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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21年第五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21年 5月 27日（週四）下午 7時 15分 

地    點：民視公司 13樓會議室 

主    席：胡元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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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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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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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心主任連惠幸、攝

影中心主任李健成、編審關瑜君、編審陳建民、論壇中心召集人張國政 

 

記錄：吳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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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吳雨珊： 

上次會議結論均已轉知同仁。 

 

＜決議＞主席： 

會議紀錄經全體委員確認。 

 

貳、 報告 

一、 NCC函文(2021.5.4)，有關「新聞報導關於電影及同事業所屬頻道之戲劇節目」

應注意事項，詳如說明，請查照。 

 

胡元輝委員： 

這是否屬於倫理問題? 

 

翁逸泓委員： 

屬於行政指導。 

 

劉新白委員： 

還是有ㄧ些可以斟酌的地方，假設我今天要介紹這個節目，的確是有介紹價值

的時候，我不是純粹推銷這個節目，而是告訴觀眾這裡面有幾個點很重要，中

間有其他可以延伸探討的，可能跟歷史等等可以做呼應，譬如新的科技性產品，

或是一個人的真實故事，或者是具有比較性，這個東西可以跟另一個東西做呼

應，我想這是可以研究的地方。 

 

姚淑文委員： 

雖然是行政指導，但函文有特別提醒，未來可能主管機關在裁量上仍有新聞廣

告的問題，若是如此則仍會涉及到罰則問題。除了避免廣告問題，可能未來製

作上會更加困難。 

 

＜決議＞主席： 

轉知同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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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CC函文(2021.5.10)，函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9年委託世新大學監測電

視節目菸品訊息露出結果報告 1份供參，請查照。 

 

＜決議＞主席： 

轉知同仁參考。 

 

參、 討論議題 

一、 NCC 函文(2021.5.18)，民視新聞台 2021 年 4 月 5 日「台灣最前線」節目，於

21 時 8 分許以「究責!土木技師勘查事故地 列出台鐵五大疏失?」為標題播出

相關內容，涉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請於 10 日內提出意

見陳述書，並提請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討論，於 21 日內將會議紀錄、會議結

論函送 NCC。 

 

吳雨珊： 

因為 NCC 函文僅列「來賓吳國棟稱『這一條鐵路是日本人 100 年前蓋的...』

等語為不實言論」，過於簡短，不知具體所指為何，故我將 NCC 陳情網共有 5

則民眾投訴意見整理如下供參： 

(ㄧ)申訴主旨：東岸鐵路不是日本人蓋的 

申訴內容：根本沒知識。亂說話 

(二)申訴主旨：東岸鐵路不是日本人蓋的 

申訴內容：不知道是亂說話還是沒有知識耶~ 

(三)申訴主旨：不實言論及誤導 

申訴內容：來賓吳國棟發言東岸鐵路是日本人所建設的，非台灣十大建設，有

誤導民眾對台灣的歷史建設，自貶台灣人 

(四)申訴主旨：民嘴吳國棟造謠 

申訴內容：於特定節目造謠，指稱台灣東部鐵路幹線由日本人建造，影響兒童

身心健康 

(五)申訴主旨：亂講 

申訴內容：名嘴吳國棟在《民視》【#台灣最前線】節目上公然造謠「北迴鐵路

是日本人 100年前蓋的，因為台灣東岸是離他們日本比較近」! 

 

張國政： 

(一) 當天錄製我在現場，當下有聽到吳國棟講說「這一條鐵路是日本人 100年前蓋

的」，只要對台灣歷史有一點了解的，或者有看過ㄧ些節目，譬如台灣演義有



 

