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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20年第四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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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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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心地方組主任

常聖傳、採訪中心政治組記者葉郁甫、採訪中心社會組記者李豫翰、採訪中心社

會組記者張晏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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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中心記者吳培嘉、攝影中心記者宋弘麟、播控

中心導播張慧敏、播控中心助理導播簡廷恩、編審關瑜君、行政組召集人洪幸寬、

論壇中心召集人張國政、台灣最前線執行製作人蔣鎧俊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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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議題 

一、 NCC(2020.4.10)來函有關民視新聞台 2020 年 3 月 16 日「民視晚間新聞」及

2020年 3月 16日、17日「台灣最前線」節目，內容涉嫌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請提請本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於文到 21日內

將會議紀錄、會議結論函送 NCC，請查照。 

 

民視新聞說明： 

民視已於文到 10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一) 3月中旬歐洲疫情大爆發，多起旅遊境外確診引發境內感染危機，為國內重大事

件： 

3月中旬時逢歐洲疫情開始爆發，我國陸續出現歐美境外移入確診個案，2020年

3 月 15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新增 6 例境外移入武漢肺炎病例(案 54 至

59)，多為堅持私人旅遊行程遭致確診。其中案 59與家人自 1月出國至希臘，在

3月 5日才返台，是全台首例因疫情整班停課的案例，其後又傳染 2名同學確診

(即案 103、130)，為全台第一所全校停課的高中，引發校園感染危機。 

(二)2020 年 3 月 16 日「民視晚間新聞」節目，於 19 時 11 分許播出「案 59高中生

確診 全台首例因疫情停課學校」、「憂成校園感染 陳時中點名案 59 令人擔憂」

新聞報導，相關資訊來源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官方資訊： 

該則新聞報導內容提及案 59國外旅遊、返台時間點與返台後行程，資訊來源於

3 月 15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及新聞稿，本公司記者僅是加以整理做

成報導，以供民眾瞭解時下疫情發展狀態。 

(三)2020年 3月 16日、17日「台灣最前線」節目，以「發文炫耀得病?確診高中生”

熱舞社”接觸廣?」、「案 59”遊希臘”掀罵潮!親友揭”時間軸”戰網友?」等標

題談及相關內容，標題反映來賓陳述內容，本公司尊重來賓言論自由： 

1、3 月 16 日節目引用前揭新聞報導影片，案 59 國外旅遊、返台時間點與返台

後行程，資訊來源於 3月 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官方資訊。 

2、有關「發文炫耀」、「熱舞社」相關內容出自來賓邱明玉發言，標題僅是反映

來賓陳述內容，本公司尊重其言論自由。案 59爭議發酵於網路 DCARD及 PTT，

起因為該個案似不同於其他確診個案，疑與其親友前後高調在網路發文表達

委屈與不滿，其論述與社會防疫認知差異甚大，故引起民眾熱議，亦有風傳

媒、台視、三立等諸多媒體報導。本公司節目標題未以肯定句下定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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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無針對任何單一學校社團討論，而是從學生廣泛的校園內外密集活動探

究防疫困境。 

(四)民眾投訴若無提供具體佐證時，則僅能代表社會不同觀點，無從判別真實，本公

司為尊重多元意見，2020年 3月 17日特於「台灣最前線」節目中平衡呈現民眾

反映： 

本公司於 3月 16日節目播出後收到網路匿名投訴，惟無提供資料佐證，無從判

別真實，故主持人特於 3月 17日節目中，將自稱為案 59親友(非當事人本人或

家長)所反映「沒有 PO文炫耀」、「不是熱舞社」等意見如實呈現。此外，主持人

同時也強調節目並非針對個案，重點是在於探究「增加傳染他人」的風險。 

(五)「台灣最前線」節目關注時事脈動，前揭節目內容主軸在於探討疫情所衍生之重

大社會公共安全，屬可受公評議題，並無妨害公序良俗，亦無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前揭節目內容探究國內外防疫困境，反映社會大眾對於時下防疫問題而衍生之

