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 56 次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聯席會議 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地 點：中天電視台 4-1 會議室（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25 號 4 樓）  

主  席：詹怡宜主任委員、葉大華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委員、本會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 

壹、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記錄提請確認。(參閱附件一，P .1~19)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來函，鑑於收文後已轉電子檔予各會員，會場不另印該項紙本：
（參閱附件二，P20.~30） 

(1) 108 年 11 月 27 日：有關新聞報導內容使用兒童畫面注意事項。 

(2) 108 年 11 月 25 日：有關新聞報導播出戶外集會人數內容注意事項。 

(3) 108 年 9 月 26 日：轉中央選舉委員會有關「第 15 屆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
選舉應行注意事項。 

(4) 108 年 9 月 11 日：轉衛福部需廣電媒體協助報導盤點表，請惠予協助於報導新聞時

以警語或提醒句方式加註於相關新聞旁，周知民眾參考、利用。 

三、 108 年 11 月 28 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召開「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
媒體報導選務相關事項協調會議」。（參閱附件三，P.31~40） 

四、 108 年 11 月 11 日中選會復本會函詢「競選活動期間得否全程播送候選人之造勢活
動」疑義。（參閱附件四，P.41~50） 

五、 108 年 10 月 2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廣播電視內容涉選舉議題之法規與實務
交流會議」。（參閱附件五，P.51~69） 

六、 108 年 10 月 25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選舉期間廣電事業落實公平原則及事實
查證規定交流會議」。（參閱附件六，P.70~P.81） 

七、 108 年 10 月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違反事實
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處理要點」(草案)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及評論違
反公平原則處理要點」(草案)公開說明會。（參閱附件七，P.82~93） 

八、 108 年 10 月 2 日至 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舉辦「108 年電視內容製播暨營運發展交
流研討會」，本會詹怡宜主委擔任專題研討 1：「如何做到『信以為真才播』話說新
聞事實查證的難題」與談人。（參閱附件八，P.94~95） 

九、 性別教育新聞自律溝通的報告案（參閱附件九，P.96~105。報告人：性別平等教育大
平台專案經理張明旭、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曾召媛） 



詹怡宜（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報告事項第三到第六都是跟選舉新聞報導規定相關的提

醒，包括，中選會在會議中提到，不得全程轉播單一候選人造勢活動（報告第三項附件 3會
議記錄）。對此，衛星公會有疑問，曾發函請中選會要求解釋，中選會則復函說明法令依據
與會議記錄（報告第四項附件 4），在此提醒各單位中選會的執法決心。另，第六項關於公
平原則，NCC已召開會議，雖然與會代表分別表達落實執行的困難，但提醒大家 NCC對此
議題的關注，請參閱會議紀錄。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主委有針對跟各台協議自律的說明部分，就不再多說明。
今日有臨時插播報告案，特別邀請到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的經理張明旭，還有婦女新知基金
會資深研究員的曾昭媛出席參與。 

提案緣由是因為過去一兩年來因應公投案，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新聞與廣告的處理上，有
許多以訛傳訛、未更正的資訊且一再地散佈，造成教育現場的困擾，特別是老師如何推動性

平教育也造成爭議。故邀請張明旭經理出席，他今天的報告會針對這兩年各台在相關新聞報
導上的問題跟大家溝通。點名到各台的部分，煩請各台看一下思考一下，如何看待性平教育
的報導，又如何做到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精神且平衡的報導。 

尤其是因為選舉有些男性政治人物帶頭歧視女性，各台也全都錄，我認為這就是很不好的模
式，有權力的大人如果公然帶頭歧視女性，那學校教性平教育也無用。媒體跟著政治人物報
導複製這些性別刻板印象，我個人認為越來越嚴重，可能大家需要思考如何自律。不是說全
文照刊、就認為可受各界公評自然就能做到意見平衡，況且這些性別歧視的話語是不是真的
可受公評，也是需要討論的一點。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經理）：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討論。除了剛剛葉主委提到的
狀況，以母豬說為例，有小一學生就拿母豬嘲笑同學。前幾天李佳芬女士講了肛交說，也有
小一小二學生拿來嘲笑。他們不知道什麼意思，但覺得很好笑，大人都在討論。前幾天的衰

尾查某也不知道是否會變為下個話題。 

（播放民視新聞片段舉例）教科書教國二生可以滿足性與愛、教高中生性愛自拍。不只民視
有報，中天、中視也有報。 

這一則新聞到現在在網路上還在轉傳，裡面很多資訊是錯的，民視做了國語版跟台語版，也
沒有更正。不是國二而是高中，而且內容也是錯誤的，民視拍的內容將國中、高中混在一
起，統一寫為國中課本，其實是在協助散布不實謠言。報導裡沒有提到課本要強調的內容，
也沒有寫到法律，只是順著家長團體說在教性愛自拍。 

