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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撐。然而，當今的商業媒介制度

卻成了民主的一個危險的脆弱環節，媒介的民主允諾變成了

「媒介的民主赤字」。隨著市民社會自身的成長壯大，市民社

會試圖改革媒介來挽救這種媒介危機和民主危機。美國一直是

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強調市場自由的國家，其媒介所受的市場擠

壓也更為強烈。因此，在美國興起了歷史淵源最長、影響面最

大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前期，一些教

育組織作為市民社會的代表，積極參與廣播制度的立法過程，

試圖建立非商業的廣播系統。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上半期，

在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等社運背景下，市民社會對電視的不滿

激起了更加廣泛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除了教育組織之外，更

多的社會團體、公民組織參與到電視改革的運動中來。進入二

十一世紀，媒介集中壟斷的現實壓力日益加劇，這激起了公眾

參與度更加廣泛、社會影響更大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新的改

革運動不再局限於媒介監督和參與廣播行政管理，更包含大量

媒介制度立法等結構性議題。美國公民媒介改革經歷了近百年

的延續與積累，其公眾參與的程度日益提高，社會效果越來越

顯著。但是，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受到自由主義的社會制度

和觀念的制約，其發展面臨著一些現實困難。 

 

關鍵詞： 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廣播、電視、媒介立法、市民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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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無論是在自由主義的代議民主現實中，還是在共和主義的協商民

主、參與式民主的理想中，媒介都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撐。然而，

當今的商業媒介制度卻成了民主的一個危險的脆弱環節。不僅左派長期

以來批評媒介是一個被「無恥收買」的行業（Sinclair, 2003），批評媒

介領域的「再封建化」（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1999），批評

媒介「取消公共辯論」，「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力量」

（McChesney, 1999∕謝嶽譯，2004: 8, 72），而且自由主義者也長期批

評媒介過度商業化，媒介的集中壟斷危害民主（比如：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1947 ∕ 展 江 、 王 征 、 王 濤 等 譯 ， 2004; 

McMannus, 1994∕張磊譯，2004; Bagdikian, 2004; Baker, 2007）。媒介

的民主允諾變成了「媒介的民主赤字」（Hackett & Carroll, 2006, Chap. 

1）。 

隨著以普通公眾為主體、以公民組織為骨幹的市民社會自身的成長

壯大，市民社會試圖改革媒介來挽救這種媒介危機和民主危機，哈吉特

和卡洛爾（Hackett & Carroll, 2006）稱其為「民主媒介活動」。參照哈

吉特和卡洛爾（Hackett & Carroll, 2006, Chap. 3）的歸納，並根據市民

社會與媒介的聯繫途徑，市民社會改革媒介的方式可分為兩類，一是對

商業化大眾媒介和公共媒介的改革，二是公眾或公民群體創辦屬於自己

的市民媒介（citizen media）。對大眾媒介的改革又可分為三類：1. 通

過市場的購買行為、收視選擇影響大眾媒介；2. 通過參與媒介行政管

理、媒介立法更加直接地改革大眾媒介；3. 通過媒介批評、媒介監督

等話語形式影響大眾媒介。在這些可能的改革途徑中，媒介批評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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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雖然歷史悠久，但是它卻顯得柔弱乏力；通過市場的影響似乎也不

可能實現（Baker, 2002）；市民媒介在大眾媒介時代又失去了現實性

（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1947∕展江、王征、王濤等

譯，2004: 8）。唯有美國歷史上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以及 2003 年前

後再度興起並延續至今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通過行政和法律的途徑，

在批評媒介惡質的綿遠潮流中帶來了改變媒介的新希望。 

二十世紀以來美國市民社會試圖通過行政和法律途徑改革媒介的活

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20 年代到 1930 年代前期，一些教育組織

作為市民社會的代表，積極參與廣播制度的立法過程，試圖建立非商業

的廣播系統。雖然這些活動隨著 1934 年〈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的頒布而總體上失敗，但它是市民社會參與媒介制度立法的早期

實踐，因而也是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先聲。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

上半期，電視普及成重要的日用品，同時電視也演變為一個「大荒原」

（Minow, 1961）。在民權運動和女權運動等社運背景下，市民社會對

電視的不滿激起了更加廣泛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除了教育組織之外，

更多的社會團體、公民組織參與到電視改革運動中來。其中最引人矚目

的是公眾獲得了參與電視行政管理的強制性權力（power），成功地取

消了一些電視臺的執照。進入二十一世紀，媒介集中壟斷的現實壓力日

益加劇。同時，新的傳播技術帶來了新的媒介空間。因此市民社會既感

受到了媒介改革的緊迫壓力，也看到了改革媒介的希望。這造就了公眾

參與度更加廣泛、社會影響更大的媒介改革運動。新的改革運動不再局

限於媒介監督和參與廣播行政管理，更包含大量媒介制度立法等結構性

議題。這些以公民組織為代表的市民社會改革和影響媒介制度、媒介表

現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法律活動，本文稱其為「公民媒介改革運動」。 

雖然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歷史悠久，但是它卻一直是一段潛隱的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1920s-2007 

 ‧183‧ 

歷史。在新聞專業主義主導的新聞理論話語中，媒介變革呈現為媒介在

專業理念指導下的自身改進。它排斥市民社會對媒介的行政和法律干

預，並把它看作對新聞自由的傷害。直到 1990 年代，左派學者麥克切

斯尼（McChesney, 1993; McChesney, 1999∕謝嶽譯，2004: Chap. 4）才

對 1930 年前後美國的廣播改革運動進行了發掘。同時，麥克切斯尼作

為近年美國媒介改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還詳細記錄了 2003 年反對聯

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放鬆媒介所有權

管理的媒介改革運動（McChesney, 2004, Chap. 7）。哈吉特和卡洛爾

（Hackett & Carroll, 2006）在對當今世界媒介運動進行社會運動理論分

析的時候，也分析了幾個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個案。但是對美國公

民媒介改革運動的歷史過程和當前改革之方方面面，仍然缺乏整體性的

研究和更為客觀的分析。 

本文將首先簡要回顧美國歷史上兩個階段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然

後重點介紹當前的改革運動的主要內容和成果，以期給出美國公民媒介

改革運動的整體面貌。最後，本文將試圖超越左派和右派的單一視野，

以複合的民主觀，分析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價值與困頓。 

貳、美國歷史上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 

美國歷史上主要有兩個階段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即 1920 年代到

1930 年代早期的廣播運動和 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上半期的電視改革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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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前期：廣播改革運動 