各方意見，包括防疫破口、檢疫標準、防疫補助、醫療負擔、全校停課等公共議

題，為目前全國民眾最關心的事。是以，本公司並無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3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條第 2項、第 3項第 3款及第 4款。 

 

翁逸泓委員： 

(一) 其實節目裡主持人已有澄清說明。我覺得投訴者在乎的是「熱舞社」三個字，

我不知道來賓是舉例熱舞社或是其他意思，因為來賓後面有提到「熱舞社『之

類的』」，這樣聽起來像是 For example，我不清楚來賓是否很確認或只是舉例

而已，且指揮中心也有個資保護的考量，所以我想即便知道，也不一定能夠證

實。主持人於隔天澄清的時候也有提到「我們對高中生參加什麼社團沒有興趣，

也不重要，重點是你造成別人染疫的風險」，主持人澄清的說明其實也沒有錯，

什麼社團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重點是染疫風險。 

(二) 是不是熱舞社，似乎不是一件能查證的事情，但指揮中心只有說當事人課外活

動十分活躍，來賓發言當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未來若有可能的情況下，為符合

指揮中心說法，建議主持人用「課外活動」這個詞或許會更好。 

 

胡元輝委員： 

(一) NCC 現在的認定是，新聞報導與評論節目都適用事實查證的規範，評論節目若

有牽涉到事實的部分，也包括在事實查證規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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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案爭議有三點，第一，當事人是否是熱舞社，第二，當事人是否有 PO文，第

三，當事人是否有不顧他人安危，造成他人染疫的風險。第三點是可受公評的，

因為最後確實有造成他人確診，影響到他人安危。但前面兩件事，是事實問題。

疾管署在其職掌上，並無為媒體查證的義務。 

1、 當事人是不是熱舞社成員：支持說會認為因為不知道當事人是哪個學校，

所以沒有可查證的對象；反對說會認為還是有教育當局可查證。若媒體無

法查證那為什麼就要相信呢，此外，是否二手報導就可以引用做為事實標

的來評論，這件事情也有爭議，故此點仍有其爭議性。 

2、 當事人是否有在 IG 上 PO 文：這件事相對比較可查證，但也不容易，因為

不知道當事人姓名，也不知道哪個學校，查證就有其困難，若是二手資料，

可以跟第一手發出的單位查證。 

3、 疫情是比較敏感又更加重大的事件，在此處理上，媒體是否要保持更高的

自我要求標準，應該要有所思考。 

(三) 節目標題都是以問號處理，這部分在法律面較有說明的餘地。主持人對於來賓

事實性的陳述，牽涉到比較敏感或重大爭議而無法確認是否屬實的時候，建議

可用保留態度，譬如「這件事我們可以再繼續查證」，節目會較進退有據。 

(四) 主持人於隔天二度澄清，「節目播出後，很多疑似親友就出來辯護，說他不是熱

舞社，他也沒有 PO文炫耀等等」，這是兩面俱陳，不是確認事實。後面主持人

又說「我們對高中生參加什麼社團沒有興趣，也不重要，重點是你造成別人染

疫的風險」的部分，問題在於當後續已有他人提出質疑時，就應該要去做查證，

只要查證並做了負責任的澄清說明，節目就不必擔心事實查證的問題，所以關

鍵在於後面的澄清或更正處理，更正或澄清並不限於當下，事後亦可。 

 

劉新白委員： 

(一) 該名發言來賓是媒體知名人物，也是某媒體的負責人，不是無名氏的人，具有

一定公信力，至少是師出有名。 

(二) 我認為不該完全怪節目，我的觀點這次起因於陳時中指揮官講話講得特別重，

且從來沒講過這麼重的話，所以雞毛令箭，大家就開始發揮了，那些跟風的知

名人物，講話都要負責任的。新聞基本上就是正確最重要，節目則有其發揮之

處，這次節目也是有所本的。 

(三) 假設今天遭投訴未經查證，且我們自己也知道不對時，其實可以很簡單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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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中回應，表示「這個下次我們會很認真去求證，這次是聽了名嘴某媒體