（播放東森新聞片段）片面呈現新聞。以去年愛家公投的舉例，只報導單一立場的訴求，但
該立場人士訴說的內容其實是錯誤的，裡面提到的內容國家教育研究院有公告澄清，劉老師

也已多次澄清，但仍繼續還在主流媒體上傳播錯誤資訊。 

特定立場民眾會用這種報導單一立場的新聞，認為某電視台支持某立場，並加以傳播。例如
民眾會說你看東森支持三好兩壞。Line裡面傳播狀況就更嚴重。有心民眾會將此種單一立場
新聞報導剪輯，說新聞幫我們背書了。因為台灣多數民眾相信新聞有公信力，就會認為新聞
都證實了，所以這些言論都是事實。這是目前發現、正在影響大家的問題。 

（播放公投特定立場廣告）爸爸媽媽不見，爺爺奶奶消失，等等。 

我們知道裡面的資訊是錯的，並且是以恐懼煽動，但這則廣告在那期間電視台的黃金時間都
有播放。 



（播放公投特定立場廣告）同性戀可以被後天影響。 

醫學上已證實性傾向難以用外力強行改變，但有學生因為此種內容不實的廣告、宣傳被強制
矯正性傾向。 

（播放公投特定立場廣告）扭曲學校性別教育方式。 

學校並非這樣教育，但老師的澄清難以抵擋大量的廣告效力。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在一條新聞一分鐘之內的情況下，認為該如何改
進？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經理）：報導的時候多加其他方面的補充資訊，多留一些時間
給不同意見，在一則新聞內盡量要做到平衡報導。 

媒體現行方式通常是用多則新聞來報導不同意見，例如第一則講支持，第二則講反對。但目
前就會造成單則內容較偏頗的報導，在網路上會被大量傳播，而特定立場團體以單則報導宣
傳新聞台在幫該立場背書。因此期待是在同一則報導內就有平衡資訊。 

曾昭媛（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希望是在同一則報導內起碼有平衡觀點的報導，對
於某一方的訴求做事實查證，或至少去問教育部的說法。反同家長團體針對教育部、教學現
場的說法是否有問題，可以訪問教育部、性平教育專家。各台的夥伴如果不知道相關的專
家，我們非常樂意提供性別教育領域的學者、媽媽、專家名單給各家電視台參考。 

不希望弄成看起來是正反雙方對立，但是反性平教育團體會不斷拿某則新聞轉傳，造成長
輩、家長無法確認教育現場是否真是如此，看到覺得十分擔心，覺得學校真的在亂搞，但事
實上不是這樣。網路上傳播的效果，造成許多老師不敢教性教育。希望盡量在一則新聞裡面

至少有雙方說法。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剛剛有提到的各台，是否要做出回應？回到 STBA的自律
綱要裡，針對性平教育議題本身就有自律綱要，但最近幾年下來，性平教育議題在處理上有
困難，也造成教育現場的困擾。 

請教各台，在處理跟性平教育有關的報導，特別是涉及到教育現場、有家長抗議的狀況下，
如何權衡與把關？看起來像是站在某個立場做新聞報導，較少看到平衡報導的部分。應該要
注意到哪些內容要善盡查證，例如剛剛民視那則教科書引用有誤，當時有沒有做到查證？如
果沒有，是否要做什麼處理？各台的自律或倫理委員會是否有相關的討論？針對性別教育的
新聞題材是如何來把關？ 

曾昭媛（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補充一下，非常樂意提供性別教育領域的專家、學

者、家長提供給各家電視台參考。另外，呈現家長團體的意見也可以呈現多元意見，不一定
只詢問學校家長會，因為可能有些有心宗教人士刻意佔據學校家長會的位置。 

吳雨珊（民視法務）：第一次看到這則有疑慮，之前沒有投訴，此刻才知道。記者當時應也
有求證，想確認該則新聞內容錯誤之處有哪些？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經理）：有幾個錯誤。只有民視寫成全都是國二，並被拿來在
網路上傳播。如果記者是真的看到課本的完整內容並拍出來，會知道課本內容是沒有問題
的。但為什麼記者是按照這位家長的訴求，只報導家長提到的一角，課本的其他地方都不
看。有詢問教育部，但詢問的方式不清楚，教育部也只能含糊回應，就被剪進去看似回答不
清。這幾個報導方向加起來才會變成這樣的報導，被特定團體拿去使用。 



