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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日    期：民國 1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11 時 00 分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51 號 10 樓 新聞部會議室 

 

會議主席：商業周刊創辦人                         金惟純 

出席委員：秋雨文化董事長                         張水江 

世新大學校長                           吳永乾 

 

列席人員：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新聞部執行副總監                       王結玲 

新聞部總編審                           沈文慈  

新聞部副總監                           林瑋鈞  

法律事務部總監                         王吟文 

新聞部行政組 (會議紀錄)                 林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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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根據會議議程分為以下三個部份： (1). 報告事項：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詳如附件一) (2). 討論事項：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詳如附件二～

六)及觀眾申訴處理報告(詳如附件七)、(3).委員建議與臨時動議。 

一、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二、 討論事項： 

(1). 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一 

 報告人：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事件說明：109年 2月 13日新聞台誤播出「教育局宣布 中小學

開學日延至 3/1」跑馬，NCC來函指民眾反映與事實不符，涉嫌違反

事實查證原則。此錯誤跑馬應為「港教育局宣布 中小學開學日延至

3/16」之漏誤，因承辦人員漏貼原訊息前後二字，造成嚴重誤會，致

錯誤訊息訊息在網路上流傳。我們發現錯誤後已立即停止錯誤跑馬，

並在三十分鐘內以跑馬更正訊息。當天下午因教育部發出澄清資訊，

TVBS也在晚間每小時一次播出澄清致歉資訊，並於官網刊登澄清聲

明，也對失誤同仁做出公開懲處，提醒每個環節須更謹慎避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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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委員們說明，這是無心失誤，並非我們報導了錯誤網路資訊

違反事實查核，而是網路因誤會而流傳我們的跑馬錯誤資訊。 

也要向委員們請教， 

一、我們承認錯誤，也很有誠意地想讓觀眾知道我們的錯誤，以上的

更正流程是否足夠？ 

二、這種人為疏失，應如何檢討內部作業流程如避免再發生？ 

 

委員意見整理： 

１. 這確實是一個錯誤，但應不涉及事實查證的問題，亦無直接損害公共

利益，屬員工操作上的無心失誤，TVBS也即時做出更正致歉與懲罰，

事後在電視播報與網路的都更正澄清，態度與時效都值得肯定。但對

這項過失應記取教訓，避免再發生。 

２. 此事件屬技術失誤，雖非新聞報導錯誤，但仍需內部檢討系統流程。

如何使技術失誤能在最短時間內更正?是否須修正流程? 或賦予某些人

責任? 就像報紙的審查機制，唯有透過經層層審稿及校對減少失誤。

建議建立機制鼓勵全體員工主動通報錯誤，經查核更正後給予獎勵或

公開表揚，這是簡單的解決辦法，又能鼓勵大家參與和關心我們所共

同製作的新聞有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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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應向 NCC說明，第一次鏡面出現此訊息時內容並無錯誤，而是轉檔時

漏貼前後兩個字的操作錯誤導致，證明非事實查核，而是編輯人員操

作上的失誤且已經更正，並未違反事實查證原則，亦無損害公共利

益，並已處份失誤同仁也提醒編輯同仁日後更加謹慎。 

４. NCC來函公文引用衛廣法第 27條第 3項第 4款，「違反事實查證原

則，致損害公共利益」，但這並不是查證問題，屬內部作業無心疏失，

故構成要件不符合。 

 

(2). 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二 

 報告人：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事件說明：NCC針對 108年 12月 6日新聞台播出 「網軍案逮”

卡神”蘇啟誠 9旬母哽咽：人都沒了」之新聞報導，來函提出報導內

容經民眾申訴認為「TVBS不顧新聞倫理，硬電訪蘇處長家屬，有造成

二度傷害之嫌」。這則報導時間點在楊蕙如因網軍案遭起訴，因與當初

蘇啟程輕生事件有關，我們電訪蘇啟程的哥哥，以及在蘇啟程先生堂

哥帶記者到門口隔著門問了蘇啟程母親，她未露面表達不願多談。請

委員檢視此報導影片並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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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新聞影片後委員意見整理： 

１. 不論楊蕙如操作網軍案獲蘇啟誠自殺事件，都屬公眾高度關切的消

息，具有新聞價值，製作該則報導無可厚非。為增加報導完整性，採

訪利害關係人家屬，在新聞採訪上，亦屬正常的作業程序。 

２. 從蘇啟誠母親受訪內容看來，她已不願意多談此事，但此為事後判

斷。這則報導也在她講完後就結束訪問。原音重現的理由就是事實查

核，用來佐證報導內容的正確性，作法上應無疑義。對申訴人個人主

觀感受應予以尊重，至於新聞製播與報導流程上，並無扭曲誇大而為

真實呈現，當事人也未要求停止播出，新聞倫理的角度應無問題，尊

重申訴者個人感受。 

３. 就申訴內容來看有兩個重點，第一，是否「硬要」採訪? 檢討採訪過

程中並非「硬要」做採訪；第二，是否造成有二度傷害之嫌? 所謂

「二度傷害」是因果判斷，除非來自司法機關的認定，否則個人對因

果推斷有各自解讀，無需辯論。 

 