十九世紀末，面對與財富增長相伴而行的巨大兩極分化，美國社會

開始對放任自流的古典自由主義進行修正，從而開始了美國的進步主義

時期。美國報業也在這一時期迅速集中壟斷，大的報團快速膨脹。市民

社會感受到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恰在此時，無線電廣播被發明並很快普

及。市民社會因此試圖建立異於報業的廣播制度——非商業的廣播制

度。雖然經歷了進步主義運動和新政，但是美國社會自由主義的精神並

沒有根本變化，這決定了廣播改革運動的命運。 

廣播因為電波信號相互干擾而不得不進行政府管理之後，政府管理

部門在頻譜資源的分配中便堅持了明確的商業化分配的原則。早在

1912 年〈無線電法〉（Radio Act）授權商務部和勞工部管理無線電之

後，無線電頻譜資源中最好的波長範圍都留給了海軍和商業廣播。1928

年，新成立的聯邦無線電委員會（Federal Radio Commission）在對廣播

頻譜資源進行重新分配的時候也完全傾向於商業廣播。 

廣播業餘愛好者和教育組織則要求建立非商業的廣播制度或者要求

保證非商業廣播的平等地位。他們為實現這個目標而採取的活動，被稱

為廣播改革運動。他們在 1914 年 5 月組織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美

國無線電轉播同盟（American Radio Relay League），反對無線電的商

業分配，要求政府控制無線電。 

1929 年到 1930 年間參議院為設立統一的傳播管理機構和法案而召

開的聽證會是各種反對商業廣播制度的力量的集合地。但是，來自市民

社會的力量在廣播立法上卻沒有統一的目標。至少有三種立場出現在廣

播改革的活動中，最激進的要求建立類似英國的「公共所有」廣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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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較溫和的立場只要求保留部分頻道給教育使用。比如由眾多院校共

同成立的全國廣播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Education by 

Radio, NCER），要求保留 15% 的廣播頻道給教育和政府機構使用。

高校廣播台協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roadcasting 

Stations, ACUBS）也要求為教育使用保留一部分清晰頻道；而對商業

廣播更加友好的組織則認為通過與商業廣播的合作或者參與聯邦無線電

委員會的管理就可以解決問題。比如全國廣播和教育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Radio and Education, NACRE）認為，教

育廣播台應該與商業廣播網合作。 

針對這些反對的力量，商業廣播台展開了強大的遊說活動以及靈活

有效的應對策略。一方面它們與一些教育工作者合作播出了一批高質量

的教育節目，同時它們許諾將會用更多的時間來播出教育節目，並稱與

教育者的合作能夠為大眾提供有意義的教育節目。同時，商業廣播還為

國會議員、政府成員提供免費自由的節目時間，從而贏得政界、報界的

支持。 

同時，在政府部門中也流行著一種有利於商業廣播的觀念。一方

面，政府部門認為商業部門有更多的資源，因而可以更好地服務於公眾

（Engelman, 1996）；另一方面，對共產主義意識形態宣傳的敵意和恐

懼也使政府部門選擇了商業化的頻譜分配。聯邦無線電委員會就認為，

非商業廣播電臺會與政黨報刊一樣進行太多的意識形態的有害宣傳；而

商業廣播電臺不受特殊利益（意識形態）的支配，在市場的驅動下更符

合 「 公 共 利 益 、 便 利 和 需 要 」 （ 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的原則。因此商業廣播的廣告是一種「必要的惡」，它可以

避開意識形態的宣傳（Federal Radio Commission, 1929: 32-6; John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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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年國會通過〈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正式確立了

延續至今的美國商業廣播系統，廣播改革者以失敗告終。不過，廣播改

革者也並非全無斬獲。聯邦通信委員會的確在調頻廣播中保留了部分頻

道給教育者。同時，廣播運動在制度上雖然失敗了，但是致力於增進非

商業廣播的努力並沒有就此銷聲匿跡。1938 年，全國教育廣播者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Broadcasters）成功勸說聯邦通信委

員會保留 5 個清晰頻道用於教育廣播，這成為了後來公共廣播系統的先

驅。 

二、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上半期：電視改革運動 

1960 年代，美國公共利益團體、公民團體發展迅速，它們廣泛參

與 、 影 響 行 政 過 程 和 立 法 （ Cupps, 1977 ） 。 查 理 斯 ‧ 漢 密 爾 頓

（Hamilton, 1974）指出，1960 年代是公眾取得全權參與政治過程的十

年。而哥倫比亞上訴法院法官維爾基（Malcolm R. Wilkey）指出，這種

公民參與行政的活動還只是個開頭（Presser, 1972）。當社會運動風起

雲湧的時候，市民社會對媒介權力的要求也演繹得有聲有色，與 1930

年前後的廣播制度建立過程中的媒介改革的失敗形成了鮮明的對照。其

中最突出的活動是，普通公眾作為利害關係人（interested parties）參與

媒介行政管理過程。這個突破，是通過聯合基督教會要求取消 WLBT

電視臺執照的法律鬥爭取得的。 

（一）劃時代的訴訟：公眾參與廣播行政管理的權力的正

式確認 

公民組織一直在試圖通過廣播執照續發的程式，迫使聯邦通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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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取消那些未能履行公共利益義務的廣播台、電視臺的執照。但是在

1966 年以前，公眾所能做的只限於就廣播台或者電視臺的表現向聯邦

通信委員提出抱怨（complaint）。聯邦通信委員會從未因公眾的抱怨而

真的停發廣播執照。因此較早關心廣播系統公共利益問題的公民組織，

比如 1949 年成立的全國更好廣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etter 

Broadcasting）、1953 年成立的美國更好廣播評議會（American Council 

for Better Broadcasts），這些組織在 1966 年以前的主要活動僅僅只是針

對廣播節目提提意見而已。 

但是聯合基督教會傳播辦公室要求聯邦通信委員會取消 WLBT 電

視臺執照的法律鬥爭，即聯合基督教會傳播辦公室訴聯邦通信委員會一

案（Offic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改變了這種狀況，「第一次使美國公

民能夠真正要求媒介公司為其所生產的新聞和資訊擔負起責任。」

（Gonzalez, 2005）該案確認了公民或者公民組織為了公共利益而就廣

播行政管理提出訴訟的資格（standing），即公民或公民組織的公益行

政訴訟資格。這次訴訟對於公民媒介改革運動來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它不僅為市民社會控制媒介打開了局面，也成為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

