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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視媒體問題為政治問題，須透過「政治」解決。為確保資

訊的多元再現及平等流動，作者除重申國家應負起媒體「管

制」的重責大任，更關懷如何在傳媒體制中實踐民主的課題。

作者強調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參與的重要性，認為透過

公民參與的政策論辯，以及各種方案的提出、評價和思考，我

們制定出來的媒體政策和媒體體系就更能促進公共福祉…。 

 

 

媒體和政府應該保持著什麼樣的關係，不僅是新聞學理關心的課

題，同時也是近廿年來台灣從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社會未曾間斷的爭議

性話題。 

「寧要媒體，不要政府」，大概是這幾年最常被人拿來討論新聞自

由、媒體與政府關係的一段話。不論是執政者的自我宣示，或在野黨對

政府的批評，都是他們用來說嘴的重要依據。 

這句話出自於美國開國元勛傑佛遜寫給朋友卡林頓（Carrington）

的信件。不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McChesney 卻在《問題媒體》這本

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只引用了「寧要媒體，不要政府」經典名句，卻

漏掉後頭更重要的文字。其實，信件接續寫道：「但我必須說明的，我

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能讀這些報紙。」

McChesney 指出，這段話點出了消極的保護報業系統（言論自由）並不

足夠，相反的，必須積極使更多公共論述讓更多公民知道；公民有權知

道多樣的聲音，因為這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McChesney 的說法，其實拉大了政府與媒體關係的討論面向，不再

只侷限政府是否及如何打壓新聞自由的爭議，還包括媒體制度如何保障

資訊多樣且平等的流動。因此，政府、媒體、公民三者該保持什麼樣的



媒體的問題，公共解決！—讀McChesney《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 

 ‧185‧

關係，如何在傳媒體制中實踐民主，便成了《問題媒體》的重要題旨。 

為了討論此一課題，《問題媒體》在第二、三章重新檢視了新聞專

業意理，以及政治與商業力量如何在傳統新聞專業的意識型態下攻城掠

地。McChesney 指出，雖然新聞媒體被期待必須作為監督掌權者的看門

狗、在謊言充斥的資訊中挖掘真相，並成為不同意見與立場充分表達的

中介，但由於這些專業意理存在著——一、將官方消息視為正當且重要

的新聞來源；二、對於社會議題未能置於更大的意識型態脈絡討論；以

及三、傳統的新聞專業挾帶了媒體老闆及廣告主的企業目標及與價值

觀——等重大缺陷，使得專業信條的理想與現實形成重大落差，也導致

新聞媒體臣服於政商力量的控制。 

接著，McChesney 又拉高視野，透過實例對新自由主義宣稱的迷思

進行批判，在第四、五章分別討論了本地相當熟悉的廣告控制及媒體壟

斷議題，從歷史分析及產業現實清楚地指出新自由主義下政商合謀的問

題。 

新自由主義者經常強調，在追逐利潤的競爭壓力驅動下，商業媒體

能給予「人們他們所想要的」（give people what they want），人們可以

透過市場表達自我的需求與意志。不過，McChesney 批評，這只是媒體

企業包藏禍心的口號，真正的目的其實是要政府解除管制，以獲取更大

的政商利益。 

進 一 步 來 看 ，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主倡者 Friedman（1962；轉引自

McChesney, 1999: 148）強調營利是民主的本質，任何一個推行反市場

政策的政府就是反民主，因此在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

社會運作才可能最佳。這種管制原則也同樣的應用在媒體規範上

（McChensney,1999: 6），亦即，媒介自由化後，不但能因經濟效率促

成經濟之外的可欲目標——提昇多樣的意見市場、展現新聞專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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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政治力量控制——也能讓閱聽眾有多樣的選擇，為人們的政治及社

會生活帶來各種好處。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不只美國傳媒近幾年的發展不若新自由主義所聲稱的美好，從台灣

的經驗觀照，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解除戒嚴以來，新聞已不再受國家檢

查，但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量解放之後，卻反過來壓抑財力較

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離民主理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