負責人說了此事，我們是有來源的」等等，我覺得這不是那麼難的事情。 

 

姚淑文委員： 

(一) 若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其實是沒得查證，因為本來就是保密的性質，不對外公

開。如果有人告訴你的話，其實就違反了所謂的病人保護原則，所以查證本身

就有一定的困難。 

(二) 此外，沒有人願意生病，確診者其實也是被害人，建議主持人可以把名嘴的批

判不時拉回來，並傳遞正向的資訊，有助於社會安全感的信任。也可以去訪問

教育部官員，在教育系統當中，所發生的確診案件，教育系統有如何的預防及

管理措施，讓民眾知道學校是有所規範與管理。 

 

張國政： 

感謝委員們的意見，我會將這些建議轉達主持人，未來類此情形的回應可以有

更好的技巧。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此案討論焦點應置於新聞評論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對確診個案個資保護規定，

若無違反，方會有查證問題，若不可報導個案個資，則應思考，新聞評論對個

案鉅細靡遺的行蹤報導或臆測是否不當與其必要性。 

(二) 就當事人的自我敘述及其他消息來源的評論，媒體當然可以直接引用，不過若

直接引用，也應負查證責任，而不是有聞必錄。 

(三) 新聞評論節目由來賓自負言責，但主持人亦應負守門及澄清責任。 

 

二、 NCC(2020.4.6)來函有關民視新聞台 2019年 8月 30日「民視午間新聞」節目，

於 12時 42分許以「少女遭包圍霸凌 眾人輪流呼巴掌」為標題播出相關新聞，

涉嫌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要求提出意見陳述事。 

 

民視新聞說明： 

民視已於文到 10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一) 2019年 8月 29日晚間於臉書社團「爆廢公社二館」，有民眾拍下一群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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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霸凌一名女學生，並在其他社團轉載。本公司記者先向轄區派出所求證

，並聯絡校方，確認事件屬實。 

(二) 該則新聞內容主要在於抨擊霸凌違法行為，讓社會大眾藉由此事件，多關心

家中孩子，避免類似青少年暴力事件重演，導致身心發展受影響。同時也考

慮到畫面中的青少年應加以保護，故本公司採取抽色、馬賽克霧化、抽格暨

停格等非線性剪輯多重方式，模糊青少年之特徵及身分，並確保畫面符合普

級規定： 

1、 霸凌影片：全程使用抽色及馬賽克霧化處理，並將影片色彩轉為黑白色調

，使畫面以模糊之樣態呈現，降低原畫面的不適感。 

2、 青少年之畫面：以抽色、馬賽克霧化方式，使觀眾無法辨識其特徵與身分

。 

3、 事件過程：以抽色、馬賽克霧化、停格、抽格處理，避免暴力行為。 

4、 青少年之對話：辱罵及不堪之言詞，以刪除、消音方式，避免言語暴力。 

5、 青少年個資保護：新聞僅說明事件發生於新北市，基於保護學生，校方說

明未來校園加強巡邏，校長不露臉、校名不露出。 

6、 加註警語：新聞從頭至尾，於畫面左側列出「反霸凌專線電話」，藉此呼

籲所有家長、學生，如遭遇類似事件，可透過電話通報相關單位協助。 

(三) 是以，該則新聞報導內容並無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妨害公序良俗，播出亦遵

循法令普級規定，無血腥、暴力、恐怖或者不當之言語、動作等情節，本公

司並無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2款及第 3款、第 26條之 1第 1項、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 27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3款、第 28條第 1項，以及電視分級

處理辦法第 11條。 

 