的 先 聲 ， 乃 至 以 後 公 民 參 與 國 家 其 他 行 政 活 動 的 先 聲 （ Horwitz, 

1997）。因此該案的判決被稱為行政訴訟法的一大改革（Stewart, 

1975）。 

由於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這一突破，大量訴求監督本地廣播台、電

視臺的公民組織相繼成立。它們在 1969 年到 1972 年間向聯邦通信委員

會提出了數百個停發廣播執照的要求，其中不乏成功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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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廣播系統的建立 

在商業化的廣播電視制度中，要求建立公共廣播的要求一直沒有停

止過。1962 年，國會通過〈教育設施法〉（Educational Television 

Facilities Act），實施一個 3,200 萬美元、5 年的計畫，為教育台的設立

提供聯邦配套資金。到 1964 年，有 124 家教育電視臺在播出。因為

1962 年〈教育設施法〉的教育廣播投資是臨時性的，因此教育廣播的

長期資金來源是一個顯著的問題。很多公民組織致力於解決這一問題，

試圖建立穩定強大的公共廣播系統。1964 年，全國教育廣播者協會

（NAEB）召開了首屆全美教育電視臺長期投資問題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ng-Range Financing of Educational Television 
Stations），成立了教育電視卡耐基委員會（Carnegie Commission on 

Educational Television），研究非商業的教育電視在社會中的地位。委

員 會 1967 年 1 月 26 日 出 版 《 公 共 電 視 ： 行動計畫》（Public 

Television: A Program for Action）。該報告認為必須建立基於稅收或者

電視機稅的資金充足的公共電視系統。1967 年 3 月 2 日，參議員馬格

勞森（Warren Magnuson）根據卡耐基委員會的建議提出了公共廣播的

法案。參眾兩院均強烈支持通過。1967 年 10 月 7 日，〈公共廣播法〉

（Public Broadcasting Act）得到總統簽署。公共廣播系統從而得以誕

生。 

（三）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NCCB）的改革活動 

1966 年 成 立 的 全 國 公 民 公 共 電 視 委 員 會 （ National Citizens 

Committee for Public Television）於 1968 年改名為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

（National Citizens Committee for Broadcasting, NCCB）。1973 年到

1977 年，從聯邦通信委員會主席職位退休的尼古拉斯‧詹森（Nich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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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接任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董事長，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逐步

發展為在全國頗具影響的媒介改革組織，並發揮著一些整合全國媒介改

革力量的作用。 

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最有影響的工作是建立電視節目暴力指數

（Violence Index）系統。電視暴力問題在電視成為家庭日用品之後很

快就受到各界的關注。許多社會組織都長年關注電視暴力問題。為了客

觀評估電視暴力以便敦促聯邦通信委員會採取行動，全國公民廣播委員

會借鑒喬治‧葛伯納（George Gerbner）的電視暴力內容分析方法，來

建立電視內容暴力指數系統。經過 6 個星期的調查分析，全國公民廣播

委員會于 1976 年 7 月 29 日發佈了其關於電視節目暴力內容的分析報

告。報告分析了特定廣告所支持的特定節目的暴力指數，並根據暴力指

數對節目進行了分級，引起了廣告商、廣播業者和公眾的強烈關注

（Business Week, 1977）。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的結論雖然受到電視網

的反對，但是卻得到了社會其他方面的積極回應。在強大的社會輿論壓

力下，電視網被迫減少節目中的暴力內容（Graham, 1977）。 

為了整合全國的媒介改革力量，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還試圖發展更

多的公民參與。但是由於經費有限，也由於美國特定的社會環境，全國

公民廣播委員會會員最多的時候也只達到 12,000 人；1974 年全國公民

廣播委員會出版媒介改革雜誌《近用》（Access），後成為雙週刊。這

份雜誌成為了全國性媒介改革資訊的重要交流平臺，也是全國媒介改革

組織和熱心人士之間溝通的重要渠道；詹森還籌畫成立了全國公民傳播

遊說組織（National Citizens Communication Lobby, NCCL），代表媒介

改革組織在國會進行活動；1977 年，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舉辦了一次

全國性的媒介改革大會：「傳播政策：公共議程」（Communications 

Policy: The Public Agenda）。這是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試圖整合全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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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改革力量的重要嘗試。但是，媒介改革的力量實際上很難整合，因為

各種媒介改革力量的立場、目標是不一致的，會議也提不出清晰的共同

目標。 

1977 年底，全國公民廣播委員會由於資金問題被迫停止一切活

動。這意味著詹森龐大的整合全國媒介改革力量的設想終結。 

參、美國當前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 

從 1970 年代後期到 1990 年代，在美國社會運動逐漸平靜下來的整

體氛圍下面，公民媒介改革運動也走入低谷。這一時期，除了一些老的

媒介監督組織在繼續工作之外，比如 1970 年建立的火奴魯魯社區媒介

評議會（Honolulu Community – Media Council），一批新的媒介改革組

織也相繼建立，比如 1985 年成立的媒介與公共事務中心（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1986 年成立的公正準確報導組織（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1994 年成立的落磯山媒介觀察

（ Rocky Mountain Media Watch ） 、 1998 年 成 立 的 公 民 正 義 中 心

（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 、 1999 年 成 立 的 媒 介 頻 道

（MediaChannel）、大急流資訊民主學會（Grand Rapids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al Democracy, GRIID）等。這些媒介改革組織主要進行著一

些媒介監督和媒介批評的工作，以及通過向聯邦通信委員會提出訴狀要

求取消相關廣播執照。因此，它們所進行的活動主要是歷史上公民媒介

改革運動的傳統延續，比如落磯山媒介觀察在 1998 年向聯邦通信委員

會訴求取消丹佛地區四家電視臺的執照（Ostrow, 1998）。但是，媒介

和社會的新變化，特別是媒介的超級商業化，在不斷累積新的公民媒介

改革運動的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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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末到最近幾年，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中出現了更加激

進的潮流。一些公民媒介改革組織開始把注意力轉向媒介所有權、媒介

政策等結構性領域，比如 1998 年成立的商業化警鐘組織（Commercial 

Alert）極力反對媒介和文化的商業化，1998 年成立的普羅米修士廣播

組織（Prometheus Radio Project）致力於爭取社區低功率調頻廣播的法

律地位和進行頻譜資源分配的改革，1999 年成立的獨立公共廣播公民

組織（Citizens for Independent Public Broadcasting）倡導建立強大的公

共廣播，2001 年成立的電子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致力於在網路媒介的政府決策中推動公共利益的實現。而一些媒介監督

