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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司 2022年第一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2022年 1月 20日（週四）下午 7時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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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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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中心生活組蔡明哲、採訪中心財經組主任周秀玥、採訪中心社會組主任蔡煌

元、採訪中心地方組主任常聖傳、攝影中心主任李健成、節目中心副理蕭慧芬、

節目中心主任陳佳誼、國際中心主任連惠幸、播控中心副控召集人蔡鴻文、社群

中心召集人張家哲、編審陳建民、編審關瑜君、行政組召集人洪幸寬、論壇中心

召集人張國政、台灣最前線節目執行製作人蔣鎧俊、台灣最前線節目主持人許仲

江、台灣向前行節目製作人湯斌、台灣向前行節目製作人王言禎、台灣向前行節

目主持人張孟琦、財經週末趴節目製作人張凱逵、辣新聞 152 節目執行製作人

陳奕穎、辣新聞 152節目企劃製作邱瑞穎、辣新聞 152節目主持人周玉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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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有關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1份，

請周知貴台從業人員配合辦理。 

 

＜決議＞主席： 

轉知同仁參考。 

 

二、 NCC(2022.1.17)函文，有關民視新聞台 2021年 6月 6日「民視八點晨間新聞」

節目，於 7 時 59 分許以「台美友好!國內疫情嚴峻 美 3 參議員訪台力挺」為

標題播出之相關內容，處理有欠妥適，請確實改進，以免違法受罰，請查照。 

◎發函改進事項： 

主播陳述及字幕呈現若有誤報或誤植情形，應採主播陳述與字幕併同更正為

宜；另應建立誤報及誤植防範機制。 

 

＜決議＞主席： 

轉知同仁參考。 

 

參、 討論議題 

一、 NCC函轉民眾反映，民視新聞台 2021年 10月 31日「財經週末趴」節目內容不

妥事，請提送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討論，並於文到 21 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結

論函送 NCC。 

 

張凱逵： 

來賓阿達針對 Vtuber 有批評一些外貌，純粹是來賓個人的觀點，節目播出之

後，有一些網友在網路上抗議，我們也在下一次的節目中有做澄清。 

 

胡婉玲委員： 

當初錄影完後，沒有警覺嗎?以 NCC函文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是預錄的節目，後

製會發現，發現就可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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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逵： 

當時覺得是來賓個人的言論，我們覺得那是屬於來賓自己言論上的發表，阿達

的言論有部分我們也有在後製時剪接處理掉。日後若遇到類此情形，製作單位

會更謹慎、更快速的處理，避免播出後產生疑慮。 

 

翁逸泓委員： 

未來若有類似的情況出現，為了達到避免歧視的目的以及對於次文化之內容有

更妥適之理解，節目在評論的用語上，也可以參考今天「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

注意事項」，依照類似的精神，特別注意平等、避免歧視的問題。 

 

胡元輝委員： 

(一) 現在這個社會上，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次文化，所以就有不同的文化價值，

我們製作到這一類的，涉及到特定族群，有可能是弱勢，從某個角度來講，少

數就有可能是弱勢，他們都會很留意去伸張自己的權益。 

(二) 通常我們的表達，是看當事人的感覺，也就是如果當事人不感覺這是一個對他

的侵犯或者侮辱，那問題就比較不會存在。以後我們碰到類似狀況，涉及到特

定族群的用詞用語上，可能就要考量到對方的感受，從 NCC來函當中，是希望

這樣子的問題可以在未播出之前，就可以去避免，從閱聽者感受的立場，未來

在這方面可能要特別留意。 

 

劉新白委員： 

我覺得他是把娛樂節目拿來做成新聞節目，這兩個標準是不一樣的，本來是娛

樂的東西，尺度可能是比較寬的，可是到了新聞裡面，它的尺度會比較嚴格。

而且有不少人反映意見，可能有很多人都是粉絲，也許他們認為應該給這個角

色一個比較正面的形象，所以在做新聞性節目的時候，可能要比做娛樂性節目

的時候，要更為謹慎。 

 

＜決議＞主席： 

綜整本委員會意見如下： 

(一) 即使娛樂性的素材，也應該遵守新聞倫理規範，尤其避免物化女性。 

(二) 對特定族群的討論，應該尊重其次文化，尤其涉及弱勢團體，更應該注意。 

 

二、 NCC 函轉民眾反映，民視台灣台及民視新聞台「辣新聞 152」、「台灣最前線」、

「台灣向前行」節目內容不妥事，請提送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討論，並於文到

21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結論函送 NCC。 

◎民眾投訴：報導特定人物比例過多。 

 

