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第一次倫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上午 九 時整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5 號 5 樓

出席委員：黃葳威、劉立行、王毓莉、劉蕙苓、方彝平、胡雪珠、陳百嘉、陳
盟岳、郭震宇
主

席：黃葳威

紀

錄：廖凰君

一、宣布開會/主席致詞：
現出席委員人數已達全體委員之半數以上，本席宣布開會。
二、討論事項：
(一) 案由： NCC 函轉民眾反映本公司中視綜合台 108 年 2 月 25 日 12
時許新聞內容涉有誤導視聽之虞，函請本公司提請倫理委
員會討論。
說明： 1. 民眾反映中視新聞播出美國動畫得獎與韓國瑜無關(函
文誤為韓國琴)，並稱中視無查證美國動畫「包子」是
因「韓流發威」才得獎，有誤導觀眾視聽之嫌。
2. NCC 函請本公司文到七日內提出相關說明，並提請倫理
委員會討論是否與本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之規範「總
類：4.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有未合之處。
3. 請新聞部說明。
討論： 1. 新聞部表示，進行系爭新聞報導之立意，乃期以即時提
供國際矚目之影視新聞以饗閱聽大眾，除了使觀眾得以
同步獲得本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之相關新聞、訊息外，並
緣於娛樂、影視新聞乃屬較為軟性之新聞議題，其報導
用詞自然採取較為輕鬆、詼諧之角度處理；榮獲本屆最
佳動畫短片之「包子」(Bao)乙片，係由美國皮克斯動
畫工作室製作，該片以擬人化之之「包子」(Bao)為主
角，並以深入淺出之手法深刻探討現代人之親子關係及
中國式母愛等議題，除深受影迷所喜愛外，並於本屆奧
斯卡頒獎典禮上大放異彩，而該影片中之主角「包子」
，
恰巧與我國近日政壇上所談論有關「土包子」之話題有

所涉，是本公司謹緣以較為趣味詼諧之角度(謹如報導
內容中之「現在就連好萊嗚也瘋包子」
、「土包子也鍍
金」)進行報導，其目的乃為提供收看影視、娛樂新聞
之觀眾衍生之趣點並得舒緩、淡化原先較為硬性、嚴肅
之政治新聞議題。
2. 系爭新聞爭點並不完全是在新聞查證，目前很多的學生
都以為是置入並有對價關係，經確認本案新聞並沒有新
聞置入更無任何對價關係，而是以一種說新聞的方式呈
現，且各台都有利用新聞熱潮去引導奧斯卡包子動畫的
關注，用新聞熱潮當引子進行新聞報導，並沒有考慮有
什麼權利關係或政治關係的想法，建議新聞記者在作任
何報導之前，應建立自己製播新聞之論點，以避免遭人
質疑時，得加以進行論述。
3. 以這個案例來看，從目前的主播論述，或是加問號都不
是太夠，不論主播是以肯定句或者是疑問句之敘述來播
報，都會給人有種莫名其妙的編輯想法，建議日後報導
方式，可透過訪問韓迷的方式呈現，以第三者的立場來
表述這件事情的話，較不會讓觀眾覺得是為了要報導而
報導，再者，如果就很客觀中立的角度上，我們處理國
際新聞都希望在地化，所以會去報導這件事，可是處理
的手法可以再多加斟酌，可以講說剛好國內也是在熱包
子，奧斯卡選了包子，有呼應之妙，用助攻這個主動詞，
確實略為不妥，建議未來選舉期間，處理類似的新聞，
應在記者進行第一線採訪的時候就要多加小心，即便要
做這部分的論述，不要只是透過主播或是記者的主觀論
述，可藉由第三人敘述之方式呈現，或許報導上之爭議
性會減少一點。
4. 提醒記者在製播新聞時，有關網路用語之播報，或新聞
標題的製作上，應更加謹慎，內部編審應更加確實。
(二) 案由： 有關花蓮縣府輿情採購案涉廣電媒體記者事，NCC 函請本
公司提請倫理委員會討論。