組織也逐漸相容結構性改革的媒介觀念，比如公正準確報導組織聲稱最

終需要一個結構性的改革來打破大型媒介集團的壟斷，1972 年成立的

媒介近用組織（Media Access Project）也採納了更多結構性議題。同

時，很多歷史悠久、影響很大的非營利組織也開始關注媒介問題，比如

1936 年成立的消費者聯盟（Consumers Union）關注兒童與互聯網、媒

介所有權和電信規制等問題，1970 年成立的公共事業（Common 

Cause）反對媒介集中、保衛公共廣播、發展長期的更民主的媒介政

策。它們改革媒介制度和表現的主要方式從媒介監督、參與媒介行政管

理轉向了參與媒介政策制定，試圖通過結構性的改革來扭轉傳播的非民

主化發展方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 2002 年羅伯特‧麥克切斯

尼（Robert McChesney）與尼古爾斯（John Nichols）創辦的自由媒介組

織（Free Press），該組織成了媒介改革運動的急先鋒，它幾乎整合了

所有媒介改革的議題，並廣泛地與其他媒介改革組織合作，組織更多的

公眾參與改革活動，同時又不停留於消極的、防禦性的改革，而是提出

積極的參與和控制的改革方案，是媒介改革組織中最激進最富左派色彩

的一個。自由媒介組織網站列舉了 162 個倡導媒介改革的非營利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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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注媒介所有權問題的組織有 107 個，關注互聯網和寬帶問題的有

73 個，關注電視和有線電視問題的有 90 個，關注廣播問題的有 93

個，關注新聞專業問題的有 118 個，倡導非商業媒介問題的有 77 個，

關注商業化媒介問題的有 83 個。 

在反對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過程中，媒介改革的活動家們開始有

意識地走到一起，共同為媒介改革尋找目標和策略。從 2003 年到 2008

年，媒介改革組織召開了四次全美媒介改革大會，使全國的媒介改革者

走到了一起，共同商討媒介改革的一些中心議題，交流改革的經驗和活

動的策略。 

媒介改革者首先關注的是媒介政策制定中的非民主過程。他們指

出，商業化的媒介制度絕不是一個「自然」的民主化媒介制度，相反它

是一個政府政策強力塑造的制度。而媒介政策的制定一直是「關在門

後」（back the door）進行的，即來自媒介利益集團的遊說者和政策法

令制定部門關起門來制定管理媒介的政策，而不舉行相應的公眾聽證

會，也不在主流媒體上發起關於相關政策的公眾辯論。正是這種反民主

的做法使得媒介利益集團強力驅動國會和聯邦通信委員會不斷放鬆對媒

介所有權的管理，為媒介的集中壟斷鳴鑼開道。公民正義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2000 年發佈了一份調查報告，《秘而不宣：媒介集

團 不 想 告 訴 你 的他們的立法秘聞》（Off the Record: What Media 

Corporations Don’t Tell You About Their Legislative Agendas）。該報告

顯示，1996-2000 年中期，50 個最大的媒介集團及其 4 個行業協會花了

1.113 億美元遊說國會和行政機構，1993-2000 年中期，媒介集團向聯

邦職位競選者和兩黨捐助競選經費 7,500 萬美元。聯邦通信委員會成員

從 1995 年到 2000 年共接受媒介集團提供的免費旅遊達 1460 人次，價

值 150 萬美元。公民正義中心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1998-2004 年，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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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業花了超過 2.22 億美元遊說聯邦政府。同期還向聯邦競選人和議員

捐助 2,650 萬美元，全美廣播協會向議員和政策制定者提供了價值 16.5

萬美元的 84 人次免費旅遊。廣播業為了影響政策和選舉總計花了 2.489

億美元（Morlino, 2004）。 

媒介改革者指出，美國主流媒介一直拒絕報導媒介壟斷的問題

（Roberts, 2003）。索諾瑪州立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主辦的

新聞查禁榜（Project Censored）把媒介壟斷的問題評選為 1987 年度最

受查禁的新聞。新聞查禁榜還把在國會山進行的圍繞〈電信法〉

（Telecommunication Act）辯論所展開的遊說活動及其政治意義評選為

1995 年度最受查禁的新聞（Jensen, et al. 1996），這些遊說活動最終導

致 1996 年〈電信法〉為媒介壟斷開拓了新的空間。 

在大公司強力驅動媒介政策制定的狀況下，只有公眾的廣泛參與才

能夠引起政治家關注媒介管理的問題（Jezer & Kehler, 1995）。因此，

媒介改革者更加注重發動公眾參與媒介政策制定，包括要求在政策制定

前進行充分的公共辯論、要求舉行公眾聽證、鼓動公眾向政策制定部門

和本選區的議員寫信，來逐步改善媒介狀況。 

因此當前的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更廣泛地參與媒介制度立法，更

多地涉及媒介制度的結構性議題。 

一、媒介所有權管理 

反對媒介集中壟斷，反對聯邦通信委員會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是

媒介改革組織普遍關注的核心議題，也是最為基礎的結構性議題。這些

媒介改革活動在 2003 取得了令人矚目的成果，並且也引起了美國社會

較大範圍的關注，其社會影響遠遠超過了此前的媒介改革活動，那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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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聯邦通信委員會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政策所進行的政治和法律鬥

爭。 

由於美國媒介的壟斷集中已經空前發展，因此在 2003 年前後，媒

介改革組織對媒介所有權管理政策已經相當敏感。但是，一些大的媒介

集團的所有權集中程度已經超出了 1996 年〈電信法〉所允許的範圍。

1999 年 9 月，維亞康母（Viacom）宣佈以 373 億美元兼併哥倫比亞廣

播公司（CBS Corporation），合併後的公司超過了單個公司 35% 的全

國電視觀眾限制（National TV Ownership Limit），達到 40%；同期，

新聞集團宣佈以 35 億美元兼併 Chris-Craft 的十家電視臺，也違反了

35% 的全國電視觀眾限制，並同時違反了報紙—電視交叉所有權限制

的條款。為此這些媒介集團提出了新的放鬆管理甚至解除管理的要求。

在這種情形下，聯邦通信委員會加大了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步伐。

2001 年，聯邦通信委員會公佈《關於修改管理條款的建議的公告》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準備全面放鬆或取消媒介所有權的

管理。這時就有很多公民組織加入了向聯邦通信委員會提出抗議的行

列 ， 其 中 包 括 民 權 論 壇 （ Civil Rights Forum ） 、 民 權 領 袖 協 會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Rights）、聯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 、 全 美 總 工 會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 、 全 美 婦 女 組 織 （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消費者聯盟（Consumers Union）、美國消

