中呈現，播出之圖片影像均遵守法規普級制度，並無暴力、

血腥、裸露或造假，更無涉損及公共利益。是以，「挑戰新聞」節目並未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無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姚淑文委員： 

1、 「挑戰新聞」屬新聞節目，所以比較會放大尺度來檢視是否違反「善良風俗」。 

2、 播出時間在晚間 10點多，將近夜間 11點的時間，我認為這是一個屬於成人的

時段，一般成人在接受類似民俗的議題上，大部分都是可接受的，我並不覺得

有造成太大的危害性。 

 

劉新白委員： 

1、 除了查證，還有比重、呈現的方式、目的性等等，譬如說趣味性，這些都屬技

術上的部分。 

2、 前半段講民俗的部分，我覺得問題不大，後面講到信仰(或者說靈異)，因為都

是來自二手傳播，而非講述人親身經歷，可能比較有爭議性，是比較吃虧的。 

 

胡元輝委員： 

1、 我認為這是節目定位，或者頻道風格的問題，屬於電視台的製播政策，應無所

謂違法的問題，亦即不涉及所稱的「善良風俗」或是「事實查證」的問題。 

2、 從媒體的社會責任角度而論，製播此類新聞應考慮避免造成閱聽人產生迷信效

果。建議： 

(1) 主持人或評論人在講述方式上應拿捏分寸，盡量讓大家覺得這是「有此一

說」，而非「定論」或「真理」。 

(2) 出現類似題材時，可考慮標註警語。譬如「此為民俗傳說，非科學理論」

之類。 

 

翁逸泓委員： 

1、 「善良風俗」本來就很難界定，在法律中若要找出類似較具體的文字，或許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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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法」第 30 條：「商標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其中商標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有列出幾種類型，比較相關的，譬如「使人心生

恐怖或提倡迷信，影響身心健康」。 

2、 第一段「清明掃墓去，祖先陰宅風水學問大」，前面主要講述掃墓要莊重，不要

穿得奇奇怪怪的，基本上重點在於「莊重」，沒什麼問題。後面幾段引述的部

分，不妨當作是一種信仰，若是歸類在「信仰」的範疇，即屬憲法保障，憲法

第 13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我認為也還不至於到「迷信」的程度，也

就是上述的「使人心生恐佈」。不過要注意的是，如果未來還是有相類似之狀

況，應要避免達到使人心生恐怖而影響身體健康，或鼓勵迷信之程度。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此段內容契合「挑戰新聞」節目旨趣，且配合時令（清明節）播出，來賓所

論述內容為宗教民俗信仰，屬憲法保障範圍，因此無論從新聞價值（時宜

性、趣味性）或言論自由層次審視，應無不當。 

2、 在 1小時節目中，此段談話僅 10餘分鐘，比例安排亦無失當。 

3、 民俗與靈異現象，超出科學驗證範圍，無從查證，若需事事查證，部分政治

人物常謂「媽祖託夢」，試問如何舉證、查證？ 

4、 綜合而言，本段內容並無違反新聞專業倫理，不過爾後新聞或節目處理類似

議題，應加註「靈異現象並無科學驗證」之文字或由主持人逕予說明。 

 

二、 NCC(2019.4.18)函送民眾反映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3月 26日「民視

新聞 3/26播報曹長青新聞比例過高」之新聞報導意見，請於文到 7日內提出

相關說明；並儘速提請本公司內部倫理委員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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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公司於 2019年 3月 26日當天並無「曹長青」之新聞報導，民眾投訴

並非屬實。 

 

胡元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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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測該民眾應該是針對「政經看民視」節目，但我想即使有，通常也不會很

長，而且該節目屬政治評論節目。 

 

翁逸泓委員： 

新聞報導並沒有播出相關內容，我認為沒有問題。 

 

劉新白委員： 

當天新聞報導是否有引用「政經看民視」節目「曹長青」相關畫面? 