說明： 1. NCC 函詢本公司對所屬媒體記者涉入花蓮縣府輿情採購
案之處理情形?等，經查，本公司並無記者涉入花蓮縣
府輿情採購案，經本公司函覆後，NCC 復來函詢及有關
本公司派駐花蓮記者之狀況、有無使用涉案記者提供花
蓮當地新聞或採訪素材製播新聞、就該類新聞如何進行
編審與品管等?
2. 本公司業已函覆 NCC，自民國 104 年 4 月份起，本公司
於花蓮地區已無派駐記者，就花蓮地區之地區性新聞之
製播，皆係由本公司新聞部直接調度、派遣記者同仁前
往採訪，囿於每日新聞事件層出不窮，為避免漏採新
聞，本公司亦會透過與新聞同業彼此間新聞採訪素材交
流之方式取得新聞素材，再由本公司本於獨立自主之新
聞編播原則，經由編播會議等內部機制，進行新聞素材
選播之篩選，以及決定新聞報導之重點及方向，並進行
相關後製作業後，始予播出。
討論： 1. 建議新聞素材自新聞同業間取得後，新聞部同仁應確實
進行獨立編審(包括事實查證、衡平等原則)，盡可能避
免涉有不法情事發生。
2. 宜加強聘僱合約競業禁止之宣導，並以此案為例，對於
既有及新進員工進行教育訓練，加強宣導、避免涉有違
反新聞倫理之情事發生。
(三) 案由： 「瑪奇夢想生活手遊-娜歐篇 10」手遊廣告，內容涉嫌違
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2 款、第 3 款規定。
說明： 1. NCC 函轉民眾反映係爭廣告內容出現特寫動漫女性角色
的胸部晃動，並搭配「瑪奇回奶了~」
、「大奶姐姐回奶
了」等字眼和配音，涉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2
款、第 3 款規定：「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
情形之一：……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三、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並函請本公司文到 5 日內
提出意見陳述書。
2. 業務部說明，系爭廣告之託播客戶表示，該手遊廣告緣

自於日本，且日本廣告內容係以真人方式呈現，客戶提
供的廣告版本，業以改由動畫角色呈現，並透過可愛、
逗趣的配音，來表達該款手遊廣告角色回歸之意旨，且
經同仁審閱系爭廣告內容並沒有涉及血腥、暴力、色
慾、裸露之內容，並考量系爭廣告內容之收視族群，係
以 25 歲至 44 歲白領階級之男性為主，經與其他友台討
論後，皆同意予以播出。
討論： 1. 建議往後任何涉及晃奶的畫面，不宜在普級時段播出。
2. 如有涉及兒少相關議題，應特別留意廣告內容及播出時
段。
(四) 案由： 有關落實「建立我國事實查證參考原則」
，NCC 函請本公司
檢視納入自律規範，以深化新聞事實查證內控機制。
說明： 1. 擬修訂「新聞部新聞製播標準」第十六條內容，請新聞
部說明。
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十六條 「事實查證原則規範
與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原則」
1.媒體為社會公器，
為確保報導正確性，
對於播送內容應追求
事實，避免無根據猜
測。
2.應檢視消息來源之
真實性，並多方查
證，避免單一消息來
源，尤其針對涉公共
事務新聞，宜至政府
澄清專區及具公信力
之第三方查證。
3.引用網路消息時，
應注意內容可信度，
並盡可能直接採訪當
事人，或向內容中提
及的相關單位查證。

原條文
「錯誤報導更正處
理」
1.新聞報導若有錯誤
發生，必須依廣播電
視法第二十三條，應
於接到通知後七日
內，在原節目或原節
目同一時間之節目
中，加以更正；或將
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
之理由，以書面答覆
請求人。
2.違反上述各項規
定，採訪、製播人員
需提出書面報告，說
明處理新聞經過，經
採編播檢討會議決
議，新聞部依輕重程
度，處以口頭警告、

4.對於「內容農場」
或不實、惡意網站、
來源不明的圖片、影
片，應注意其真實
性。
5.引用外電消息時，
可多方觀察不同國外
媒體之新聞內容差
異，綜合判斷其可信
度。
6.若消息內容無法查
證或有爭議時，應檢
視是否有其使用之必
要，並依製播規範將
新聞資料及查證過程
向負責主管報告。
7.新聞報導若須以動
畫或模擬畫面呈現時
應予註明，避免混淆
觀眾。
8.應盡力留下採訪紀
錄，並盡可能保留查
證過程資料，以供事
後查驗。
9. 新聞報導若有錯
誤發生，必須依廣播
電視法第二十三條，
應於接到通知後七日
內，在原節目或原節
目同一時間之節目
中，加以更正；或將
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
之理由，以書面答覆
請求人。
10 違反上述各項規
定，採訪、製播人員
需提出書面報告，說
明處理新聞經過，經