吳雨珊（民視法務）：當時記者可能沒有很深度處理，也許記者當時不知道完整內容是什

麼。我們可能並沒有很仔細去處理，急於把它做成正反方的說法，詢問的問題與對象可能都
有瑕疵。但此前沒有接到關於這一則新聞的投訴，是此時才發現問題，回去會處理。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記協回應，我們第一是 NGO，第二都是一線工作
者。覺得民視的狀況可以理解，一定要把新聞塞到一則內容去就會產生這個結果。第一原則
是不能消團體的音，因為的確是在遊說一個公共議題。 

第二個是說，那個團體的錯誤在於把教材去脈絡，站在記協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立場，我反而
會建議應該要開第二條，也就是說第一條讓他就這樣。因為就算一則後面硬要有平衡意見，
剪輯一刀就能剪掉，前半部分繼續傳。與其要求記者一則內塞平衡意見，不如鼓勵詳細做第
二條、三條後續新聞。什麼都塞到一條新聞裡面去，很容易變成假平衡，不如鼓勵同業們用
後續幾則報導，仔細把議題說清楚。這個要求，對於新聞工作的實務立場來講，會比要他什

麼東西都塞到一條裡面，來得周全、完整。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這樣會不會只傳播那一條，不會傳播另外一條？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我認為很殘酷的事情是，別人要拿什麼東西傳播，
就像我剛剛講的，剪輯一刀就剪掉了，他自己開直播都可以。坦白講，要記者去負擔新聞出
來後會怎麼樣被傳播，我覺得是過度要求。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還是要回到這個議題要溝通的重點，剛剛記協提到的狀
況，其實之前都處理過，兩則各自單一立場的報導很容易被雙方獨立散佈，難以達到平衡。
現在傳播環境要考慮到網路，看誰比較會去操弄議題。 

但是現在要溝通的重點是因為這是教材，會實際上介入到家長的教育選擇權，以及在教育現

場，老師如何站在學生最佳利益的立場，去維護學生有知的權利，是這兩股力量的角力。我
還沒講到相關的報導，都沒有去找利害關係的當事人，也就是學生，去問他們的立場到底是
什麼。 

這的確不容易處理，但目前帶風向帶得太失衡，才有必要在這邊跟大家溝通。這是國家法令
授權要推的性別平等教育，資訊要如何正確傳達、能不能在有限的即時新聞裡面處理。最重
要的問題在於，處理這則新聞跑線的記者，根本沒有時間去整理好脈絡，甚至連這個議題要
怎麼切都不知道。靠這些年輕人在現場找一些資料，回來編一編就出去了，都不會處理得很
好。 

所以才會說要回到自律機制去想，這樣的議題下次遇到要謹慎，寧可不要隨便去報。處理性
別教育題材要審慎，找到專業人員、教育部等一起來討論，才能做好社會溝通，否則這種爭
議會一直出現。廣告的部分有另外溝通過。各台回去想一想，未來遇到情感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的議題，希望各台倫理委員會可以處理，怎麼樣找到 SOP、怎麼樣審慎處理、讓切入點
平衡一點。會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知的權益，不能只站在大人立場。兒童權利公約講得很
清楚，一定是站在兒童的最佳利益，國家也要保障性少數的兒少有得到這些資訊的權利。 

東森對於剛剛那則的部分有什麼回應？ 

黃友錡（東森主任）：我們那則是在報導公投提案的內容，並不是在討論性別議題。我們針
對支持同婚方也是一樣報導。我們的處理就是針對公投提案，如果一定要正反兩方放進去，
舉例中反同方要放平衡報導，那報導挺同方時是否最後也要給出反同意見？如果是這樣處
理，其他的公投提案是否也要比照辦理，這樣子有點奇怪。我們可以再思考看看。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經理）：他們的確可以剪輯新聞，但被剪輯過的新聞，公信力

會下降，會有差別。他們喜歡用整篇報導是支持某方立場的，不喜歡剪輯後再拿過來，因為
貼完整新聞會被戳爆，所以完整一則支持某方立場的新聞會更容易被傳播。第二點，不一定
要找所謂的正反雙方，可以找公正第三方，以公投提案來講，可以找教育部。教育部去年有
針對公投提案做出說明，但少有人報，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釐清。不是說找兩個立場極端團
體，一定在同一則出現，而是說希望回歸到新聞該出現的事實。 

黃友錡（東森主任）：提公投提案是國家賦予組織的權利，我們的新聞立場變成去質疑他的
提案內容，這樣怪怪的。我們可以去解釋他的提案內容，我如果說照你這樣講操作，因為公
投提案他的權利，他要提什麼案，天馬行空他的事。我們在其他做性別議題討論的新聞節目
裡面，當然有去做平衡，會找各方專家學者。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經理）：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可能在這則新聞最後 20秒問 2個