費者聯合會（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等。截至聯邦通信委員

會正式公佈新的所有權條款為止，美國公民和公民組織共向聯邦通信委

員會發送了 50 萬份信件，表達了他們的關切：媒介所有權不斷擴大會

對觀點的多元化、媒介競爭造成負面影響（FCC, 2003: Chap. I. 9）。而

聯邦通信委員會不以為然，認為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互聯網路的發展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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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獲取資訊的能力大為增強，資訊渠道也大大豐富，在這種條件下，

廣播的資訊把關人角色被弱化，因此應該大幅放鬆對廣播的所有權管理

（FCC, 2003, Chap. I. 4）。同時，聯邦通信委員會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刻

意回避民眾的參與，不召開公眾聽證，而主要聽取廣播業界的意見，這

進一步激起了注重民主參與的人士和組織的反對。 

但是聯邦通信委員會一如既往。2003 年 7 月 2 日，聯邦通信委員

會公佈了新的媒介所有權管理條款。與 1996 年〈電信法〉相比，新的

條款全面大幅放鬆了對媒介所有權的管理，詳見表 1。 

表 1：美國媒介所有權管理主要條款 1996、2003 年變更對照表 

條款名稱 最初採用時間 1996 年〈電信法〉 2003 年 FCC 新規 

廣播—電視跨媒

體所有權限制（

Radio/Television 
Cross-Media 
Limits） 

1970 年 （沒有改變） 在有 9 座或者更多電

視臺的市場取消所有

限制；在有 3 座或者

更少電視臺的市場禁

止跨媒體所有權；其

他市場中受一定限制 

報紙—廣播跨媒

體所有權限制（

Newspaper / 
Broadcast Cross-
Media Limits） 

1975 年 一個公司可以在同一

市場擁有 1 座或者 2
座電視臺和 7 座廣播

台 ， 如 果 此 外 還 有

20 個獨立的電視臺

或廣播台存在；一個

公司可以在同一市場

擁有 1 座電視臺和 4
座廣播台，如果此外

還有 10 個獨立的電

視臺或廣播台存在 

在有 9 座或者更多電

視臺的市場取消所有

限制；在有 3 座或者

更少電視臺的市場禁

止跨媒體所有權；其

他市場中受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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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名稱 最初採用時間 1996 年〈電信法〉 2003 年 FCC 新規 

電視所有權全國

限制（National 
TV Ownership 
Limit） 

1941 年 ， 一個

公司在全國最多

可擁有 3 座電視

臺 ； 1944 年改

為 5 座 ， 1954
年改為 7 座；

1984 改為 12 座

禁止一個公司的所有

電視臺覆蓋的觀眾超

過 全 國 電 視 家 庭 的

35% 

禁止一個公司的所有

電視臺覆蓋的觀眾超

過 全 國 電 視 家 庭 的

45% 

電視所有權地方

限制（Local TV 
Multiple 
Ownership Limit
） 

1964 年 一個公司在一個市場

可以擁有 2 座電視臺

，如果至少其中之一

不是該市場上收視率

最高的四大電視臺，

並且此外還需有 8 座

獨立運作的電視臺存

在 

一個公司可以在一個

有 18 座電視臺的市

場擁有 3 座電視臺；

在一個有 5 座電視臺

的市場擁有 2 座電視

臺。二者均禁止一個

公司擁有一個市場上

收視率最高的四大電

視臺中的兩座或更多

電視臺 

廣播所有權地方

限制（Local 
Radio Ownership 
Limit） 

1941 年 一個公司可以在一個

有 45 座廣播台的市

場擁有 8 座廣播台（

最多 5 座屬於同一類

別，AM 或 FM）；

可以在一個有 30-44
座廣播台的市場擁有

7 座廣播台（最多 4
座 屬 於 同 一 類 別 ，

AM 或 FM）；可以

在一個有 15-29 座廣

播台的市場擁有 6 座

沒有改變，但是廣播

市場被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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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名稱 最初採用時間 1996 年〈電信法〉 2003 年 FCC 新規 

廣播台（最多 4 座屬

於 同 一 類 別 ， AM 
或 FM）；可以在一

個少於或等於 14 座

廣播台的市場擁有 5
座廣播台（最多 3 座

屬於同一類別，AM 
或 FM） 

電視雙網禁令（

Dual TV 
Network Ban） 

1946 禁止一個公司擁有全

國四大電視網中的兩

個或更多 

（沒有改變） 

 

聯邦通信委員會的這一舉措促使媒介改革組織聯合起來共同反對聯

邦通信委員會的新條款。2003 年 8 月 13 日，媒介近用組織（Media 

Access Project）的代理律師和普羅米修士廣播組織及其它媒介改革組織

一道，向聯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hird 

Circuit）提出訴訟，要求否決聯邦通信委員會於 7 月 2 日公佈的對媒介

所有權條款的修改，此即普羅米修士廣播組織訴聯邦通信委員會案

（Prometheus Radio Project v. FCC）。法院最終否決了聯邦通信委員會

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條款，要求聯邦通信委員會重新制定媒介所有權

管理條款。媒介改革由此取得了初步的成功。 

同時，媒介改革組織紛紛把聯邦通信委員會的新政策問題、媒介壟

斷問題放在各自網站的顯著位置，並發動公眾反對放鬆媒介所有權管

理。2003 年，有 300 萬美國公民給國會議員和聯邦通信委員會寫信，

敦 促 他 們 否 決 或 撤 回 聯 邦 通 信 委 員 會 的 新 管 理 政 策 （ Sche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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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時任聯邦通信委員會主席的鮑威爾（Michael K. Powell）後來

在回顧中感歎道，新條款受到「有組織的群眾性攻擊」，以前「從來沒

有看到過」此等架勢（McKibben, 2003: 46）。而一些媒介改革者則認

為，正是鮑威爾本人促成了全國性的反對浪潮（Koehler, 2003）。 

媒介改革的議題不僅引起普通民眾對傳媒現實的關注，使人們對傳

媒現實的不滿得以宣洩，而且在國會內部，一些議員開始關注媒介壟斷

集中的問題，使得媒介議題在國會的地位發生了變化。佛蒙特州

（Vermont）的獨立眾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認為，「就

在幾年前，大部分人認為媒介不是一個問題，很多國會議員也避免談論

我們的媒介如何未能服務於公共利益，哪怕是最基本的公共利益服務。

但是現在真正的討論正在進行。這些討論迫使聯邦通信委員會的成員除

了聽取媒介遊說者的話之外還得聽取公眾的意見。」（McChesney & 

Nichols, 2003）一些國會議員也參與到反對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活動