申誡、記過，但若有
「新聞造假事件」則
將上呈，召開人評
會，情節重大者可開
除。

採編播檢討會議決
議，新聞部依輕重程
度，處以口頭警告、
申誡、記過，但若有
「新聞造假事件」則
將上呈，召開人評
會，情節重大者可開
除。
討論： 全體出席委員通過修擬第十六條內容。
(五) 案由： NCC 函轉民眾反映本公司中視綜合台 108 年 3 月 5 日 12 時
許新聞報導意見，函請本公司提請倫理委員會討論。
說明： 1. 民眾反映中視新聞台午間新聞至少 10 分鐘以上都是韓
國瑜新聞，或是和韓國瑜有關的新聞等意見。
2. NCC 函請本公司文到七日內提出相關說明，並提請倫理
委員會討論，於文到十四日內將會議紀錄、會議結論函
送 NCC。
3. 請新聞部說明。
討論： 1. 經檢視系爭新聞報導一個小時之內容，扣除廣告長度約
10 分鐘，系爭新聞報導內容長度尚餘 50 分鐘，觀諸前
開 50 分鐘之新聞報導內容，本公司報導之新聞內容共
29 則，其中有關韓國瑜市長及其相關之新聞僅共 5 則
(比例僅佔 17.24%)，觀諸前開 5 則新聞報導內容，其
報導議題之重點，分別有民眾高度關注之 2020 年總統
選舉參選人議題、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南下出席活
動、台南立委補選謝龍介選舉資訊、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規劃高雄旗津宣傳活動、韓國瑜市長訪問澳門等時事新
聞，皆為具有新聞報導價值且受民眾關切之題材，再
者，其等內容皆秉持新聞查證、公平原則，透過相關人
士之看法、評論，完整呈現新聞資訊予視聽大眾，並無
民眾指稱過度報導韓國瑜市長或其相關之新聞，亦無任
何過度造神或誘導式播報等情事。
又系爭新聞報導之內容，除包括國內政治、社會、民生、
娛樂、氣象等各各層面之新聞資訊外，亦報導川金會後

金正恩動態、澳洲野火、雪崩瞬間及反串伴娘等國際間
新聞時事報導及趣味新聞，充分、完整提供視聽大眾即
時、正確之訊息，且系爭新聞內容、議題之設定上，亦
皆屬涉及公益、公共議題之範疇。
2. 系爭新聞應係屬民眾個人感受問題，觀其內容報導韓國
瑜新聞之比例並沒有特別的多，但如果整個小時的新聞
內容中，政治新聞只有這五則，也沒有別的，中間穿插
兩、三則生活類的新聞，確實可能有不同立場的觀眾看
起來觀感就會特別強烈，但基本上處理上並沒有什麼不
公允，系爭新聞皆是就新聞事實，秉持客觀、公正、新
聞價值等角度製播新聞。
3. 學理上來看，過去許多在討論選舉期間的公平原則，其
實這幾年美國早就已經不在使用這種選舉期間的公平
原則，因為在選舉期間會因為各個不同候選人的政治造
勢的新聞價值而會有不同情況，美國新聞界其實是把這
樣的自主權交回媒體去做，已沒有限制採訪 a 就一定要
採訪 b 或相同時段之原則，但緣於目前係接近明年總統
選舉的情況下，仍建議新聞部應秉持著「新聞價值」跟
「多元採訪」原則之精神，進行相關新聞之製播。
4. 新聞性是依照新聞價值的大小而非比例的多寡來認
定，從內容分析上來看，新聞報導內容並不是完全都是
在報導韓國瑜，報導的議題涉及兩岸經濟、農產品外
銷、促進觀光等具有新聞價值之內容，為避免後續民眾
先入為主之印象，建議每則新聞標題、鏡面的呈現或畫
面上露出的人物，宜更加多元化。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