相關的政府部會他們的看法是什麼，例如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務，或者是行政院，有沒有可
能？或許這是一種方式。 

曾昭媛（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公投主文跟他們打的訴求、做的文宣廣告內容並不
相干，內容其實是反性教育。可以報導他們有訴求，但所謂的事實查證，應包含他們拿出來
說的東西是否正確，例如報導包含他們說教育部說謊，但事實查證也應提供教育部的回應，
我們的意思是這樣，應該進行平衡報導。不一定要找站在對立面的另一方，除了教育部外，
也可以找教學現場的教授、學校的老師。 

王麗玲（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解釋家長組織，因為有參與。那個組織叫做全國家長會
長聯盟，在國中國小高中高職曾經當過家長會的會長的人，可以參與這個團體。有可能在這
幾年的翻轉之後，可能監事傾向反同立場，以反同作為訴求。但是他們並不代表現在的家長
會長。全國還有一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這個才是現任家長會長的主要成員。全國家長團體

聯盟非常支持性別平等，自己也在推行。所以詢問家長的意見，應該還要再去訪問現任家長
團體，才會有不同的意見。 

紀惠容（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台灣性別教育有點倒退，而且是恐懼的。有許多不實資
訊，不平衡、沒有求真的報導一直傳播，就會造成恐懼。我很體諒這些家長，因為家長真的
很擔心，也比較保守。但是現狀是，沒有多元性別概念的話，LGBTQ孩子在校園會被霸凌，
勵馨研究 LGBTQ孩子被霸凌的機會遠高於異性戀。我很期待台灣社會往前走，拜託媒體朋
友多了解多元性別、性別平等教育的精神，才能讓台灣社會往前走。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以醫藥新聞的澄清為例，衛福部食藥署有闢謠專區，有即
時揭露，美國國務院也有專區告訴你各種議題的證據。媒體記者不需要自己找到專家，媒體
找到的可能會有假專家。所以可以要求教育部比照這麼做，性平這件事謠言滿天飛，又跟國

家課綱、性平有關，應該要要求教育部有闢謠專區即時揭露。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有，教育部有，問題是澄清也沒有用。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不是澄清沒有用，問題是媒體要知道這個訊息。去教育部
擷取資訊是可靠的。科學證據擺在那邊，至少在找不到專家，有一個地方可以獲取一部分的
資訊，不一定要訪到專家，都可以帶到教育部網站有這個訊息的相關資訊。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謝謝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來分享，這個議題溝通很久，自
律也都有，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性別平權概念都有。講到底應該
是，如何協助第一線新聞產製人員有性別平等的敏感度。性別教育在實務現場遇到的困境，
其實常常需要檢討，我覺得是價值選擇的問題。當媒體是因為今天有記者會而去報導，對閱



聽人來說，接收到的就是主流新聞給出的資訊，媒體播了什麼就吸收那樣的知識，他無從去

做辨別。很容易有一些以訛傳訛的資訊繼續傳播，所以媒體角度很重要。拜託各台回去跟自
律機制委員會多一些討論，如果遇到這種涉及到性別、情感教育議題時，多多找不同觀點的
團體對話，幫助第一線記者在做這樣的新聞上，多一些不同的平衡角度。 

參、討論議題 

 案由一、相關新聞案例。（參閱附件九，P.96~107） 

案例一、轉達民眾申訴：【韓國瑜直播在家洗衣服】與公共事務無關。既然與公共事務
無關，不知道新聞台為何需要報導這種事情？請有做這則新聞的新聞台說明方針。  

羅世宏（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這個案子來源是轉達民眾申訴，這一則讓大家討論，並不
是說有很清楚的對錯，大多數的台都有處理這則新聞，主要是說有的是比較傾向正面的報

導，有的傾向比較負面，應該是說取材的問題，民眾的反應是說跟公共利益沒有關係。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民眾應該是質疑為什麼有這樣的新聞報導，他有什麼公共
性，為什麼要佔版面，各台是否可以簡單說明？ 

黃友錡（東森主任）：總統候選人的一舉一動本來就很受關注，有人覺得沒有公共性，有人
覺得有娛樂性跟看到他平民的一面。蔡英文出來抱貓晃兩下也是報導。平常非選舉期間，我
們可能不會選擇此新聞題材，但選舉期間無可避免。 

楊益風（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真的沒概念，這種新聞就你們閱聽眾來看，真的有人會
買單？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尊重民眾反應意見，我們會注意未來題目選擇。回應楊委員，喜

歡的會看，不喜歡的邊看邊罵，也是有看。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這是他主動公布，在總統大選期間，不是記者去挖他私生
活，所以算跟選舉有關。總統候選人的公私領域都會被檢視。 