(3). 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三 

 報告人：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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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說明：NCC針對 109年 2月 18日新聞台播出 「總統視察口

罩原料 手摸機器上不織布」 之新聞報導，來函提出報導內容經民眾

陳情，認為該報導內容涉及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新聞畫面中總統手摸不織布，引起是否碰觸到口罩製造原料的話

題，新聞提出此疑問，並呈現總統府回應：｢總統摸的是展示用成品，

並非生產中的原物料，且總統當天是依廠方規範，經董事長的指引了

解品質。｣ 

但報導之後總統府發言人臉書粉絲頁發文指 TVBS做不正確報導，

針對「總統視察口罩原料 手摸機器上不織布」再做一次澄清並要求

TVBS更正，使得部分網友在未詳閱此則報導內容的情況下，開始流傳

批評 TVBS報導錯誤資訊。 

以下請委員們檢視報導影片。 

    並補充說明: 1. 這段總統視察不織布工廠畫面是由總統府供帶，

非開放媒體採訪行程，從總統府供帶畫面中見總統有此動作，記者提

出疑問並且採訪求證，並完整呈現總統府回應內容。 2. 經網友批評

後，我們檢視內容認為電視呈現清楚，但內容轉為網路新聞時，單一

標題「總統視察口罩原料 手摸機器上不織布」可能引發誤會，因此主

動修改用電視呈現另一標題｢總統主動伸手摸不織布？ 府：董事長指

引｣。 3. 新聞部致電總統府發言人室表達抗議，總統府已修改發文內

容，刪除「錯誤新聞」與「要求 TVBS更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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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整理： 

１. 這則報導相當完整，事件本身、報導角度、主題提醒都清楚，是告訴

大家政府官員也不要錯誤示範，是個好議題，並完全據實報導。這種

新聞若不能存在，就沒有新聞了！報導沒錯也沒有更正問題，亦未違

反事實查核原則，至於部分人士對標題有不同看法，則予以尊重，加

上新聞部已調整網路新聞標題，這則報導沒有問題。 

２. 政治人物的言行動見觀瞻本就可受公評，何況防疫是公眾關切議題，

報導均依事實陳述，以此角度報導沒有問題。媒體基於守門人之角

色，監督公眾事務和公眾人物，屬憲法第 11條明文保障之言論自

由。這則新聞報導跟損害公共利益無關，亦無違反事實查證問題。 

NCC來函引用兩個條文，一是要求更正，另一要追究有無事實查核，

我認為從法律角度來看不能更正，因為更正表示有錯誤，事實上也的

確沒錯。 

３. 建議 TVBS要向 NCC特別說明這則新聞是引用總統府提供的畫面做報

導，畫面中總統手摸不織布的畫面很清楚，新聞沒有造假，且進一步

提供採訪查証總統府發言人的說法，這是一則真實平衡的報導，並無

違反事實查核原則，也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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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四 

 報告人：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事件說明：NCC針對 108年 12月 6日新聞台播出 「柯粉拋廢票

運動 蔡壁如：也想知道多少票投柯」 之新聞報導，來函提出指民眾

申訴認為受訪內容被剪輯後與事實不符，意圖塑造年輕群眾不關心政

治、政治冷漠之形象，恐誤導視聽大眾。 

    申訴者主要是根據一位受訪年輕人在臉書中表達日前接受 TVBS隨

機街訪，問到是否認識幾位政黨不分區候選人時，他答對了大部分題

目，但抱怨後來播出的新聞只剪接出他唯一答錯那題，用來呈現街訪

民眾多不識不分區候選人主題，有斷章取義之嫌。由於此臉書訊息廣

傳，申訴人據此向 NCC申訴。 

在 NCC來函之前，新聞部已得知當事人臉書資訊，並採取以下做

法:1.主動與當事人溝通表達歉意。2.要求採訪記者調整該則新聞內容

重新上網，讓當事人的說法儘量完整。3.以此案例提醒新聞部自律，

隨機街訪時應更尊重受訪民眾感受。請委員檢視影片並給予意見。 

 

委員意見整理： 

１. 這則報導的狀況新聞部已經進行處理，確實應注意隨機受訪路人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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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電視新聞慣用街訪模式，但隨機街訪其實並無統計學上的意義，且常