中來。參議員荷林斯（Fritz Hollings）、麥克凱恩（John McCain）、威

爾斯通（Paul Wellstone）和眾議員康耶斯（John Conyers）、斯羅特

（Louise Slaughter）等提出了一些對媒介壟斷、放鬆管理的批評和通過

立法改善媒介所有權現狀的設想。 

但是，2005 年之後，大的媒介集團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企圖並

沒有就此停歇。新的聯邦通信委員會主席馬丁（Kevin Martin）不斷試

圖取消跨媒體所有權限制。媒介改革組織通過各種渠道，不斷表達反對

意見。但是馬丁不為所動。2007 年 12 月 18 日，聯邦通信委員會以 3

比 2 通過了取消「報紙-廣播交叉所有權限制」的決定。媒介改革者於

是希望推動國會立法來否決聯邦通信委員會的決定。2007 年 11 月 8 日

在國會提出的《2007 媒介所有權法案》（Media Ownership Act of 

2007）代表著媒介改革者的意願。目前立法程式正在進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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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替代性媒介 

面對公司媒介系統的壟斷，媒介改革者試圖建立一些替代性媒介，

來增進多元觀點的表達。 

（一）獨立媒介 

媒介改革者成功地建立了一些不接受商業資助也不接受政府資助，

靠 讀 者 捐 助 和 基 金 資 助 維 持 的 獨 立 媒 介 ， 比 如 獨 立 媒 介 中 心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獨立媒介中心創立於 1999 年，當時各

種獨立和替代性的媒介組織和行動者為了對西雅圖世界貿易組織會議期

間的抗議活動進行「民間」的、來自「基層」的報導（grassroots 

coverage）而設立該中心。獨立媒介中心通過網站提供最新的報導、照

片、音頻和視頻節目，其新聞來源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這些記者可

以利用獨立媒介中心網站的開放發佈系統（open-publishing system）隨

時隨地提交新聞報導。該網站每天有 200 多萬點擊。獨立媒介中心已經

在 5 個非洲國家、3 個東亞國家、40 個歐洲國家城市、15 個拉丁美洲

國家、10 個大洋州國家城市、2 個南亞國家、3 個西亞國家、12 個加拿

大城市、53 個美國城市建立了獨立媒介中心網路。獨立媒介中心通過

集中志願者提供的新聞，實現對大集團新聞的反動，來達到多元化觀

點、多元化資訊源的目的。 

（二）低功率調頻廣播（LPFM）與社區媒介 

低功率調頻廣播（Low Power FM）是指功率低於 100 瓦特的調頻

廣播。它通過普通無線電信號可以覆蓋直徑 5 至 10 公里的範圍。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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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低功率調頻廣播台的資金投入可以低至 1 萬美元。這就很適合社區

廣播使用。 

這種低功率的調頻廣播在 1948 年到 1978 年間曾是合法的。但是聯

邦通信委員會 1978 年取消了低功率調頻廣播執照的發放，認為這些業

餘的低功率調頻廣播播出的質量和數量極不穩定，造成了頻譜資源的浪

費，而這些資源本可以通過高功率的公共廣播更好地服務於公共利益。

88-92 MHz 的低功率調頻廣播於是成為非法廣播。但是，社會對於這種

小範圍播出的低功率調頻廣播的需求並沒有銷聲匿跡，特別是 1990 年

代對另類音樂廣播的需求。低功率調頻廣播設備成本逐步降低，也助長

了低功率調頻廣播的發展（見 http://www.diymedia.net/feature/fhistlpfm. 

htm）。 

1996 年〈電信法〉頒佈之後，廣播的集中壟斷快速發展，使得廣

播內容同質化。在這種背景下，為了建立與社區利益緊密相關的社區媒

介，一些媒介改革者自然想到了低成本的低功率調頻廣播。到 1998

年，這種作為社區媒介的低功率調頻廣播已經至少有數百個，聯邦通信

委員會聲稱它已經關閉了超過 250 個這樣的低功率調頻廣播（Kennard, 

1998）。雖然面對著法律制裁的可能，但是由於廣泛的市民社會的不合

作，聯邦通信委員會禁止低功率調頻廣播的規定實際上無法得到全面實

施。更多的低功率調頻廣播台相繼建立。這種對頻譜資源的非法「掠

奪」，事實上呈現了公眾對低功率調頻廣播的強烈要求。僅僅 1998

年，聯邦通信委員會就收到了 2 萬份設立低功率調頻廣播台的請求。但

是全美廣播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公共廣播公

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反對重新合法化低功率調頻廣

播。 

媒介改革組織經過長期的努力，最終獲得了聯邦通信委員會關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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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低功率調頻廣播台的許可。比如民主傳播中心（Center o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CDC）從 1988 年以來，深入參與了聯邦通信委員會的

「規則制定」。2000 年 1 月 21 日，聯邦通信委員會投票決定創建新類

別的基於社區的、非商業的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Schechter, 2000）。

但是大的廣播公司仍以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會影響現有廣播系統的播出

和接收為由，極力反對聯邦通信委員會開放低功率調頻廣播。他們彙聚

在全美廣播者協會麾下向國會派出遊說者，眾議院最終在 2000 年 10 月

通過立法削減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的數量。普羅米修士廣播組織於是要

求國會開放更多的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經過媒介改革者的努力，參議

院商業委員會（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於 2004 年 7 月 22 日投票

批准了一項重要法案（Senate Bill #2505），從而為國會在實質上擴大

社區媒介的數量打開了大門。該法案計畫允許在全國範圍內設立數千家

低功率調頻社區廣播台，那麼在大多數主要城市將都會有 1 至 4 家低功

率調頻廣播台出現。普羅米修士廣播組織認為，這是全國基層民眾積極

參與的勝利。目前已經有 3,200 多個組織向聯邦通信委員會提出了建立

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的申請，800 多個電臺獲得了批准。位於加州湖畔

港埠（Lakeport California）的湖區郡（Lake County）社區電臺（KPFZ-

LP）是最早開播的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之一。目前，爭取進一步放寬

低功率調頻廣播限制的《本地社區廣播法案》（Local Community Radio 

Act）正在國會審理中。 

為了幫助公眾設立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很多媒介改革組織都設有

非常詳盡的幫助社區組織申請和領取新的低功率調頻廣播執照的指導說

明。比如普羅米修士廣播組織為社區和團體建立自己的電臺提供了周密

的 幫 助 檔 。 全 美 社 區 廣 播 聯 盟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Broadcasters）提供了建立低功率調頻廣播所需資料、檔的完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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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低功率調頻廣播電臺手冊》（Starting an LPFM Radio Station）。 