4 

做過鐵道史，大概都知道台灣的鐵路是從清朝、日本人，ㄧ直到國民政府，ㄧ

路建設來的，所以說，日本人在 100年前有蓋東部鐵路，我當下聽起來這句話

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播出後隔天，我在網路上有看到ㄧ些 PO 文，最早是出現

在 FB「打臉覺青」社團，批評吳國棟這句話，沒多久就出現在 FB「2024 韓國

瑜領導中華民國建言團」社團，該社團 PO 文召集大家集體向 NCC 檢舉民視，

所以我發現了這些事情之後，我並沒有忽視它，過去我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來亂

的、來鬧的，可是後來我很重視的原因是，我在這裡參加過這麼多次會議，長

官、老師都有講過，這種事情有ㄧ定的程序，我們要重視。 

(二) 我們再次請吳國棟來上節目講清楚「這一條鐵路」，那他後來在節目上講的內

容就非常具體清楚：「我沒有講北迴鐵路，我是講東岸這一條鐵路」。吳國棟也

有特別解釋，講到當初十大建設的時候，他是記者，他不會糊塗到搞不清楚北

迴鐵路跟東岸鐵路的區別，所以我們有把這個程序走完，走完之後還是收到 NCC

的函文，那我們就是盡力做，把它澄清。後來播出的隔天，週刊王也有一篇報

導，有注意到吳國棟在節目中有澄清，順便跟民眾講北迴鐵路跟東岸鐵路的差

別，反而做到了比較社會教化的正面意義，讓大家知道東岸鐵路，也引起大眾

要關心東部的交通建設。 

 

吳雨珊： 

補充說明，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台灣建設西岸鐵路及東岸鐵路，可參考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戴寶村《日治時期臺灣鐵路網絡》文章： 

「1920 年代，日人又陸續完成海線、宜蘭縣、花東縣鐵道的興建。…1907 年，

佐久間馬太總督巡視東部後，決定優先興建花蓮港至璞石閣(玉里)的路段；1909

年展開鋪建工程，1917 年完成通車。期間，臺東製糖株式會社已有闢建臺東至

新開園(池上)路線計畫，遂暫委由私鐵建設，1921 年鐵道部啟動五年築路逐鹿

計畫，1926 年終於完成花蓮與臺東之間 173 公里的東部鐵道。綜合觀之，1920

年代日人領臺的三十年間完成全島主要的鐵道系統」。 

 

胡婉玲委員： 

戴寶村也是政大教授。 

 

胡元輝委員： 

他是台灣史的專家，具有相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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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其實我不太了解，是什麼樣的脈絡，來賓會去提到東岸鐵路營造的歷程，這個

過程當中，就可能會有閱聽者在標題跟內容的銜接，也許會有ㄧ些情緒的問題，

當然看到這些申訴內容，應該就是網路發動檢舉的結果，未來應該也會常常遇

到這樣的狀況，因為像這種來賓，他會自己講了很多延伸出來的事情，我就在

想，我們有沒有一個類似主動的信箱可以來做這個事情，如果未來我們所有評

論的節目都有可能有這種風險，老是開這樣子的會議，其實也不是辦法，如果

我們有主動接受民眾意見的信箱，可以主動做ㄧ些回覆，有沒有類似這樣的功

能?也許可以減少ㄧ些申訴，至少有主動處理的誠意。 

 

張國政： 

來賓該段發言的用意，就是要提醒類此悲劇的發生。過去台灣ㄧ直以來比較不

重視東岸的發展，就算是 1970年代建了北迴鐵路，可是在交通建設上面，相對

西部，還是落後，可能也沒有很正視、認真的去經營，所以過去長期管理的疏

失，久而久之就導致悲劇的發生。 

 

吳雨珊： 

公司有觀眾服務中心，接受民眾電話或 email投訴，民視新聞網也有 gmail，甚

至 FB小編平時也會收到一些觀眾投訴或建議，都會去做處理與回覆。 

 

姚淑文委員： 

如果我們可以增加ㄧ些申訴的窗口，是不是可以被認定我們是有在積極處理相

關問題? 

 

胡元輝委員： 

我們有專屬節目的官網嗎? 