羅世宏（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但是他是主動放的話，也有討論的空間在於，他自己篩
選、選擇性地想要媒體報什麼新聞，他主動放的你們都買單，媒體也是要守門。其實也是有
些電視台放棄這個新聞，這個帶子大家都有。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目前沒有人放棄。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不過羅老師，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是說，如果當天
蔡英文有行程的話，要平衡。 

羅世宏（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要平衡這樣，一邊有行程，另一邊沒有行程，但是他有放
片子的時候。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他沒有行程，但是他明明有個材料出來，那你卻選
擇不報，這也挺奇怪。 

吳雨珊（民視法務）：當下的氣氛就是他請了假以後每天都在跑行程，那天他都沒有行程，
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他沒有行程，才去報了這則。對我們媒體來講，不管有沒有在洗衣服、
他那天在幹嘛，可是他已經引起了大家的關注說他到底那天在幹嘛。所以他後來晚上自己放
上來他在洗衣服，那我們就報。我們民視的報導後來有訪問藍營跟綠營，甚至有訪問韓國瑜



發言人葉元之，他雖然說他那天在洗衣服，但其實幕僚解釋他週日拜會很多，影片是提早預

錄。我們其實是有解釋，有給中肯的說法，他其實當天有不公開的行程，是搏一個聲量。 

王麗玲（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應該要真實報導他是預錄的。 

吳雨珊（民視法務）：我們的報導裡面有這樣子寫，還有藍綠營對他洗衣服的看法，跟他當
天真實是有不公開的行程，影片是預錄的。 

羅世宏（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民視我覺得做得不錯。如果每一個候選人都有宣傳片，如
果電視台都沒有任何過濾跟 fact check，會變成說他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楊益風（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你先 promote yourself，我們要來檢視你。 

沈文慈（TVBS總編審）：我覺得這個民眾管太多了。我剛開始收到要我們回應的時候，我

覺得很意外。我不曉得當媒觀接收到很多申訴的時候，你覺得哪樣子的申訴內容要轉給業
者？ 

羅世宏（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們其實也沒有絕對的預設標準，其實我們已經過濾掉很
多新聞，其實本來是有五條，我要求過濾再過濾，最多一兩條。 

沈文慈（TVBS總編審）：因為這對媒體來講，就是新聞自由，基本上其實很多新聞不見得
要跟公共利益有關，這就是花絮新聞。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好，就給各台參考。 

案例二、東森新聞，新聞標題：【假按摩店長面試 騙少女脫光光：把水按出來】此篇新
聞的標題及內容相當聳動，過度露骨，並不適合兒少閱讀……。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第二個怎麼沒有了？ 

黃友錡（東森主任）：下架了。這個就是網路部的小編去抄、改寫的，可能小編沒有經驗，
已經轉達給網路部，承諾會加強教育訓練。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小編知道問題在哪嗎？ 

黃友錡（東森主任）：有，收到立刻轉給他們主管，主管馬上罵人。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重點在於第二個部分，刑法中第 224 條第 1 項規定「強
制猥褻罪」。法律上都有規定，在標題要特別注意，判決書沒有寫的不要穿鑿附會，反而帶
風向去責怪當事人。以法律上中性名詞為準，不要自己創名詞。請小編注意刑法上定義、刑
責是什麼，要多注意。 

案例三、三立新聞，新聞標題：【5國中生慘遭「握桿」猥褻！男狼師竟辯：習慣就好  

】此篇新聞報導擷取判別書涉及男師猥褻國中學生之內容，標題及內文有些部分描述過
度露骨或鉅細靡遺。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第三則三立新聞，看一下報導。特別注意是未成年兒少，
涉及到性侵性騷擾，不管男生女生，都應該要謹慎報導。特別是標題的問題，本來是性侵的
議題，結果變成性醜聞，風向帶得有點誇張。這個標題過於鉅細靡遺，內文還詳述細節，違
反犯罪事件處理跟性與裸露事件處理的問題。跟前面的報導問題一樣，判決書內容寫行為屬
於刑法第 224條第 1項規定「強制猥褻罪」，法令上都有明確的對強制猥褻的定義。涉及未
成年兒童少年的行為，不應該大肆把侵害細節詳述，用這種標題消費受害行為。建議法律名



