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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19年第八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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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逸泓  世新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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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列席人員： 

編輯中心副理陳國雄、採訪中心副理陳光中、採訪中心政治組主任葉啟承、節

目中心副理蕭慧芬、節目中心主任陳佳誼、攝影中心主任李健成、行政組召集

人洪幸寬、編審關瑜君、論壇中心召集人張國政、採訪中心政治組記者劉忻怡、

採訪中心財經組記者徐紹芸、攝影中心記者邱顯復、攝影中心記者沈培智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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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議題 

一、 NCC(2019.7.25)來函指稱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6月 24日 19時 55分至

21時 55分播出「新聞最前線」節目，內容涉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

請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另請依法提請本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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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本公司並無「新聞最前線」節目，民眾所反映時段播出應為「台灣最前

線」節目。 

2、 2019年 6月 21日經平面媒體向該店家查證，該店家表示，2年前開店時，大

樓管理員就曾詢問是否要裝設有線電視，如果固定播放就可免付月費；開店 1

年後某天，系統業者又打來詢問同樣問題，願意綁定某新聞台的話，就可減免

每個月 500元的系統費。該店家認為不妥，2次都加以拒絕。 

3、 該段節目討論前一天(6月 23日)「反紅媒遊行」相關社會議題，節目邀請民進

黨立法委員劉世芳、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基進黨發言人陳柏惟、資深媒

體人林育卉、吳國棟、政治評論員張銘祐共 6位不同政治立場之來賓。其中遭

民眾投訴「日媒報導小吃店定頻紅媒可減免費用」之部分為來賓劉世芳個人發

言，其發言長度約 2分 40秒。 

4、 還原民進黨立法委員劉世芳完整發言內容，該發言來自於其在地民意代表之觀

察，點出「店家綁定特定新聞台」之社會議題，且有提及中天集團之澄清說法，

本公司尊重其言論自由： 

「尤其是屏東的小吃店，高雄的小吃店也是一樣，每天從早餐、中餐、晚餐、

喝豆漿、跟晚上吃蚵仔煎的宵夜，看到全部都是中天，為什麼，聽說是可以減

500塊錢，這個中天集團在他們的新聞事件裡面說，這個是假的，他甚至想要

控告日本的電視台。但是如果你能夠舉出事實在哪裡，拍下來，傳給不管是立

法委員，或是其他的民意代表，或是給 NCC，一而再再而三，累積越多的案量

的時候，才會讓他怕，你現在只有政治人物喊，我只是因為不支持一國兩制，

所以你就罵中天，那就說你自己本身就有政治色彩，我覺得這樣子反而不好」。 

5、 本集節目內容屬可受公評議題，討論皆有所本，並無不實之處，更無損及公共

利益。是以，本公司無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第 2項及第 3項第 4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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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查證原則。 

 

翁逸泓委員： 

劉委員節目中所述，就是講話要真憑實據，不可以因為立場，就連查證都不查

證，該論述正是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事實查證原則所要表達的內容，並無

問題。 

 

劉新白委員： 

節目中就是告訴民眾事實查證應該要怎麼做。建議要把哪一間日媒報導點出來，

以示根據來源，對電視台來講也是一個保障。 

 

胡元輝委員： 

1、 本事件為可受公評之事件，進行評論是沒有問題的。 

2、 從劉委員敘述的方式來看，前面先講耳語有這麼一個說法，這個說法是日媒確

實有此報導，所以中天說要告日媒，最後中天是否有提告我不確定，其後，劉

委員又提及「中天說這不是事實」。換句話說，劉委員的言論基本上是兩面俱

陳，後面再論述「如果」民眾對類此事件希望有效果的話，就要舉出事實。 

3、 評論的時候是否有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事實查證原則？從節目中劉委

員所述內容來看，第一，強調「要用證據去舉發」；第二，語句是用「如果」。

換言之，劉委員並沒有具體陳述這樣的說法是一個事實，所以我認為本事件不

涉及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事實查證的問題。 

 