是先設定議題導向。請再提醒記者，訪問路人時，受訪者呈現內容若

與議題導向不一致，不該將受訪內容節錄播出，那不代表完整的狀

態。 

３. 另，新聞第一個標題下得不好，「柯粉拋廢票運動」，「拋」是拋出還是

拋棄？意思不一樣，並非好標題。 

 

(5). NCC來函要求自律事項五 

 報告人：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事件說明：NCC要求倫理委員會討論總統大選的開票數字。以台

灣事實查核中心報票監看工作小組提出的「2020大選事實查核報告」

要求針對 109年 1月 11日開票節目中總統候選人票數在 16時 10分超

過 4萬 7千票的可能性進行討論。 

首先，TVBS新聞部對於這份報告結論中提及「華視與公視是最可

靠、最有所本的電視台」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只呈現中選會票數，與

一般商業電視新聞台相比，是不費力且無競爭力的作法。 

以下說明 TVBS計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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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選前 TVBS公開招募 2,000名時薪工讀生負責至各投開票所回報票數。每

個人負責相鄰近 2-3間開票所，從投票作業結束開始，第一張開始唱票即

以手機輸入至 TVBS開發的計票作業系統，也就是說全台灣 17,000多個開

票所中，我們在各縣市平均抽樣出的近 5000個開票所部署同步回報人

力。 

２. 相較中選會在各開票所結束唱票封匭後才統計回報票數，TVBS投注大量

人力與技術成本在四點開始的各地同步計票回報上，以確保我們在中選會

完成統計前，能掌握最多開票所已公開唱票的票數。既然全國有一萬七千

多處正同時公開唱票，我們就設法將這些數據儘量呈現出來，這是科技時

代媒體負責任的表現。 

３. 雖然基於成本考量，計票作業並未涵蓋全部開票所，因此規劃第一階段

票數來源是自行報票、第二階段用國民黨計票數字、第三階段才以中選會

票數為呈現數據，並於電視鏡面上清楚標示數據來源。 

４. 為了開票第一階段的 16:00到 17:00，TVBS新聞台投注上百萬元成本，

並未像公視、華視票數先掛零等待中選會結果，所有回報票數都有電腦數

據存檔可供檢視。因此在 16:10我們來自已陸續開票的各開票所數據顯

示:1號 2,831票(6%)，2號 16,687(37%)，3號 25,973票(57%)。(如下

圖)。我們甚至因此發現，16:10的數字比例與最後開票結果竟如此吻

合，3號蔡英文 8,170,231(57%)、2號韓國瑜 5,522,119(38%)，證明我們

不僅據實呈現，挑選開票所的抽樣技術還相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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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TVBS新聞部對開票計票技術有自信，但重點在公司願意投注這項高額人

力成本，在這僅為時約一小時的票數領先(之後中選會數字就跟上)，看似

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但我們是要證明 TVBS報票有所本絕不灌票，是最

值得信賴的新聞頻道。因此當這份查核中心的監看報告說公視與華視最可

靠時，頗令認真規劃的 TVBS新聞部感到失望。至於其他電視台用甚麼方

法計票，為什麼也會接近 TVBS票數？是否也投注如此高成本？部署多少

人？是否也開發手機計票系統或仍以傳統電話回報？此屬各台內部作業機

密，TVBS有疑問，但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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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１. 請以詹副總經理說明，直接答覆 NCC。 

２. 與公視、華視比較，只能說公廣集團不會倒，但商業電視台面臨市場

競爭，經營方式大不相同。 

二、觀眾申訴處理報告(此部分以書面呈現，會議中未做討論) 

 報告人：TVBS新聞部總編審 沈文慈 

１. 反映 2/9 "我家鄰居確診！ 網友發文「洩社區地址」恐觸法" 

2/10"公布新冠肺炎確診行蹤違法？ 民眾：不說才恐慌" 

內容：表示新聞中拍攝她家小朋友正面畫面，很不妥當，請立即

修正。官網的新聞甚至還 PO上照片，請與她連繫處理。 

新聞處理：已將該男童打矇處理 

２. 反映 2/10 "公布新冠肺炎確診行蹤違法？民眾：不說才恐慌" 

內容：表示為了避開社區畫面，而拍攝了住家陽台的畫面，但是

記者拍攝的不是感染住戶家的陽台，而是他家跟隔壁鄰居家，因

為是近拍陽台的畫面，覺得會被社區其他住戶誤會他家是感染

者，請將近拍陽台的畫面刪除，請與他連繫處理。 

新聞處理：生活組已與申訴人聯繫 並修改相關新聞畫面 

三、 委員建議與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