姚淑文委員： 

(一) 目前校園霸凌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跟三立的報導比較起來，當影片沒有

打馬賽克的時候，那些打人者的臉，如果是認識的人應該就可以認得出來是誰，

我覺得是可供辨識的狀態。 

(二) 在報導事實呈現之下，報導中可再強化警語，提供求助專線，或者「霸凌事件

影響身心，請勿倣效」之類，至少可以做到嚇阻的作用。 

 



 

7 

劉新白委員： 

我感覺這不是校園霸凌，而是幫派事件，校園霸凌應該是另外一種方式。新聞

除了報導責任，還有社會教育責任，除了警語之外，也可以教育民眾，若遇到

霸凌事件，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步驟可以去面對。 

 

胡元輝委員： 

相對於三立來講，我們的報導有做了一些處理，模糊化等等，可以看得出來記

者有特別注意到此部分。建議類此報導可縮短引用影片的長度，且避免重複。

中間有打耳光的聲音，就技術上來說建議可以處理掉。若能在類此新聞後段，

加入如何面對霸凌的深入報導，一方面呈現了社會問題，但也把新聞做更實用

更深入的導引，這是未來可以再思考的部分。 

 

翁逸泓委員： 

跟三立的報導比起來，我們的處理上好很多。建議新聞報導的教育目的可以再

多元呈現，譬如協助救援資訊(反霸凌專線)、受害者如何自保，可能求助的方

式或單位，施暴者處犯的法條，這些都可以呈現。我覺得同仁已經做得比以前

好很多了。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新聞只有呈現霸凌與青少年暴力行為，較為可惜，這則新聞不應只是單純的事

實呈現，應該加入求救專線或訪問相關專家討論校園暴力問題，以強化媒體教

育功能。 

(二) 新聞有做霧面處理，無法辨識當事人身分，尚屬穩當。 

 

三、 NCC(2020.4.9、4.15)來函有關民視新聞台及民視無線台於 2019年 12月 30日，

以「少年寵物店打工頂撞主管 遭私刑打腳底板」為標題播出相關新聞，涉嫌違

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要求提出意見陳述事。 

 

民視新聞說明： 

民視已於文到 10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一) 2019 年 12 月 24 日晚間，有民眾拍下寵物餐廳主管涉嫌以私刑教訓打工少

年，經平面媒體報導後引起社會議論，本公司記者向轄區派出所求證，確認事件

屬實。 

(二) 該則新聞內容主要在於探討私刑違法行為，同時維護少年工作權益，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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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藉由此事件，多關心家中孩子，在外工作是否遇到不當待遇，避免類似打工

私刑事件重演，導致身心發展受影響。同時也考慮到畫面中的少年應加以保護，

故本公司採取抽色、馬賽克霧化、抽格暨停格等非線性剪輯多重方式，模糊青少

年之特徵及身分，並確保畫面符合普級規定： 

1、 新聞描述：僅就畫面中人物動作，做客觀事實陳述，用詞無刻意渲染或誇

大，無詳細描述施暴過程之情節。 

2、 私刑影片：全程使用抽色及馬賽克霧化處理，並將影片色彩轉為黑白色調，

使畫面以模糊之樣態呈現，降低原畫面的不適感。 

3、 少年之畫面：以抽色、馬賽克霧化方式，使觀眾無法辨識其特徵與身分，

畫面中其他人，亦以相同方式處理。 

4、 事件過程：以抽色、馬賽克霧化、停格、抽格處理，無私刑碰觸至少年的

畫面，亦無來函「白色襯衫男子『猛抽』少年腳底板」、「少年因為疼痛只

能摸著腳」等畫面，避免暴力行為。 

5、 影片聲音：辱罵及不堪之言詞，皆以刪除、消音方式，避免言語暴力。 

6、 少年個資保護：新聞僅說明事件發生於新北市三重，無揭露寵物餐廳訊息，

避免暴露任何少年相關資訊。 

7、 加註警語：新聞畫面左側清楚標示「錯誤示範 請勿模仿」警語，藉此呼籲

閱聽者，此私刑屬違法行為，所有家長、少年若遭遇類似狀況，可尋求警

方協助，拒絕暴力。 

(三) 是以，該則新聞報導內容並無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妨害公序良俗，播出亦遵