邱瑞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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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民眾投訴特定人物比例過多，針對顏寬恒及顏家的部分，我們列出了將近

兩個月的節目內容，大家可以看見，雖然顏家是占了一部分，其實節目也是不

是只有談論顏家，包括 covid-19疫苗、1218公投、張高麗性侵、李應元逝世、

尼加拉瓜斷交、林秉樞家暴以及其他的事件等等。在這一段時間上面，顏家還

有中二補選的內容是非常熱門的話題，製作政論節目沒辦法完全避開這個話題，

所以在節目中討論是一定會有的。 

 

劉新白委員： 

這個節目基本上是代表電視台，而民視給人家的基本感覺，應該是比較公平、

公正；不是一般的小台，不是那種剛出來的，必須要靠一些比較特殊的方式去

吸引觀眾。上次會議也提過，其實有很多題材可以用很正面的方式呈現，做得

比較高格調，如果過度強調的時候，可能會讓部分觀眾覺得有偏差的感覺，或

明顯的不公平，這是比較可以改進的部分。 

 

周玉蔻： 

節目所講的關於顏寬恒的事情，都是過去沒有報導的。 

 

劉新白委員： 

都沒有報導嗎? 

 

周玉蔻： 

是的，幾乎全部。可能您誤解了，每一天談論都是新的東西，不是舊的。這一

次顏寬恒之所以被大家討論，是因為從來沒有被討論過，新聞界從來沒有好好

討論顏家，因為沒有人敢討論他。 

 

劉新白委員： 

您現在陳述的節目表達方式，應該不是所有觀眾都能夠接受的，要不然 NCC不

會發這些函來要我們討論。這也不是單一偶發的一集，是連續這麼多天，會讓

部分閱聽眾覺得不公正的感覺。看節目的人，什麼樣的人都有，一定會有人注

意到這個方面。 

 

胡婉玲委員： 

本件主要投訴是針對報導特定人物比例過多，但就我的印象中，並沒有任何一

個條文說多少比例是適切或不適切的，從來沒有一個條文說，不能天天談，我

們也自己估算了一下，每天三到四個大主題，那就是其中一部分，可能談的是

三分之一，另外還有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是別的議題。這個投訴是針對

比例過多，但是用什麼標準來說是比例過多?每個人心裡的比重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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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輝委員： 

(一) 大部分的意見我在上一次會議都已經表達了，看起來關鍵還是在於媒體報導特

定政治人物過多，而且投訴者還做了統計。這裡面有幾件事情要先釐清，第一，

我們的節目是政論節目，是談話性節目，基本上不是新聞報導節目，這部分要

先定位清楚。若是評論性、談話性的節目，基本上就不是屬於報導的範疇；第

二，雖然投訴者將標題做了統計，我覺得製作單位也可以自己做一個細緻的內

部統計，even是討論顏寬恒或者顏家的事情，大概占了節目比例多少。 

(二) 如果這個節目是一個評論性或談話性節目，這位投訴者想要反映的是公平原則，

依我對其他國家有關公平原則規範的瞭解，他們並不聚焦於是否談某個特定議

題，而是著重在處理重大政治與產業爭議，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重大事

項時，有沒有包含相關的重要觀點，並給予符合比率的呈現，這個大概是國際

上民主國家廣電法規所強調的重點。從這點來看，談話性節目或評論性節目討

論某一個人的比例比較高，未必不可以，關鍵在於我們談這個議題的時候，是

不是能夠把相關的重要觀點都能夠呈現?英國的廣電法規特別強調 due，意指適

當的比例，恰如其分的比例，這是製作單位可以去注意的。 

(三) 曾經有某個台報導特定政治人物的比例過高，這位投訴者的投訴內容與該台的

狀況並不相同，那個案例是在新聞報導中的情形，本件是在評論性或談話性節

目裡面，沒有辦法相提並論。 

(四) 如果要對一個特定的政治人物做處理，除了剛才製作單位有提到，我們是在揭

露一個事件，可能製作單位認為具有公共利益，因為過去沒有報導過。建議製

作單位要去考量兩件事情，第一，當我們用大量的時間來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客觀上是否可以滿足閱聽眾的期待，譬如閱聽眾希望這個節目是談 A 跟 B，可

是你大量談 A，是否會產生期待落差，這是製作單位在客觀上必須斟酌的。至

於觀眾的期待是甚麼?可以透過收視率、問卷調查、焦點團體或其他方式來加以

了解；第二，製作單位可以從主觀上去評估，在這段時間裡面，是不是還有其

他值得我們關注的重大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利益方面的議題?有沒有這一類重

大議題被我們忽略掉，這是製作單位在主觀上可以去評估的事情。 

 

