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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20年第一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20年 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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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胡婉玲  新聞傳播群副總經理 

蕭翠英  採編部經理(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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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心財經組主任周秀玥、

採訪中心地方組主任常聖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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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召集人洪幸寬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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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 

一、衛生福利部(2020.1.10)公告：預告「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草案。 

◎第 13條 

本法第 9條第 2項第 8款所稱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遵守自殺新聞報導原則，

指報導自殺新聞事項時，除不得報導或記載本法第 16條規定之事項外，應遵行

下列規定： 

(一) 提供正確求助資訊。 

(二) 教導民眾第 8 條自殺防治教育及前條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之相關內

容。 

(三) 教育紓解壓力及尋求協助之正面新聞。 

(四) 於報導社會矚目人士自殺事件時，應避免報導或記載涉及誘導民眾自殺之

內容。 

(五) 於訪問自殺者家屬或其他親友時，應避免誘發其哀慟反應，並避免於報導

或記載時洩漏個人資料。 

(六) 不刊登照片、示意圖、影片或社群媒體連結。 

(七) 不使用聳動話語或標題。 

(八) 不刊登於頭版、網際網路平臺首頁或過度重複報導。 

(九) 不提供自殺事件發生具體地點或地址。 

(十) 不臆測自殺原因或誤導他人為不當聯想。 

◎第 14條 

本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8 款所稱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建立自律機制，包括下

列事項： 

(一) 加強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 

(二) 建立報導內容內控制度。 

(三) 訂定編審及採訪標準作業流程。 

(四) 成立自殺新聞自律委員會。 

 

蘇義崧委員： 

草案第 13條「不刊登於頭版」、「不刊登照片、示意圖」、「不提供自殺事件發生

具體地點或地址」，若針對一般社會事件的自殺新聞，我們都能接受，但是像一

些特殊的自殺新聞，譬如宗教狂熱的一群人死亡，或是牽涉到公眾人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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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那應該要歸納到此草案內嗎?如此法規一但制訂下去就變得很死板板的，

我們若碰到疑似自殺事件都不敢處理，如此也會掩沒新聞報導的本質，我覺得

草案如此規範，有妨礙到新聞自由的疑慮。 

 

吳雨珊： 

針對草案第 14條的部分，我覺得已經都有在做了，譬如我們的新聞自律會議，

自殺新聞當然也是包含在處理的範圍內。譬如草案第 14 條第 1 款「加強從業

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其實我們每一次的自律會議包含我們自己內部召

開的會議，也是一直都在強調一樣的事情，民視新聞自律規範也有把如何處理

自殺報導都也列入，這也是一種內部教育及執行準則。草案第 14 條第 2、3、

4 款「建立報導內容內控制度」、「訂定編審及採訪標準作業流程」及「成立自

殺新聞自律委員會」，這些都是早就在做的事情，我認為不需要強硬法定如此規

範，難道要再額外找一個編審專門盯自殺新聞?或是再另外成立一個自殺新聞

自律委員會去專門處理自殺新聞？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各台應該本來都

有如此運作機制。 

 

姚淑文委員： 

(一) 如何去了解母法定義的內涵，必須從施行細則去做推演，所以施行細則也是必

須要重視。草案第 13 條比較屬於教育原則的規範，所以還是必須回應到母法

第 16條規範上才是真正的罰責來源。 

(二) 母法第 16 條第 1 款「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之訊息」，

這個就是解釋上的問題，但若是有家屬或有其他人提出質疑的話，就會有爭議

性，第 2款「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才是最大的問題。在母法

第 17 條裡，除了罰公司之外也有罰行為人，這些所謂的自媒體也都有可能被

裁罰。我認為新聞媒體的自由理念應該是要被尊重的，但往往被報導的都不是

這樣的新聞，都是一般社會大眾(民眾)的事件，所以我覺得真的要特別注意小

心處理，我觀察到所有的電視媒體報導自殺事件都算是有謹守本份，但是網際

網路就很誇張，而且隨時都可以被搜尋到，永遠沒有辦法被刪除，關於這個問

題確實應該要好好處理。 

(三) 現在很多的議題都會成立所謂的委員會，建議草案第 14 條第 4 款的「成立自



 

4 

殺新聞自律委員會」可以跟現有的新聞自律委員會合併做處理。 

 