循法令普級規定，無血腥、暴力、恐怖或者不當之言語、動作等情節，本公司並

無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2款及第 3款、第 26條之 1，以及電視分級處理辦

法第 11條。 

 

翁逸泓委員： 

意見同前，可再強化媒體的教育功能。 

 

胡元輝委員： 

「打」的行為，除了有馬賽克，還有抽格、停格等處理，感覺非常的不清楚，

沒有那麼 shock，新聞上的處理，加註警語等等該做的都做了，沒有特別意見。 

 

劉新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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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沒有問題，沒有特別意見。 

 

姚淑文委員： 

(一) 行為人的餐廳，若以「新北」、「三重」、「寵物餐廳」，這三個關鍵字在一起的時

候，其實相對容易搜尋到，建議未來可淡化處理此部分 

(二) 報導直接寫「一名 17歲少年」，建議未來可以寫「一名打工的年輕人」，避免提

及未成年的部分。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此則新聞對地點的陳述過於詳細，有足供辨認少年的身分之虞，未來處理應更

謹慎。 

(二) 新聞應加入警語或是求救專線，及訪問專家學者，討論親子教育或輟學青少年

問題。 

(三) 此則新聞處理若從民間家庭教育中輟生「易子而教」角度思考，處理上可更為

深入。 

 

四、 NCC(2020.4.23、4.24)來函有關民視無線台及民視無線台於 2020年 4月 14日，

以「萬華隨機砍人!房仲心情差持刀捅運將 18刀」為標題播出相關新聞，涉嫌

違反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要求提出意見陳述事。 

 

民視新聞說明： 

民視已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一) 2020年 4月 11日深夜，台北市萬華區一名民眾回家途中，遭不明人士攻擊，本

公司記者向轄區派出所求證，確認屬隨機攻擊事件。 

(二) 製作該則新聞目的在於探究隨機攻擊行為，避免類似事件重演。此犯罪畫面為

被害人家屬提供，希望藉由新聞媒體呼籲社會重視類此隨機攻擊問題，報導中

並透過被害人家屬角度，輔以警方說法，完整呈現案件全貌。為確保畫面符合

普級規定及保護當事人，本公司採取馬賽克、停格等非線性剪輯多重方式，無

出現行兇犯罪畫面，並模糊當事人身分特徵： 

1、 新聞描述：僅就畫面中人物動作，做客觀事實陳述，用詞無刻意渲染或誇

大。 

2、 犯罪影片：使用停格及馬賽克處理，將畫面凍結並輔以色階細節劣化造成

色塊打亂的效果，無出現行兇犯罪畫面，避免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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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事人之畫面：以馬賽克方式，使觀眾無法辨識其特徵與身分。 

4、 當事人個資保護：新聞僅說明事件發生於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避免暴露

當事人之相關資訊。 

(三) 是以，該則新聞報導內容並無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妨害公序良俗，播出亦遵循

法令普級規定，無血腥、暴力、恐怖或者不當之言語、動作等情節，本公司並

無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2款及第 3款、第 26條之 1第 1項、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 27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3款、第 28條第 1項，以及電視分級處理辦法

第 11條。 

 

姚淑文委員： 

整體畫面以停格及馬賽克處理，看不到行兇畫面，沒有問題。但行兇方式及被害

者的傷勢，是否一定要用示意圖呈現，有其討論的空間。文字描述「刀子還卡在

左手腕」可以再淡化處理。 

 

劉新白委員： 

新聞可以再做深入報導，行為人看起來是預謀，或是有精神問題，也許可以訪問

精神科醫生該如何紓解壓力，或訪問相關專家該如何防範，雖然要防範有其困難。 

 

胡元輝委員： 

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事件，反映目前社會現象或趨勢的話，建議可以訪問犯

罪心理專家，更深入的分析報導。 

 