三、互聯網 

（一）網路中性（Net Neutrality） 

互聯網路在一開始是內容中性的，即網路服務提供商不得對網路中

流通的資訊內容進行干涉。但是 2005 年開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南貝爾（BellSouth）、康卡斯特（Comcast）、韋裏孫

（Verizon）這樣的電話和電信公司提出要根據資訊流量對大流量的網

站收取浮動費用，以便獲取資金改善網路服務。這就可能使得網路服務

提供商有權對網路資訊進行區別對待，從而使某些網站流覽迅速而另一

些網站流覽緩慢，甚至某些資訊無法流通。AT&T 的總裁惠塔克（Ed 

Whitacre）在接受《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採訪的時候說：

「（那些內容和服務提供者）想要的是免費使用我們的網路通道。但是

我不想他們這樣做，因為我們投了資，我們要回報。因此需要某種機

制，讓那些使用我們的網路通道的內容提供者按網路流量付費。」

（Business Week, 2005）。Verizon 的總裁賽登貝格（Ivan Seidenberg）

也認為，「我們必須確保他們（內容和服務提供者）不能坐在我們的網

路通道上啃噬我們的投資」（Searcy & Schatz, 2006）。電信公司利用

國會修訂〈電信法〉的機會，在國會山展開了大量的遊說活動，試圖終

結電話、電信的網路中性原則。 

同時，一些網路服務提供商遮罩、過濾資訊的案例也不斷出現。

2006 年 5 月 13 日，AOL 遮罩了帶有鏈結「www.DearAOL.com」的電

子郵件。而 DearAOL.com 正是反對 AOL 郵件政策的一個民間團體。

2007 年 8 月，AT&T 遮罩了一個網路音樂會的直播，因為主要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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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維德（Eddie Vedder ）批評了布希政府。9 月，Verizon 遮罩了支援

墮胎組織的文字簡訊。10 月，美聯社報導 Comcast 公司秘密使用網路

過濾技術遮罩某些網路內容（Svensson, 2007）。 

很多消費者組織、民權組織和媒介改革組織馬上意識到電信公司的

這些舉措將對民主資訊、傳播自由構成極大的威脅，因為這將使得電信

公司有權干預甚至阻撓某一種政治觀點的資訊流通，並且將對處於弱勢

的公司和個人的傳播權利造成致命的打擊，這將從根本上推翻互聯網路

的自由本性（Cohen, 2006; Chester, 2006）。為此，提倡網路中性的拯

救互聯網聯合會（SavetheInternet.com Coalition）2006 年 4 月成立，很

快就有 850 多個組織參加。2006 年 6 月 8 日，眾議院通過《通信機

遇、提升和增強法案》（Communications Opportunity, Promotion and 

Enhancement Act of 2006），而真正提出網路中性的法案遭到否決。媒

介改革者爭取網路中性的活動便轉移到參議院。為此，拯救互聯網聯合

會發動公民向國會陳情達到一百六十萬份。參議員道爾根（Byron 

Dorgan）和斯諾（Olympia Snowe）在 2007 年 1 月 9 日提出了〈互聯網

自由保留法〉（Internet Freedom Preservation Act of 2007），作為 1934

年〈通信法〉的修正案，它為寬帶服務提供商設立了互聯網中性責任，

包括不干涉、不歧視任何人使用寬帶服務的能力。這個提案得到了媒介

改革組織的普遍歡迎。同時，在媒介改革組織的支援下，2008 年 2 月

13 日，眾議員馬基（Ed Markey）和皮克林（Chip Pickering）提出了

〈互聯網自由保留法〉（Internet Freedom Preservation Act of 2008）。 

（二）社區網路 

媒介改革者指出，美國大公司提供的互聯網路服務速度慢而價格

高。這就使得一些貧困家庭和人口不集中地區的住戶無法獲得優質互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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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服務。因此媒介改革者試圖在大公司提供的網路接入服務之外，建設

社 區 網 路 （ Community Internet ） 或 稱 市 政 寬 帶 （ Municipal 

Broadband）。也就是通過地方公共機構（包括政府）來建設地方性的

網路接入服務，降低服務價格，覆蓋對私人企業不具盈利潛能的偏遠、

分散地區。但是在美國的傳統中，凡是存在私人企業提供服務的領域一

般是不允許政府提供類似服務的，因為這會使私人企業處於不平等的競

爭地位。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互聯網接入服務，尚無法律明確。因此媒介

改 革 者 的 主 要 目 標 就 是 把 寬 帶 互 聯 網 定 位 為 公 用 設 施 （ public 

service），立法確認地方政府建設社區網路的權利。 

2005 年 2 月 22 日，包括社區媒介聯盟（Alliance for Community 

Media ） 、 媒 介 中 創 新 觀 點 中 心 （ Center for Creative Voices in 

Media）、電子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自由媒介組

織（Free Press）、媒介近用組織（Media Access Project）、媒介頻道組

織 （ Media Channel ） 和 普 羅 米 修 士 廣 播 組 織 （ Prometheus Radio 

Project）等組織在內的 70 多個全國性、地方和部落組織以及社區網路

計畫聯合發佈了支援社區網路和市政寬帶的倡議信，指出要實現布希總

統、國會和聯邦通信委員會提出的全國性優先目標——為所有美國人提

供競爭的和低廉的高速互聯網寬帶接入，就必須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

賦予其建設地方性寬帶的權利。 

這些組織指出，一個世紀以前，主要的電力供應商阻止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提供電力服務，其理由與當今主要的寬帶提供商阻止

地方政府提供寬帶服務相似。但是社區官員認識到，寬帶和電力一樣，

對於本地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並且社區網路和市政

寬帶的發展也有利於寬帶市場競爭。目前在美國已經有兩百多個社區網

路開始提供寬帶接入服務。媒介改革者則進一步提出，社區網路和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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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帶有利於促進各類資訊的傳播，包括社區網路電臺的建設。〈2007