劉新白委員： 

草案第 13 條第 10 款「不臆測自殺原因或誤導他人為不當聯想」，這本來就是

媒體基本的作法。但關於第 9款「不提供自殺事件發生具體地點或地址」，規範

的原因我就不太清楚，現在房屋仲介都有責任必須告知這個房子是事故屋，我

認為報導自殺地點是沒有關係，重點在於不能臆測或報導自殺的方式。現在很

多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生死的嚴重性，以為像打電動一樣死了還可以再復活，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所以很多人會後悔。倘若是公眾人物，其實是有新聞報導

的價值，可是你不能說一般人 nobody 就不能報導，有些報導可能還是具有社

會作用。我不太了解為什麼該草案要去規範這麼細節的部分，我們可以從新聞

的觀點去審視，若報導是對於社會有意義的話，還是應該要報導，至少有些正

面的作用。反過來說，那些用神怪說不當誤導的報導，小朋友又無法分辨時，

其實是很可怕的事。 

 

胡婉玲委員： 

草案第 13條第 7款「不使用聳動話語或標題」，聳不聳動的認定很主觀。 

 

胡元輝委員： 

(一) 有關草案第 13條的規定，係依據母法第 9條第 2項而制訂，第 9條在母法裡

沒有罰則。目前母法第 17條的罰則係針對第 16條的規定，所以衞福部表示

草案第 13條並無罰則，違者僅能勸導。草案第 13條用意在於規範自殺新聞

報導原則的內容，可以説是一種報導倫理或媒體自律的要求。其中部分規定

對於傳播媒體報導自殺事件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雖立意良善，也可能有

引導作用，不過，有的規定則有調整或斟酌的必要。 

(二) 若以作為自律準則而言，草案第 13條規範內容有其必要性，自律可以採取比

較高的標準，不過我認為其中有些規定需要重新斟酌，譬如草案第 13條第 8

款「不刊登於頭版、網際網路平臺首頁或過度重複報導」、第 10款「不使用

聳動話語或標題」，這些規定太過於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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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衞福部雖然宣稱，草案第 13條規定是源自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報導原則

(六不六要原則)，但這份原則係屬倫理上的呼籲，何況目前施行細則的規定

已擴張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原則，草案第 13條第 8款「不刊登於頭版、網際網

路平臺首頁或過度重複報導」、第 10款「不使用聳動話語或標題」並未規範

在六不六要原則內，對於媒體依據新聞價值或公共利益處理自殺事件可能出

現不合理的限制，事實上也有可行性的問題。譬如，現行草案中規定，不能

將自殺事件的報導置於頭版或首頁的規定。但若有在國際政治或經濟上的重

要領導人出現自殺的情形，且可能對當前的政局或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時，媒

體就必須考慮它的新聞價值。當然，在做這樣的處理時，仍需依循其他必要

的報導原則，降低此一事件所可能產生的誘導或模仿效應。 

(四) 再就歐美國家的媒體管制規範或自律準則而言，我國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之

若干規定，也顯得細瑣，或陳意過高。 

1、 以英國媒體監理機關 Ofcom所制定的具約束力的廣電準則來說，主要是

要求廣電節目處理自殺議題時，除非有編輯政策上的必要性，不應描述

其方法。澳洲媒體協會對於自殺報導則有比較詳細的規範，主要是強調

報導自殺事件必須是基於明確的公共利益或是得到合適親友的同意等。

此外，要報導自殺者的身分時亦然。 

2、 至於對於自殺事件方法與地點的報導，澳洲媒體協會則是要求不能做細

節的描述，除非報導的公共利益明確超過造成更多自殺事件的風險。 

3、 至於美國，廣播電視數位新聞協會在其報導自殺事件的準則中，除了強

調要避免或縮小化報導自殺方法的細節之外，也提醒要考慮不在新聞提

要中處理自殺新聞，以降低可能的傷害。不過，這是自律的準則，不具

法律約束力。 

4、 總體而言，在國際上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範，都很簡約。從各國的規範

來看，目前草案第 13條的若干規定實應予以刪除或者修正，至少應授

予媒體衡酌公共利益的自主空間，而非絕對禁止，更何況草案部分規範

實際上是窒礙難行，譬如草案第 13條第 8款「網際網路平臺首頁」所

指標準不明。 

(五) 草案第 14條第 4款「成立自殺新聞自律委員會」應該要整合，不需要單獨設

立，當然若有意願單獨設立也可以，但不應該以此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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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自殺新聞處理應由媒體經由自律、自省與對社會責任的體驗而執行，政府法規不