 

張國政： 

FB有。 

 

劉新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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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其實很多觀眾也沒有聽吳國棟的話聽到完整，被斷章取義，或者以偏概全，吳

國棟講話其實也沒有講錯，也講得很清楚，東岸鐵路是日本開發的，是有蓋這

條鐵路，也沒有否定十大建設，可是如果真的要找麻煩的時候，也可以說，現

在看到的這條鐵路已經不是日本人那條鐵路，鐵軌已經換了好幾次，有拓寬、

電氣化了，真要找碴的時候有很多東西可以找，是沒完沒了的。我們沒有辦法

否定日本人在台灣做過很多的建設，日本人也有他的目的，因為當時台灣是日

本的殖民地，時代有時代的意義在那邊。 

(二)要澄清很簡單，因為吳國棟根本沒有講「『北迴鐵路』是日本人 100年前蓋的」，

投訴的內容是錯誤的，「北迴鐵路」跟「東岸鐵路」是不一樣的。藍營也有很多

這種偏執狂，可能找到ㄧ句，就會拚命去檢舉，有時候也會被誘導，這都不是

好的事情，我相信沒有哪一任的政府沒有在認真做事，只是做得有沒有民眾期

待的那麼好而已。我覺得吳國棟這段話重點在於，這些事情發生了該如何去彌

補，他指出這麼多的點，從鐵路局、甚至把鐵路局跟高鐵來比，他認為根本就

沒辦法比的，那各任的政府知不知道這個事情，有沒有去做任何改進、人事等

等問題。 

 

姚淑文委員： 

函文所指為事實查證的問題，但吳國棟當時所講的話，其實並不是民眾投訴所

指稱的內容，所以其實我們有做到事實查證。 

 

翁逸泓委員： 

從函文看起來，主要應該是針對「這一條鐵路是日本人 100 年前蓋的」這一句

話，作為此函文可能違法的事實根據，若是如此，在同段後面，「尤其是『東岸

的鐵路』，為什麼日本人在這邊會蓋『這一條鐵路』」，「這一條鐵路」，在當時指

的就是「東岸的鐵路」，換句話說，來賓的指稱代名詞已經在同一段落的話裡面，

可以確定看得出來，「這一條鐵路」指的就是「東岸的鐵路」，而東岸的鐵路經

過事實查證的結果，看起來也像是日本人蓋的，日本人確實有參與其中，換句

話說，NCC陳情網的 5則投訴內容，本身就不是事實，尤其是投訴(五)，吳國棟

並沒有說「北迴鐵路」是由日本人所建造的，換句話說，好像投訴內容的本身

也沒有經過事實的查證。若就 NCC函文的法律事實而言，來賓在同一段話裡面，

已經有把其所指稱明確告訴觀眾，指的是「東岸的鐵路」，至少看起來在事實查

證的部分，沒什麼問題，而且事後節目又做了一次事實上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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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輝委員： 

姚委員剛剛提到，是否用信箱先行處理觀眾投訴的意見，現在是一個數位時代，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件事與節目視為一體，當有這樣的社會討論時，其實我們也

在官網或 FB粉專當中，做出ㄧ些補充，或是澄清，也可以引述ㄧ些專家學者的

說法做一點討論，讓社會可以更瞭解事實，這是將來可以考慮的。 

 

張國政： 

我們可以在自己的粉專補充說明或澄清。 

 

胡婉玲委員： 

粉專的部分這次就可以先做。 

 

＜決議＞主席： 

綜整本委員會意見如下： 

(一) 經查，來賓的發言並未明指「這一條鐵路」係北迴鐵路，後面的討論中，也就

「東岸鐵路」的歷史發展做了說明，在觀眾有疑義之後，製作單位也已經在後

續的節目中，做了相應的澄清跟說明，應無故意為不實言論之目的，當不至於

損害公共利益。 

(二) 本節目係討論太魯閣出軌事件，來賓於節目中所發之言論讓閱聽眾有轉折或不

明所以的情形，建議提醒來賓未來在節目當中，涉及類此事件時，可做比較詳

細的事實說明，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三) 基於節目製作之宗旨，在針對社會公共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以建構公共領域，建