翁逸泓委員： 

如同姚委員講到，文字有少部份稍微細節，但我們這次做的畫面處理比以前乾淨

多了，已經進步很多。建議可再強化新聞的教育目的，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隨機殺人事件涉及社會安全，當然有報導之必要，以發揮媒體守望環境的功能，

應無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妨害公序良俗之虞。 

(二)新聞沒辦法呈現當事人的看法，因此報導無法深入，故此則新聞的處理應著重其

教育功能，譬如對犯罪心理的探討，或犯罪的防治，以發揮媒體的社教功能。 

(三)示意圖本身是媒體對新聞事件的再製與臆測，事實上並不是新聞本身，因此有違

反新聞求真之要求，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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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NCC(2020.4.24)來函有關民視新聞台於 2020年 3月 15日，以「新店男持刀捅

死騎士 法官裁定收押」為標題播出相關新聞，涉嫌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

電視法相關規定，要求提出意見陳述事。 

 

民視新聞說明： 

民視已於文到 7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回覆內容如下： 

(一) 2020年 3月 13日深夜，新北市新店區一名民眾在路邊等待家人下班時，遭不

明人士刺殺身亡。本公司記者向轄區派出所求證，確認屬隨機殺人事件。 

(二) 製作該則新聞目的在於探究隨機殺人行為，避免類似事件重演。報導中並透過

現場目擊者及被害人家屬角度，輔以警方說法，完整呈現案件全貌。為確保畫

面符合普級規定及保護當事人，本公司採取馬賽克、停格等非線性剪輯多重方

式，無出現行兇犯罪畫面，並模糊當事人身分特徵： 

1、 新聞描述：僅就畫面中人物動作，做客觀事實陳述，用詞無刻意渲染或誇

大。 

2、 犯罪影片：使用停格及馬賽克處理，將畫面凍結並輔以色階細節劣化造成

色塊打亂的效果，無出現行兇犯罪畫面，避免暴力行為。 

3、 當事人之畫面：以馬賽克方式，使觀眾無法辨識其特徵與身分。 

4、 當事人個資保護：新聞僅說明事件發生於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避免暴露

當事人之相關資訊。 

(三) 是以，該則新聞報導內容並無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妨害公序良俗，播出亦遵循

法令普級規定，無血腥、暴力、恐怖或者不當之言語、動作等情節，本公司並

無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條第 2款及第 3款、第 26條之 1第 1項、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 27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3款、第 28條第 1項，以及電視分級處理辦法

第 11條。 

 

姚淑文委員： 

(ㄧ)對於加害者親屬的部分，可以做更適當的處理。 

(二)新聞前面加害者向被害者衝過去，後來我們有縮小處理，打馬賽克、停格等等，

建議前面衝過去的手勢部分，應該與後面ㄧ致做淡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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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白委員： 

看到這樣的新聞，大家都會質疑，加害者的動機為何，後面可能有很多的 story，

而且這樣的事件無法防範，我們想辦法想讓這樣的事件經過報導後，讓社會大

眾得到一點警惕或是了解如何防範，可是都沒有辦法。 

 

胡元輝委員： 

社會大眾對於隨機殺人事件資訊太少，有太多的不了解，且類此事件背後有其

各自不同的背景因素，建議可以訪問犯罪心理專家做深入探討，讓類此報導發

揮其正面價值。 

 

翁逸泓委員： 

(ㄧ)可加強社會關懷及教育目的。 

(二)報導最後提到「一起隨機殺人案，也讓後續執法和量刑標準，再度引發外界討論」，

目前司法院首頁已有「量刑標準化」供參，希望可以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結論＞鄭自隆委員： 

(一) 本則新聞屬於重大社會新聞，當然有報導之必要，期使社會省視隨機無差別殺人

事件問題。 

(二) 新聞報導呈現加害者親友，應取得其同意。 

(三) 本則新聞處理畫面及記者說明尚屬適當。 

 

貳、 臨時動議 

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