詞要改為強制猥褻，強調握桿沒有意義，只是在刺激閱聽人的感官。不知道三立有怎麼樣的

回應。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收到三立新聞網的四則案例，收到我就火速轉給他們的主
管。他們的回應是說有避掉可以辨識的部分，但當然細節過度描述，標題太過聳動化。他們
最後都有說標題會更加注意，作為同仁教育訓練的案例，但是剛剛看起來連結都還在沒有
改，回去會繼續轉達，這四則都請他們處理。我們副總也找了他們副總溝通，還是說下次他
們（三立新聞網）就自己來開會，因為他們的案例已經多過我們的案例了。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剛剛案例都是網路新聞，站在記協立場會在意新聞
產製的流程，這新聞是抄出來的還是怎麼來的？後端有沒有人審稿？會不會為了搶快，而省
略審稿的流程，造成同樣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覺得與其去看個別的議題是不是描述過度，
想請大家回去檢討一下審稿的流程。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這當然有人審稿，但是新聞網的標準跟電視台的標準不太一
樣，很多法令就是管不到網路。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接下來可能是讓審稿的人自己來好了。 

紀惠容（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在看這則新聞，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在於法官的判
決，竟然判他去公益團體，我們公益團體很怕這種人。這種人不應該在兒少機構去做。我在
想這則新聞如果可以的話應該是往這個方向去做，我比較期待的是這樣子。    

楊益風（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贊成紀惠容委員的講法，這個新聞描述成這樣吸引閱聽
率，我都算了，但是後面沒有導正，是比較麻煩的。其實就算他是兼職教師，教育部是有法
令明定，所有性平事件是不能和解，報導這樣寫會誤導說其實只要合意就行、和解就行，這

是錯誤的報導，要回去修正一下。這裡講的和解應該是民事上，但實際上在行政法上，所有
的性平事件，含性騷擾，不要說性侵害，都是不能和解的，這個要特別提醒。校園任何職工
師都一樣。 

案例四、中天快點 TV，新聞標題：【保險套冰柱搗穴 綑綁塗蜜引蟲咬】此篇新聞標
題、內文及照片皆相當聳動且露骨的描述酷刑內容，並不適合兒少閱讀，卻未設置預防 
未成年兒少閱覽的過橋頁面。 

案例五、中天快點 TV，新聞標題：【OL 按摩沉睡太撩人 師傅加碼送舌尖】有將性侵的
責任推給受害者之虞，標題處理 應當更加謹慎。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案例四、五合併作說明。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這個是你們新媒體部門？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應該不是這樣講，這個叫做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他跟中天新
聞、中天電視公司沒有互相隸屬，但是我們把這兩個案例都轉給他（時報資訊（股）公
司），跟他講這會有刑責問題。上一次有過一個違反兒少案例，小編當天辭職，編審一個月
後離職。各自負責。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 這樣中天應該要對他們抗議，這樣影響的是你們的名譽，
閱聽眾不會知道他跟中天沒關係。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那我現在跟各位報告，從一年多前就切割了。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是不是他們的 KPI導致他必須這樣做？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這不了解。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他是時報系統？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時報資訊公司，在集團內，但是不同公司。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下面那則（案例五）也是這個問題，都已經轉知他們。那
麻煩就是請他們能夠回復讓我們知道。 

案例六、三立新聞，新聞標題：【影/驚悚畫面曝光！女騎士遭老翁撞噴 慘成「肉墊」一
路輾 】有此篇新聞標題、內文皆以「肉墊」描繪受害人遭輾的情況，缺乏同理心，且也
未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來看影片，不只標題，畫面問題比較大。很清楚，還重複

了幾次，還詳述這個狀況。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這個是他直接拿網路影片，直接放在（我們的）網路上，我
們也沒有做這則新聞，我們做新聞也不會這樣做，所以你看他不是三立新聞，他就是只是一
個網路 po的影片。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現在都這樣，就是在一些爆料平台上去撈這些原始素材。
各位委員有什麼建議？ 

林月琴（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影片還特別去圈起來。我們基金會做得比較多的是罹難者
家屬的心理諮商，這些東西留存是對家庭是二度傷害，有時候考慮一下，這樣的東西讓家人
或當事人看到，如果是死亡的話，畫面讓家人看到都會造成傷痛。在媒體上都不要重複，媒
體的話會是大量散發出去，網路上有，但是比較期待是不要在媒體再度播放。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我們沒有做這個新聞，那是新聞網上的。我會回去說，看他
們是要做定格處理還是把他做單張照片呈現。 

案例七、三立新聞，新聞標題：【黑道教練摸上床！少女被狂頂驚醒...她睜眼神回保住
貞操】此篇新聞標題以「保住貞操」敘述受害人倖免於遭受性侵的情節，恐有物化女性
之疑慮。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標題的問題。標題都不知道在講什麼，內容根本沒有這
樣，跟事實不符。不知道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是判決書有寫到這個嗎？為什麼要特別寫說
「保住貞操」。講貞操這兩個字，這個事件的脈絡是被性侵或是性騷擾，而且又是未成年的
女孩，用這種「保住貞操」很容易會造成責備當事人。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要請他（三立新聞網）回去修。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連基本寫作都有問題，要再三提醒，不希望把性侵害的議
題搞成性醜聞的報導模式，甚至變成 A書性小說，這對當事人情何以堪？如果今天是你認識
的人被這樣報導，還錯字連篇，大家討論還被訕笑。三立新聞網要正視這件事，好幾則都有
問題。新聞網請他們下次要來。 