 

吳雨珊： 

經查，當天並無引用「曹長青」評論等相關畫面。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經查該日民視各節新聞並無曹長青先生之發言、畫面或受訪。 

2、 新聞或節目受訪人之選擇，為媒體守門行為（gatekeeping），亦屬新聞自由

之保障，官署或閱聽人自可表達看法，但不宜指定或指稱何人為是何人為

非；尤其官署更應自制，以免有新聞檢查（censorship）之虞。 

 

三、 律師函(2019.5.9)反映民視新聞台於 2018年 12月 21日「誆投資海外房地產 

2地產公司吸金逾 10億」、「招攬投資歐洲房產吸金 12億 7人遭約談」相關

新聞，涉有報導不實，請求移除事。 

 

黃國誠： 

1、 「台灣搜房網」及「亞太國際地產」兩間公司都因為疑似「投資海外房地產問

題」遭到北檢偵辦，前一天北檢進行搜索，案子進入北檢做出強制處分到凌晨，

早上我們會整理前一天晚上的帶子做成報導。 

2、 當時「亞太國際地產」相關人士有列為被告交保，大夜記者在現場也有詢問「要

不要澄清一下?」、「要不要說明?是不是有什麼誤會?」，然均未獲回應。 

3、 「台灣搜房網」的部分，因第一時間遭聲押，沒有辦法受訪，因此隔天一早就

有記者去「台灣搜房網」採訪，當下該公司沒有開門，但有貼出聲明，因此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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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畫面中有引用該聲明稿。 

4、 「亞太國際地產」交保當天下午疑似召開記者會，我查了一下，有去採訪記者

會的好像只有蘋果、自由以及一些財經的平面媒體，我亦有再向公司財經線的

記者做確認，我們確實都沒有收到相關訊息通知。若今天該公司想要說明，其

實只要打到我們公司的總機，轉告知記者，我相信我們記者同仁都會派人去參

加記者會，取得該公司的說法，這也是我們做新聞平衡報導很重要的原則。 

 

翁逸泓委員： 

1、 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條：「下列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之…」；第 10條

第 5項「各機關應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並應劃定採訪禁制區」。但

是剛剛看到報導畫面，基本上採訪都是在公開的地方，並沒有進入到辦公區域，

這一點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2、 報導中有播出「台灣搜房網」的平衡聲明，關於「亞太國際地產」這邊，記者

亦有做到一定程度的查證。 

 

胡元輝委員： 

1、 基本上報導都是依據實際發生的事情來做處理，我並沒有特別發現有該律師函

所提及到的事項。此外，在主播稿及記者報導中，都有用「被控」、「疑似」或

是「涉嫌」等用詞，已有考慮到法律上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2、 新聞的標題多數也都有使用「被控」、「疑似」或是「涉嫌」等用詞，只有「誆

投資海外房地產 2地產公司吸金逾 10億」這一個沒有使用上述字眼，但是就

整則新聞來說，幾乎已經都做了前述的處理，所以我並不覺得這是ㄧ個特別嚴

重的問題。若欲更周延的處理，未來在每一個標題都應該留意一下，基本上我

認為沒有涉及到牴觸法律的規定。 

3、 案件尚在偵辦中，即使有「被遺忘權」法令規定，也非在現階段處理，亦非歐

洲國家所謂「被遺忘權」要處理的範圍，因此也不涉及「被遺忘權」。 

4、 是否要移除，我認為民視有絕對的自主權。 

 

劉新白委員： 

基本上沒有問題。但處理類似事件一定要小心避免變成媒體審判，至於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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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平衡，確實有其困難，一般來講只報導事實的部分，不要有任何推論，會

比較安全。我記得以前曾經有過一種做法，引用過去類似的案例，放在報導最

後面做參考，避免自己做結論。 

 

姚淑文委員： 

整體新聞處理得非常好，除了剛剛提到的標題以外，原則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報導裡面使用「涉嫌」等等法律相關文字，都是ㄧ致的，甚至最後一句話「是

不是假投資真詐騙，檢調將擴大偵辦」、「檢方依照違反銀行法、詐欺罪移送」，

或是「遭到聲押」，皆為據實報導，亦非出自記者推斷。此外，該則報導同時也

提醒民眾知的權利，我認為並沒有用詞不當或誇大不實的問題。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此案涉及吸金金額龐大，有其社會教育意義，具新聞價值，應予報導。 

2、 然新聞中欠缺「平衡報導」之告知，記者在新聞處理過程曾做平衡之努力，

但涉案人拒絕受訪，因此若在新聞中予以說明，新聞處理可更為完整。 

3、 新聞中用詞有「疑似」之字句，已盡對涉案人保護之倫理要求。 

4、 此案尚在審理中，因此本委員會認為新聞不宜移除，以免間接對審理中之案

件表態。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