姚淑文委員： 

本節目屬新聞節目，有數位來賓，每一位來賓都代表了自己不同論述解讀新聞

事件，如果以製播新聞節目來講，我認為電視台很難針對來賓做論述上的控制，

若此，也失去了新聞節目的意義。劉委員所述談的是一個「聽說」，甚至向民

眾表達若有類此情事可以做什麼動作。就整體而言，並不至於達到違反事實查

證或公平原則的程度。 

 

＜結論＞鄭自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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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為公共平台，必須保障來賓言論自由，不能逕以與事實不符為由，而過濾

其訊息，否則就成為事前的新聞檢查，違反新聞自由原則。即使不實，官署或

當事人若要究責，也應針對發言來賓，而非做為公共平台之媒體。 

2、 更何況所評論之議題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當然可予討論。 

 

二、 NCC(2019.8.12)來函指稱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6月 20日 19時許播出

「傻眼!韓國瑜問陳其邁『為什麼高雄會爆發登革熱』」新聞報導，內容涉嫌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請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另請依法提請本

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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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19 日高雄市長韓國瑜與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視察登革熱疫情事件

引發社會關注，資深媒體人黃創夏、綠黨及簡舒培議員不約而同在臉書發表相

關言論。該則報導內容包含韓國瑜與陳其邁完整對談畫面、前揭公眾人物於臉

書上的公開評論，以及韓市長的澄清回應，並加入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的專業

看法，對各方說法都加以報導。 

2、 該則報導出自記者採訪，絕非憑空捏造，且主播口述時亦有清楚指出「慣性爆

發」乙詞，報導中完整播出韓國瑜與陳其邁對談畫面，並以文字特別標註「慣

性爆發」，本公司報導並無不實之處，更無損及公共利益。是以，本公司無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4 款之事實查證原則。 

3、 惟當下新聞處理過於倉促，且篇幅有限，故僅概略描述以「韓國瑜問陳其邁『

為什麼高雄會爆發登革熱』」作為新聞標題，往後本公司將更加強內部教育訓

練，標題及文字敘述會更謹慎注意，以維護新聞之真實客觀。 

 

姚淑文委員： 

我建議可以把「網友」批評的文字或照片截取出來，資訊上完整表達，也比較

有公信力，才比較適合談論到這件事的脈絡。整體而言，我認為有做到平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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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有讓韓市長自清去回應網友的批評，但建議比例上可以再做調整。 

 

劉新白委員： 

建議未來避免使用「網友」說法，若能訪問到該事件地區民眾的看法會更好，

或是可以訪問高雄市民。 

 

胡元輝委員： 

1、 從事實查證角度來看，第一，當時韓市長所說內容，是不是我們後來引述的內

容？從影片來看，似無問題。第二，其他相關人物的言論，無論是陳其邁的回

應，或其他各方人士的說法，也都是有憑有據，大體上並無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2、 我認為標題有瑕疵，將整個內容更為簡化，若將標題「為什麼高雄會爆發登革

熱」改為「為什麼高雄會『慣性』爆發登革熱」，或許更符合原意，未來這個

部分可以改進。 

3、 關於內文中使用「網友」或「專家」，媒體為了搶時間經常會使用類似字眼，

我認為以電視新聞來講，用類此不具名的字眼並非理想的報導方式，將來在此

報導方面可以再做自我要求。 

 

翁逸泓委員： 

1、 就事實查證原則而言，報導中後製的文字，也都是原音變成文字而已，皆有所

本，雖標題上有疏漏，但從字卡以及主播的播報稿中均可見「慣性爆發」用詞，

主播確實有敘述「為什麼會『慣性』的爆發登革熱」，似乎並無混淆的可能性。 

2、 就公平原則而言，也有讓各方說法及韓市長的回應並陳。但針對內文中「專家」

乙詞，看起來是指疾管署副署長本人，既然如此，我建議可以直接把該專家具

名及其專業身份寫出來，會比泛稱「專家」更為妥適。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韓國瑜與陳其邁的對話有錄影錄音，係事實之呈現，不必再行查證。 

2、 本則新聞之相關評論，尚符合平衡的原則，但以「網友」做為消息來源並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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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爾後新聞引述網友時，應有更明確的呈現。 