翁逸泓委員： 

(一) 跟上次的會議討論大致上一樣，這次比較特殊的地方是，投訴者有特別附上法

律規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3 條第 2 項，由此可見投訴者具備相當之專業能

力，尤其也注意到了往例，亦希望能借鏡上次報導某一個政治人物比例過於集

中之往例。需要注意的是同條規範中所謂「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

有損害之虞者」乃主管機關之舉證責任，因此上一次 NCC 的處理是有做簡報，

統計了相關的比例，當時的報導比例好像是 70-80%，印象中裁罰某新聞台的新

聞稿，似乎主管機關認為比例超過 50%以上就有過高的問題。 

(二) 再者，與往例相較，除了一個是新聞，一個是評論之外，看起來本案之政治意

見評論，是對於該公眾人物之言論或形象、問政等行為的討論與檢視，而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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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往之刻意地美化，而後者就像威權時代，會把特定政治人物做刻意的美化，

這當然是比較不合理的。若是檢視公眾人物的言行，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上，會

屬於比較政治性的言論，理論上應該要受到比較高度的言論保障，換句話說，

如果要去對它做限制，根據往例相關 NCC的新聞稿，釋字第 509號，其實是有

講到對新聞自由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如果碰到對於這一種比較高度

政治性言論的時候，當然就不能夠這麼強烈地去干預，且干預之法律明確性與

程序均應特別注意。本案節目評論之政治人物，因為他是當時選舉的熱點，所

以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如果主管機關要用同樣的條文處理，也要去舉證「有

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事實上要負擔相對高的責任。 

 

周玉蔻： 

(一) 第一，上一次特定政治人物的被討論，是因為那是一個全面的選舉，是九合一

選舉，有非常多的候選人，可是某電視台只針對那一位候選人進行所謂美化性

的全面報導，與這一次是不一樣的，這一次就只有這個選舉，而且選舉非常熱。

第二，我們的收視率非常好，就是觀眾想看，第三，我們都從報紙出身，報紙

有報導社論，我們的政論節目本來就是我們台的一個社論，有其編輯政策，至

於查證部分，檢舉人故意迴避了我們節目所有的設計，節目在討論這個標題的

時候，後面的 CG都有正反兩面的說法，不可能沒有對方的說法。 

(二) 剛剛講的幾點我們幾乎都做到了，只是很冤枉的被專業的檢舉人用非常偏頗的

方式來投訴 NCC，如果要全面的說明的話，所有的 CG都在我們的檔案裡面，而

且這麼嚴重的問題，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家族，連生命都要被威脅，至少在面對

顏氏家族這件事情上面，我們的查證都很小心。 

 

＜決議＞主席： 

綜整本委員會意見如下： 

(一) 談話性節目議題的選擇，應符合新聞價值判斷，因此選舉期間針對特定候選人

的討論，並無不當。但是在討論應該顧及三個原則： 

1. 公平原則：不只是量的公平，而且也應該質的公平，就是說重要觀點應予合

理呈現，並以適當的語意來帶出。 

2. 事實查證：即使是評論，也要有事實查證，這是衛星廣播電視法明確的規定，

新聞與評論都要事實查證。換句話說，在節目裡面每一句話，都應該可以被

經得起檢驗。 

3. 媒體品味：用字遣詞應維持電視台的屬性與格調。 

(二) 針對 NCC函轉民眾反映節目對特定人物報導比例過多，報導特定人物比例是否

過多，這是屬於新聞室的判斷，也是屬於新聞自由的範圍，應予尊重，但是在

呈現上，應該符合觀眾的期待。然而鑒於 NCC以往對中天的裁罰，曾以集中某

特定人物，作為裁罰的依據，因此在節目處理上，應該更為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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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CC函轉民眾反映，民視新聞台 2021年 12月 20日「辣新聞 152」節目內容不

妥事，請提送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討論，並於文到 21 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結

論函送 NCC。 

 

邱瑞穎： 

當天被投訴的內容，主要是主持人與台中市議員陳世凱在做視訊連線的時候，

因為在前一週，陳世凱議員在議會裡面有質疑盧秀燕政府的民政局，他們派監

票人數有疑慮這件事情，當天節目連線討論，陳世凱有表達出對於補選的憂心，

同時也表達在地的一些經驗，有人可能有一些作票的動作。就當天節目來講，

除了陳世凱這段，也有請國民黨的代表，高雄前新聞局長鄭照新，來評論這件

事情，他當時的意見是說，如果就公平起見，他也建議盧秀燕政府可以再增派

監票員，或者是，可以建議中選會主委李進勇來協調。在節目裡面以及在 CG上

面，節目已經呈現兩造說法。 

 