呂淑妤（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如果沒有加引號的話，是指裡面都是判決書說的嗎？裡面
有很多心理假設，這是判決書寫的嗎？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判決書沒有寫的就不要寫。寫了也不一定要全部照抄，要符

合比例原則。這是未成年孩子，她很難不被肉搜，這些事情被揭露大家會去指責誰？當事人
情何以堪。 

呂淑妤（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醫院驗傷的部分也不能理解。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為什麼寫尊重身體自主權要打 113、110，113、110不是在
做這個。貴台新媒體部門要做功課。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小編沒有媒體新聞的概念是很常見的，但小編後面的主
管，審稿的人可能需要換人。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小編每天都在衝業績，錯了再下架、再處理再道歉，都是
這個模式，這個已經講很多次。 

李志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是不是三立新聞網的 KPI要求很高？需要檢討
KPI？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他們點閱率非常非常地高。 

王麗玲（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像這樣的標題，青少年去看得最多。會在哪裡發酵呢？像
剛剛主委講的，在我們少觀所，他們上課就會說老師你看這個新聞怎樣。特別要注意，小編
不要把新聞寫成色情小說用語。還有寫報導要寫清楚刑責跟民事責任，這兩件事不能混為一
談。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尤其使用「貞操」來形容是非常不妥，我們已經 21世紀，
都簽了 CEDAW，都講了這麼久，還在用貞操形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拜託轉達一下我們嚴

正的憤怒。 

案例八、三立、東森、TVBS新聞，新聞標題：【可憐「國慶寶寶」！女嬰遭棄荔枝園 
「臍帶被撕裂」藏玄機】在新聞的標題及鏡面內容上，多半只呈現女嬰被遺棄現場之特
徵，及採取譴責遺棄女嬰之立場角度。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這個案件要溝通幾個面向，一個是說有媒體問說這個是不
是兒少權法第 69條已知的個資，因為有的台有打馬賽克、有的台沒打馬賽克。我跟各位解
釋，因為他正要去找他的生母，呼喚生母、也要呼喚生父，因為要找生父生母，揭露沒有問
題，要辨識孩子。要提醒是報導內容角度，都是描述遺棄現場，這個角度就變成有點譴責。
有些台是有去帶到社會局出面呼籲，家人要盡快出面、有困難可以協助。 

但是沒有任何一台給出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衛福部早就有這個專線就能夠要提供。報導角

度都是女嬰被棄養很可憐，比例上可能會帶風向去引導閱聽人譴責生母，生母更不會出面，
更不容易預防棄嬰事件發生。這個時候應該要呼籲有困難可以求助，勸導第一時間可以找哪
些管道協助以及社會安全網的資源，而不是一直譴責生母。平衡資訊很重要。 

三立部分我覺得是比較誇張，出生兩天後喚爹娘，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呈現這個事情。也建議
各台如果你們有這個新聞報導，如果在網路上，也可以把社會局的資源打上去，最好是寫
1999，或者是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王麗玲（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三立可以做關於協助未婚懷孕、生下小孩有困難的專
題報導。這些不知道管道的女性很無助，各台也可以延伸做專題報導。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為什麼嬰兒不用模糊處理？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因為要協助尋找生母。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不是，我遺棄的我就知道我遺棄的，我有沒有在那邊，只
要地點一出來就知道。這沒有說需要保護嬰兒的臉的問題嗎？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這是可以討論的。 

楊益風（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其實嬰兒真的沒有，因為臉部會變化很大。你講的對，但
是第二件事就是你露不露臉，對搜尋嬰兒沒差，因為自己遺棄自己會注意。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所以滕委員的意思是建議要打馬賽克嗎？就是他沒有違法
的問題，情境是要找家人出面，協尋可以露臉。大家可以討論。 

林月琴（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認為他本來就是棄嬰，會丟他的人要找他出面，他大概

就知道那個孩子長相。我覺得是對這個孩子的影響，畢竟是報導這個孩子。是很小沒有錯，
但還是會有留存的問題，我覺得還是要馬賽克。 

黃友錡（東森主任）：東森有馬賽克，這次是社會局希望主動報導。 

薄征宇（中天資深編審）：中天有馬賽克，是看在他是棄嬰，在兒少最佳利益下做馬賽克，
相關資訊也保護。但我是覺得在兒少法 49、56、69條都規範了遺棄的小孩，就應該做適當的
保護。 