宜過度介入，處理時應斟酌實際狀況與新聞價值而製作新聞，社會責任由媒體自

負，並承擔社會公評。 

(二) 然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草案第 13、14 條部分細節規定並不符合實際的媒體作業

需求，列舉如下： 

1、 第 13條第 1、2、3款，雖其規定正面且善意，但是以法規要求媒體配合政

府政令宣導，這是集權國家方有的國家管制行為。 

2、 第 13條第 4款至第 10款規定，因有不同的新聞態樣，媒體應經由自律斟

酌處理，法規無法週延，自不宜剛性規定。 

3、 第 14條規定，在民視內部新聞自律規範內均有相關規定，並在執行中，尤

其成立自殺新聞自律委員會，可併入目前新聞自律委員會，不必疊床架屋另行

設立。 

(三) 整體而言，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草案第 13、14條係從母法即自殺防治法第 9條

第 2項而延伸，然而母法規定此職權係由國家自殺防治中心執行，其細節規範

自應由「國家自殺防治中心」頒布施行；然本施行細則草案第 13、14條卻將媒

體規範納入其內，其法律位階似有疑義。 

 

貳、 討論議題 

一、 NCC(2020.1.22)來函指稱本公司民視無線台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8 時 58 分

許播出「甫畢業趕赴面試 騎士擦撞貨櫃車被輾斃」新聞報導，內容涉嫌違反廣

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請於文到 10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逾期或不提出者，視為

放棄陳述機會，請查照。 

 

蘇義崧委員： 

當天編採會議上我已經有提醒過中部記者，因為我中午看到其他台有這個新聞，

覺得很不忍，過去在處理類此新聞時，都會打馬賽克，不要讓血腥出現，所以

當天記者有接收到我們的指令，我有說不能壓過去，到點就要停，我看 SOT已

經完全合乎規格。後來到我們在製作晚聞時，電視牆的畫面是由助理編輯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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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導播去處理，可能資訊傳遞的落差，誤用了未完成處理的舊帶，導致輾壓鏡

頭雖然已經抽格、停格、馬賽克等處理過，卻仍被播出。當天在播出第一時間

經同仁發現後，已立即將本則報導自內部排播系統移除，避免再次誤播，並於

隔日再行排播修正後的新聞報導。 

 

胡元輝委員： 

我相信民視在過去的內部教育環節、自律狀況等等，應該對於類似事件都有很

多的規範也一再的叮嚀，在過去的經驗中我一直有看到這一點。就該則新聞呈

現結果來看，被輾斃的過程雖然說已馬賽克處理，不過在這個時候播出仍然是

不妥當，未來如何去防範類此無心的疏忽，我會建議把此例做成個案再加強內

部的教育訓練，未來類此新聞應該要如何具體的處理而避免再發生，這是未來

可以去強化的。 

 

劉新白委員： 

事先已經有提醒了，事後又有檢討，事實上也做了防範措施，只是未竟全功，

做得還不到位。同仁有在認真檢討此事，也在想辦法填補這個漏洞，希望不會

再發生類此狀況。報導中後段有大篇幅提醒交通安全，我認為仍有善盡教育功

能。 

 

姚淑文委員： 

現在人權高漲，越來越多家長會藉由晚餐時間全家看新聞時，沒有辦法去做篩

選的情況之下，遇到這樣的狀況，可能就會去申訴。類此的敏感度，被害人以

及事件發生的聳動性、恐怖性，我們到底應該做到什麼程度，確實很難拿捏，

在未來此時段上，會成為一個危險的地方，大家還是要特別小心注意。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畫面雖有打霧處理，但亦有輾壓鏡頭，確屬不宜，然幸好並無血腥畫面，而且

出現秒數甚短，僅播出一次後即經內部主動修正。 

(二) 本則新聞處理重點有以長時間宣導交通安全，具社會教育功能，應予肯定。 

(三) 本案應做成教材，供內部教育訓練用，以提醒同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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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