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李金銓，2004: 36）。這種複雜且相互

滲透的情勢，除了政治與商業力量交錯外，原本新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

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理念也面臨嚴格檢驗（管中祥、張

時健，2004）。換句話說，媒介自由化後，造成了「媒體越大，民主越

少」的現象，媒體集中化所帶來的媒介內容商業化，傷害的不只是產業

與專業，更是對民主與文化的負面影響（McChesney, 1999: 22-24） 

面對這種結構與意識型態的問題，McChesney 在第六、七章提出兩

條解決路徑，重新檢視及釐清政府、媒體與公民的關係。首先，他強調

媒體管制的意涵、過程與重要性，另一則是透過更大的、集體的公民力

量進行媒體改革。 

對 McChesney 而言，媒體問題從來就是個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

就必須透過政治解決。所謂的「政治問題」具有兩個重要意涵，一是媒

體在民主政治發展中扮演了重要角色，因此，媒體問題所關乎的就不只

單純是「媒體」的問題，更是「政治」的問題。其次，媒體亂象的根本

原因並非僅是媒體本身，更涉及到人們設計用來控制、導引和規範媒體

的各種政策、結構、補助及制度。換句話說，國家的「手」從來沒有離

開過媒體，即使是解除管制政策，也必須透過政府的「手」修改法令，

才能營造一個資本家滿意的媒體環境。 

但問題是，政府是不是只能站在公民的對立面，與媒體資本家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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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我們（公民）要政府作什麼才能落實媒體的民主精神？ 

McChesney 在書中引用 Anthony Kennedy 法官對於「管制」的看

法，提出他對媒體政策的想像。Anthony Kennedy 強調，「管制的主要

目的在於確保公眾有不同的消息來源」，這樣的說法呼應了 McChesney

在本書開頭所強調的，須透過積極的作為讓公眾有權聽聞多種聲音，這

是民主的核心要求。因此，為了解決媒體商業壟斷所造成問題，同時強

化公共媒體體質，並建構一個廣大與多樣的媒體部門，McChesney 再次

重申國家不該離棄「管制」的重要責任。 

《問題媒體》除了提醒我們應該打破將媒體商業化、集中化視為是

理所當然的迷思，重新回歸媒體作為民主、多元對話的公共領域外，本

書也提供了媒體改革運動的樂觀視野與經驗（Killmeier, 2005: 372）。

事實上，McChesney 對於媒體是民主基礎的主張，並不僅止於建造一個

多元再現的媒體政策，還包括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參與的重要

性。他強調，透過公民參與的政策論辯，以及各種方案的提出、評價和

思考，我們制定出來的媒體政策和媒體體系就更能促進公共福祉。 

但問題是，公民真能參與傳播政策的制定過程嗎？既有的政商聯合

體真願意主動釋放政治權力，讓公民共同參與嗎？McChesney 在書中藉

由他於 2003 年親身參與媒體改革的經驗，告訴我們問題的答案。 

2003 年 ， FCC 打 算 修 法 放 寬 全 國 性 媒 介 所 有 權 的 限 制 ，

McChesney 用「高牆」來形容這次修法的「密室」特色。「高牆」內，

財 大 勢 大的媒體業者長久以來便已透過金權影響 FCC 的運作。

McChesney 引用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的調查指出，FCC 受財團

箝制日益嚴重，從 1995 至 2000 年期間，Fox、NBC 與 Viacom 等大型

媒體集團總共提供 FCC 員工 1,460 人次全額免費的旅遊招待，而 FCC

共和黨籍主席 Michael Powell，更接受了美金 84,921 元，44 次的旅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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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FCC 官員與業者之間為所有權解禁的「密商」超過 70 次。 

眼看著 FCC 就要成為媒體資本家的禁臠，「高牆」外的公民卻意

圖推倒「高牆」，阻止這次政府與資本家的共謀行動，不僅透過各種媒

體運動組織、媒體工會、消費者團體、及宗教團體發聲抗議，資深媒體

人也透過遊說、抗議、及訴訟等方式反對這項解禁政策。這段期間，

FCC 也收到了數千封抗議信，這些反對聲浪終於阻擋了再度放寬媒體

所有權管制的政策。不過，美國的媒改團體並沒有因此而志得意滿。

2003 年 11 月，媒改團體乘勝追擊，召開第一屆「全國媒體改造會

議」，共有兩千多人參加，讓公民參與、媒體改造有了進一步落實的可

能。 

媒體與民主是 McChesney 關心的重要議題。他強調，一旦媒介系

統遭到壟斷而無法使各類資訊平等再現，將對民主政治形成極大的影

響，特別是高度商業化的媒體環境更會造成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疏離。其

後果將就如同 McChesney 在《問題媒體》中引用傑佛遜寫給卡琳頓的

信所指出的：「如果有朝一日，他們（人民）不再注意公共事務，你、

我、國會、州議會、所有法官及州長，都可能變成野狼。」而這正是另

一個極權主義的開始，也是對本地關心媒體與民主人士的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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