胡元輝委員： 

(一) 這個案子涉及事實查證的問題，從 NCC來函裡面「旨揭節目經民眾反映未善盡

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看起來 NCC 想搞清楚的是，有沒有未善盡事實查

證的問題。就事實來講，依檢舉者提出的標題，與節目所引述的內容來看，是

兩個問題，第一，盧秀燕有沒有在監票員的作業上，做了不公平的核定，第二，

涉及到有沒有作票、重複投票的問題。 

(二) 就第一個問題，製作單位有提到，台中市議員陳世凱，他在議會中提出這個問

題，所以我們在節目上繼續做追擊的討論，因此我們請陳議員來做說明，議員

在議會裡面是有言論免責權的，換句話來講，陳議員已經不在意言論免責權的

問題。針對陳議員所說出來的事實，我們的節目有呈現相對方的說法，來賓之

一的高雄前新聞局長鄭照新提到：「人數的核定是地方的選委會，但是中央等級

的，比如說立委補選跟立委選舉，人數是誰核定的，很不好意思，是台北的中

央選委會，並不是地方選委會」。我們有把對這個事實的不同意見，藉由與談來

賓鄭照新表達出來。必須注意的是，製作單位或者主持人有沒有肯定誰說的對，

誰說的不對?目前的資料並沒有明確看到這個狀況，這是節目可以去檢視的部

分。如果我們製作方並沒有去認定這件事情的事實是什麼，這對於事實查證的

問題來講，就會比較 OK。 

(三) 第二個問題是作票，就是重複投票的問題，這個在陳世凱議員的說法：「我聽到

的傳言是，有人會拿身分證，同一個民眾拿了，10、20張的身分證進來投票，

那個驗票的人也沒有仔細看」，這個事實陳述要檢核的問題點在於，他有沒有說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翁逸泓委員： 

陳世凱議員後面有說：「因為過去有很多傳言，有人跟我說什麼，議員，你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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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競選的時候，有一個人拿了十幾張身分證，這樣陸續進來投，他們也讓他投，

就有人跟我檢舉這樣子的事情」。 

 

胡元輝委員： 

那這個過去是什麼時候的過去?似乎也沒有很明確的說。 

 

邱瑞穎： 

(一) 陳世凱議員在一開始連線時提到：「因為過去我有參加過兩次的，立委選舉，尤

其第一次補選的時候，其實我們一開始開票都是贏，開到最後竟然被翻盤了的

原因，是因為，在他們家附近的那幾個里，包含埔子，或者是說三鹿等等的地

方，其實一翻就是，1000、2000 票以上，甚至 2000、3000 票以上，很奇怪的

是，那個地方其實票桶比較小，但是開票可以開到，最後它才出來，前面它開

不出來，我們烏日這邊九德里，人口數比較多，早就已經開完票，但他們那邊

開的速度卻比較慢，之後也有聽到很多人跟我講說，有一些甚至是，住在養護

中心裡面，根本沒辦法出來投票的人，他的身分證被拿出來投了票」。 

(二) 陳世凱議員是指第一次補選，他第一次跟顏寬恒在做立委補選，那時候因為顏

清標入獄的關係，顏寬恒與陳世凱當時在進行立委補選，是在那個時候發生的

事，所以時間點是有點出來的。 

 

周玉蔻： 

陳世凱議員也有講到地點，包含埔子、三鹿等等。 

 

胡元輝委員： 

(一) 陳世凱議員所談的事情，如果現在時間地點都有了，那具體來講，因為來賓鄭

照新好像沒有回應這件事，所以我們剩下的問題就是，陳世凱議員講的這件事

情，有沒有這件事?事實查證就是這樣，那我們製作方，特別是主持人的發言，

如果沒有「對對對」、「就是這樣子」，去肯定陳議員所講的事情，這個問題就比

較小，這是第一個狀態。 

(二) 節目如果沒有認定，那就是陳議員的單向陳述，但即使只有單向陳述，也不見

得沒有事實查證的問題，我會覺得這個部分，儘管講的是過去，也涉及到事實

查證，因為衛廣法中的條文講的是「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

益』」。所以我會建議將來製作單位在製作這一類節目內容的時候，必須要注意，

當事人的爆料，或者網路上的文章或指陳，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時候，不能只有

靠單一消息來源。 

 