楊益風（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事實上，辨識度也不夠，露臉不露臉在這些事件沒有差。 

滕西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沒有打馬賽克會被抗議，打馬賽克比較安全。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像失蹤兒、逃家的孩子，大家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之前我

們是有討論過這個狀況，當你緊急要找人可以揭露，找到就要趕快處理他的隱私個資。 

林月琴（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覺得不太一樣，失蹤跟棄嬰不一樣，失蹤兒童是孩子不
見，媽媽要去找。棄嬰不太一樣，建議棄嬰還是要打馬賽克。棄嬰本身被遺棄在這邊，父母
都知道，可以不用揭露長相。對孩子來講，未來他成長，他知道這則新聞在報導他，我覺得
對他影響比較大。 

那莫諾虎（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覺得問題的揭露不一定是當下，也可能是未來的狀
況。我在當下揭露的資訊，我未來知道出生時間、遺棄時間，我知道那個是我，我的親子之
間的聯繫其實是一個權利，我覺得對未來是有幫助，我覺得要揭露。 

王麗玲（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贊成不要打馬賽克，另外一個當事人可能不知道。通過影
像可能第三者會打電話。另外，報導不要讓無助的媽媽恐懼、逃避承認。報導應該要有能力

提供無助的媽媽可以尋求的協助。 

葉大華（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請各台呼籲家人出面，可以多講一點、平衡一點，不要是
讓大家覺得生母很可惡，重點是希望社政資源都能夠來協助，有困難都可以找各單位幫忙。 

案例九、防暴聯盟提案：【女友「照例」喊不要 男「照上」判賠 400 萬】因第一家報
導錯誤，後續其他媒體直接援引歪曲事實之報導，造成錯誤訊息更廣闊被傳播。 

廖書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這其實是兩年前的案子，但是仍希望可以提出。提這個案
子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的新聞會有選擇性的報導，是完全扭曲原判決的內容，這則新聞從
自由時報、壹週刊、到三立新聞台的裡面的即時新聞都有。內容寫一邊嬌喊不要，一邊錄



影。這樣的內容其實就在暗示女生說不要其實就是要。報導當中有暗示、誤會的部分，產生

刻板印象。 

其實判決寫得很清楚，判決裡面沒有報導裡面所暗示、可能有誤會的部分，都非常清楚的說
明，沒有任何疑慮。但是報導中仍然出現，似乎就是創造新聞。而且新聞還繼續存在，被害
人在很大創傷當中，有憂鬱情況，這樣寫出來會產生很多刻板印象。有看到三立新聞的回應
了，謝謝。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應該是沒有露出任何可辨識的部分。 

廖書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對，沒有露出可辨識，但這個人還是知道你是怎麼來寫我
這則新聞的。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癥結點就是說受害者是不是刻意側錄這段過程，然後去要脅

對方，但法官判決很清楚不是嘛。我不知道為什麼還這樣寫，我立刻回去請他們修改，或者
是下架。 

廖書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我們有把這些新聞全部改寫，認為該怎麼報導，我們可以
把我們改寫、覺得該怎麼報導的新聞附給你們。 

王若庭（三立編播中心經理）：好，沒問題。 

廖書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這已經不是選擇性的報導，是自己創造新聞，是活在刻板
印象中，就不是事實。 

黃友錡（東森主任）：您提供的範本，可以給公會一起傳閱給我們嗎？ 

廖書雯（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當然可以，我們現在改寫了很多範本。我們知道你們在乎

點閱率，我們知道你們有幾個字的限制，所以我們把各種範本都寫出來了。我們有試著在做
這些，非常願意提供出來。 

案由二、有關(1)衛星電視公會頻道 2020大選開票自律協議內容；(2)2020大選開票日緊急
狀況新聞頻道應變協議內容，提請討論確認。（協議內容草案參閱附件十，P.108~109） 

記錄文字如下： 

(1)2020總統立委選舉投開票 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協議： 

http://www.stba.org.tw/news.aspx?id=20191220094722&dd=20191220115608 

(2)2020大選開票日緊急狀況新聞頻道應變協議，開票過程中若發生特殊緊急狀況，基於社會

穩定與媒體責任，同意透過各台自律代表緊急協調，作必要之共同應變措施。 

另，個別頻道亦提供以下代表聯絡方式，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選舉投開票當日緊急聯
繫窗口。(備註：緊急聯絡人名單 108年 12月 20日已提供給國家通訊傳委員會)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http://www.stba.org.tw/news.aspx?id=20191220094722&dd=20191220115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