3、 標題「韓國瑜問陳其邁『為什麼高雄會爆發登革熱』」，有簡化事實之疑慮，會

形成對韓國瑜的負面評價，應予改進。 

 

三、 NCC(2019.8.13)來函指稱本公司民視新聞台於 2019年 7月 16日 17時 45分「民

視晚間新聞搶先報」節目播出「韓勝出『風水池』龍魚亡 不祥徵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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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提出意見

陳述書，另請依法提請本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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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在黨內初選獲勝當天，國民黨部地下

一樓的魚池，碰巧發生一尾龍魚跳出池塘而死事件，適逢選戰熱潮引發外界

聯想，不少民眾朝風水之說討論，且當時已有平面媒體報導，公眾對於此事

之特殊與巧合性感興趣，具備足夠新聞性。 

2、 該則報導中，探討此事為何能引起公眾關注，除了訪問中國地理風水研究協會

理事長張旭初之外，為求客觀、平衡報導，本公司記者亦有採訪國民黨發言人

洪孟楷，其表示「台灣人民不要再只問鬼神不問蒼生」，顯然並不認同將龍魚

死亡導向風水之說法，本報導另於結尾強調「風水信者恆信」，主動點出風水

有人信、有人不信的現象。 

3、 對風水之認知，屬於民間風俗，是民間文化的一部分，且報導標題及文字敘述

均未以「肯定句」下定論，僅是忠實呈現各方說法，並無加油添醋或煽動迷信，

亦有做平衡報導。是以，本公司並無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亦無違反事實

查證原則，更無涉損及公共利益。 

 

姚淑文委員： 

1、 我並不認同「風水民俗」應該要減少報導，亦不認為就是所謂的「怪力亂神」，

畢竟風水與民俗是一般老百姓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持及信仰，不應該直接如此論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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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實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在類此議題之下，新聞播報過程中，是否完全

都要流於政治論述，我認為不盡然是如此。此外，若從風水的角度來看該議題，

我建議或許不同的風水專家，會有不同的見解。 

 

劉新白委員： 

建議可以訪問水族館店家，一樣的題材一樣的論述，若是從水族館店家講出來

的，就比較有自然生態的感覺，比較不會讓人感覺那麼政治。 

 

胡元輝委員： 

1、 風水在台灣社會確實是存在的習俗，我雖不贊成媒體去做這類的報導，但我也

不認同 NCC用「公序良俗」的理由來做裁罰。 

2、 該則新聞以「戲稱」、「不得而知」、「被解讀」、「巧合」等用詞，以及訪問國民

黨發言人洪孟楷「不要只問鬼神不問蒼生」等等，試圖淡化風水說的色彩，可

以看得出用心。建議若真要做類此議題的報導，應以更為幽默的方式處理，或

讓人清楚感覺到「有此一說」而已。 

 

翁逸泓委員： 

1、 根據民眾投訴內容「新聞內容應減少民俗信仰、並避免怪力亂神」而論，「信

仰」，是憲法第 13條明文規定「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保障的權利，為什麼

新聞內容要減少「信仰」的內容？ 

2、 所謂「怪力亂神」，必須要達到令人「心生恐懼」，就該則報導而言，一般民眾

的感受應該不至於達到「心生恐懼」的程度。 

3、 建議可以訪問自然科學專家、養魚專家、水族專家，可以讓報導更加「科學化」。

此外，建議可以打上「未經科學查證，不可盡信」等字幕，處理上會更加妥適。 

 

＜結論＞鄭自隆委員： 

1、 本則新聞應從媒體趣味的角度切入，呈現提名日與龍魚死亡之時間的巧合，評

論應該由趣味的角度切入，不宜訪問風水師，即使訪問風水師，也應顧及平衡，

以有好有壞的角度評論，不宜強調壞兆頭。 

2、 本則新聞評論應訪問水族專家，避免助長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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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水之說固然不宜，但也是台灣民俗之ㄧ，不應以「妨害公序良俗」看待。 

 

貳、 臨時動議 

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