周玉蔻： 

有關當天節目的事實查證，他是陳世凱市議員，對我來講，這個人有他的權威

性，當時為什麼那一間人少，林靜儀的團隊會覺得很緊張，為什麼顏寬恒不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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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所以鄭照新也有他的說法。在主持人的說法，對我來講，這個事實的查證

背後沒有那麼大的疑慮，是因為這位發言的陳世凱議員，有他的權威性，這是

我必須說明的。另外，如果這是一個新聞報導的話，可能我們處理的方法就會

不一樣。因為茲事體大，所以當天我們必須讓陳世凱本人講話，節目讓陳世凱、

鄭照新講話，我覺得就由觀眾來判斷。 

 

胡元輝委員： 

我們在做事實查證的時候，其實新聞報導亦復如是，要盡量做到 double 

confirm，有兩個以上的消息來源，但是在特殊狀況之下，例如有關重要公共利

益的事件，如果單一消息來源是具權威、可信的來源，且提供的訊息有一定的

佐證資料，有時也會呈現，以利社會的討論或進一步的調查。現在的關鍵在於，

我們如何認定陳世凱議員作為消息來源的地位?我可以理解，您會覺得陳世凱

做為一位議員，一定有他的權威代表性。 

 

周玉蔻： 

而且是當事人，陳世凱當時是候選人，他當時是立委補選顏寬恒的競爭對手。 

 

鄭自隆委員： 

陳世凱是顏寬恒的對手。 

 

胡元輝委員： 

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可辯的空間。 

 

周玉蔻： 

陳世凱議員現場連線的說明其實是摘要的，不是全部，他的疑慮是當時那個地

方，所以他舉了三鹿等地方，他說他們開票開到本來是領先，後來這裡落後，

所以陳世凱是透過個人當時所有的經驗來傳達的，後面還有當地的人來解釋，

所謂的沙鹿耆老。 

 

劉新白委員： 

(一) 這張節目 CG的標題「盧秀燕替顏寬恒”量身訂做”監票人數!?154投票所成灌

票中心?」，似乎代表的是你們節目的意見，傳統新聞的做法，會加上「市議員

認為…」，甚至說「市議員懷疑盧秀燕…」，因為一般人比較相信媒體，而非有

言論免責權的民意代表，可是下這樣的標題，幾乎就代表貴節目或電視台在指

控盧秀燕市長。 

(二) 另外，陳世凱的話事實上在議會已經講過一次了，到了節目中又重新再 confirm

一次，到底兩位監票人這個做法是對還是錯，一般人都不會知道。有足夠的時

間請教中選會，但節目沒有這麼做，看完節目仍然不知誰是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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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瑞穎： 

在這一天 12月 20日之後的幾集，我們其實也有問到中選會，以及台中選委會

的相關意見，當時的結果是，中選會是推給台中選委會的決定，但台中選委會

說這是中選會同意的方法。那其實沒有直接的說，監票員這件事情到底是合不

合適。 

 

周玉蔻： 

事後的求證節目都有做。 

 

翁逸泓委員： 

這是事實查證的問題，如果講的是意見評論的話，那只是品味問題而已，NCC可

能不會特別處理，但如果是講「據傳」，或者「傳聞」，講到「傳」這個字的時

候，就要特別注意。NCC 函文其實也有特別提到，以前曾經有函請民視改進：

「政論節目討論公共事務時，應妥適查證資料來源，若有錯誤應即時更正，或

於有疑慮時由主持人補充說明藉以平衡；惟若現場無法處理，宜以後製說明(如

CG圖卡)，避免誤導閱聽眾」。我會建議以後聽到「傳」這的字就要特別注意，

如果來賓講的是據傳聞，主持人就不要這麼快說「對對對」、「是是是」，不要太

快認肯這件事情，會是一個比較謹慎的做法。 

 

＜決議＞主席： 

綜整本委員會意見如下： 

本案的爭議點在於事實查證的問題，評論性的節目，事實查證應該符合以下原

則： 

(一) 來賓的言論也應符合事實查證的要求。 

(二) 對來賓未經查證之言論，主持人不宜隨意呼應，而應要求其揭露消息來源。 

(三) 若未能於現場做查證，應該在後製時做適當的處理，或是在節目結束之後，若

發現有錯時，應該同一節目中澄清之。 

(四) 節目的 CG直接敘述「盧秀燕替顏寬恒”量身訂做”監票人數!?154投票所成灌

票中心?」，雖然有加問號，但是沒有消息來源，會變成電視台的立場，並不合

適。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