議製作單位可就相關爭議，事先於網頁或相關粉專進行討論澄清，以讓討論的

主旨更為清楚。 

 

二、 NCC函文(2021.5.18)，民視新聞台 2021年 3月 15日「民視晚間新聞」節目，

於 18 時 58 分許報導「核四到台中重啟」，相關內容涉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

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請於 10 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並提請新聞自律諮詢委員

會討論，於 21日內將會議紀錄、會議結論函送 NCC。 

 

葉啟承： 

核四到台中重啟這個議題，我們引述了 2021年 3月 13日上報內容，後來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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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寫，裡面有講到郭位，因為郭位跟馬英九是建中的同學，所以報導開頭，

我們先去採訪前總統馬英九，再接著國民黨的台中市長盧秀燕，然後有環團，

也找了名嘴來評論，試圖用各方的看法來討論「核四到台中重啟」的話題。我

們並沒有移花接木，也沒有自己去下定論。報導過後幾天，郭位發澄清文給《放

言》，所以他也知道話題是從哪邊開始的。 

 

陳光中： 

當時的背景，是因為上報、放言的報導，還有周玉蔻在 FB引述了上報蔡慧貞，

有關於郭位去牽線中廣核的這件事情，三立、自由甚至中時都有相關報導，我

們只是藉郭位的這個牽線說，來探討當時在能源政策上面，國民黨跟執政黨中

間的交手過程，也才會有當天在台中採訪台中市長盧秀燕還有前總統馬英九，

去問了反應，所以我們的報導主要是在探討，雙方對於能源政策，對於核四重

啟在台中，這些事情的討論，而不是在討論郭位牽線中廣核。 

 

姚淑文委員： 

主播稿裡面提到「國內盛傳」，有沒有可能以後就直接寫明消息來源，或是寫

「名人臉書盛傳」，我們只是在針對某一個國內的名人的臉書盛傳的事情，做

議題的討論而已。 

 

胡婉玲委員： 

譬如直接寫清楚周玉蔻的《放言》發布了什麼內容。 

 

姚淑文委員： 

對。如果這樣子的話，有寫清楚這件事情的依據，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劉新白委員： 

這則新聞很厲害的是，前段可以訪問到馬英九講出「應該要」，這是得分的，

可是後面會變成失分，如果真的要認真做這個題目，我相信還有很多人願意回

答這個問題，可是這是回答不完的，時空背景都不一樣。可以把單就前段當成

一個側新聞，是一個有趣的新聞，我覺得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翁逸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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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裡面有提到新聞來源，事後也有再去澄清郭位的部分。但是要提醒同仁側

標「台擁核派接洽郭位 探詢中廣核移址核四」，可以再特別注意，其實主播稿

有講得很清楚，事後也有補上郭位的澄清，我覺得應該是還在範圍裡面，但側

標建議可以再更精確。如果有可能的情況下，建議在被報導人尚未回覆之前，

或許這個部分可以先不要報導，或者是不要打這種側標，可以先播馬英九這段，

但後半段可以先保留不播。 

 

胡元輝委員： 

現在有很多的網路媒體，我們在引用網路媒體的部分，將來在識別其可信度，

可以再加強訓練。 

 

＜決議＞主席： 

綜整本委員會意見如下： 

(一) 本報導所引述郭位涉及核電事宜的傳言，係依據網路媒體之報導，有其依據，

且報導主旨在探討核四重啟之議題，應具公共價值。事後郭位澄清的部分也有

做處理，顯示製作單位對於本則新聞之事實部分尚有其依據。 

(二) 郭位的傳言雖非本則新聞之主旨，而且本人不在台灣，較不易採訪，但未來在

新聞採訪上仍應盡力試圖採訪傳言之當事人，即使採訪不到，亦可於新聞中交

代，主播的稿頭以及新聞側標，建議應該在整則新聞報導中注意其精確度，使

不致有誤解之嫌。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