社區寬帶法〉（Community Broadband Act of 2007）代表著這些主張。

目前，媒介改革者正在為該法的通過展開活動。 

四、公共廣播 

媒介改革者認為，美國公共廣播系統先天不足，由於預算來源主要

依靠會員預算、加盟電視臺和電臺的廣告收入以及商業和基金贊助，美

國公共廣播系統實際上也受到商業利益的很大制約。它雖然發揮了一定

的 公 共 作 用 ， 但 是 與 英 國 式 的 公 共 廣 播 （ BBC-style public-service 

radio）相比，美國式的公共廣播（PBS-style system）實際上就是邊緣化

和無效的公共廣播（McChesney, 1995）。美國公共廣播每年從聯邦獲

得的資金預算只占總預算的 15%，其他的資金需要通過公司的贊助、

基金的贊助和觀眾的捐助來滿足。公共廣播的聯邦預算平均到每個美國

公民只有 1 美元（約 0.62 英鎊），而平均每個英國人為英國廣播公司

（BBC）預算支付額達到 120 英鎊（Mitchell, 2004）。 

由於美國公共廣播的政府預算沒有立法保障其穩定性，而是每年編

制預算，反對公共廣播的力量每年都會試圖削減國會預算。因此這成為

了公共廣播每年一次的陣痛。2005 年，國會削減了 1 億多美元的公共

廣播預算。隨即，媒介改革者號召公眾向其選區的國會議員寫信，要求

恢復公共廣播預算。100 多萬美國公民向國會議員遞交了請願，促使國

會最終於 2005 年 7 月恢復了預算。2006 年，政府試圖削減近 30% 的

預算，即 1.57 億美元。經過媒介改革組織的活動，國會再次恢復了預

算。2007 年 2 月，布希政府又一次建議削減 25% 的公共廣播預算。 

媒介改革者認識到，每年一次的政府臨時預算拉鋸戰解決不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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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的問題。要建立真正滿足公眾需要的強大公共廣播，必須有長期的

解決方案。倫德爾和哈特認為，激進組織和媒介改革組織開展「挽救公

共廣播」（save PBS）活動，只能為那些右翼分子提供證據來指責公共

廣播服務和全美公共廣播的自由主義偏見。而且，如果公共廣播公司保

持著保守主義的傳統，那麼為爭取國會預算所做出的努力只不過是為那

些公共廣播公司的保守主義者提供了更好的壓制公共廣播服務和全美公

共廣播的工具（Rendall & Hart, 2005）。倫德爾和哈特認為必須放棄每

年國會預算的資金制度，否則對公共廣播的倡導就註定只會是一次又一

次的失望。問題的關鍵現在只能是改變公共廣播系統的出資結構，而這

個思路的方案設計已經很多，包括出售未用頻譜、向商業廣告徵稅和徵

收電視機稅（英國的做法）等辦法來籌集公共廣播資金。獨立公共廣播

公民組織（Citizens for Independent Public Broadcasting, CIPB）致力於推

廣的信託基金（trust fund）的改革思路就是一種影響比較大的改革出資

結構的方案（Starr, 2004）。他們提出的信託基金的來源包括向廣告和

商業廣播執照的售賣徵稅，大致可以募集到每年 10 億美元來支援公共

廣播（當前每年的公共廣播開支大致是 4 億美元）。這樣的思路也得到

了一些呼應，包括眾議院電信小組委員會（House Telecommunications 

Subcommittee）1998 年曾提出（後取消）建立永久性公共廣播服務信託

基金、廢止公共廣播公司和商業資訊的法案，關於電子廣播社會責任的

戈爾委員會（Gore Committee）2000 年曾建議國會創立公共電視信託基

金。1998 年 12 月的一個調查也顯示，79% 的公眾表示能夠接受要求

商業電視臺拿出收入的 5% 來支持公共廣播的提議（People for Better 

TV, 2000）。 

此外，媒介改革者回擊了右翼對公共廣播節目自由主義偏見的指

責，還要求公共廣播公司增加透明度和公眾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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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偽新聞（Fake News） 

媒介改革組織還致力於反對公關新聞稿冒充新聞播出。公關新聞稿

即政府或者企業利用公共關係部門製作的新聞稿。供給電視臺播出的視

頻公關新聞稿在美國有一個專門的名詞：Video News Release。公關新

聞稿往往被一些媒介不註明贊助者而當作新聞播出。媒介改革者認為這

是偽新聞。比如媒介與民主中心（Center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CMD）長期致力於監督公共關係行業對新聞業的負面作用，並出版有

《公共關係觀察》（PR Watch）。 

優秀新聞計畫（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和威爾斯利

（Wellesley）的研究人員的調查發現，2001 年和 2002 年，56% 和

60% 的本地新聞主管表示他們從未使用過視頻新聞稿，10% 的主管表

示他們使用視頻新聞稿並常常註明出處。同時，對 1998 到 2002 年的

33,911 條電視新聞報導的統計顯示，來自外部所提供的素材比例從

14% 上升到 23%，本地記者所報導的新聞比重從 62% 降至 43%，而

這些都是因為電視臺增設節目內容而不增加節目開支甚至裁減開支和人

員所造成的（Just, et al., 2005）。公關新聞稿製作公司 TVA Productions

在廣告中說：「沒有哪個電視機構有足夠的勞力、時間和資金來報導每

一個值得報導的新聞。90% 的電視編輯部需要依賴視頻公關新聞

稿。」（Barstow, et al., 2005）。 

媒介改革運動反對偽新聞的活動既針對商業企業的公關新聞稿，也

針對政府的公關新聞稿。2005 年，因為布希政府一系列視頻公關新聞

稿的事件被揭露，因此反對政府偽新聞成為媒介改革運動的一個重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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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視頻公關新聞稿主要用於商業企業的宣傳。但是從克林

頓政府開始，政府部門開始製作視頻新聞稿。德克薩斯公園與野生動物

部（Texas Parks and Wildlife Department）從 1993 年以來製作了 500 多

部視頻新聞稿。政府部門製作視頻新聞稿在布希政府時期變得普遍，議

題多樣。據《紐約時報》報導，2001 年到 2005 年，至少 20 個聯邦機

構，包括國防部和人口普查局，都曾錄製視頻新聞稿給地方電視臺播

出。布希政府第一屆任期內的公關合同金額達到 2.54 億美元（Barstow, 

et al., 2005）。這些視頻新聞稿大多支援政府所提倡的政策，比如伊拉

克政權變更和醫療制度改革，並往往通過「採訪」相關部門負責人的方

式製作，其實問與答都已經事先寫好。視頻新聞稿甚至替主持人把引入

節目的導語都準備好。 

媒介改革者關注的是兩個方面。其一，政府是否合法使用稅收來進

行宣傳；其二，電視臺利用視頻新聞稿編輯新聞而不註明出處，明顯違

反職業道德準則。媒介改革組織要求國會和聯邦通信委員會通過立法和

行政手段禁止這種隱性宣傳。在社會的關注下，參議院以 98 對 0 全票

通過參議員（Robert C. Byrd）提出的要求政府部門在視頻新聞稿中註

明出處的修正案。2005 年 4 月 13 日，聯邦通信委員會要求廣播運營商

在節目中清楚地說明視頻新聞稿的來源。媒介改革者不滿意的是，對於

布希政府不當宣傳問題的調查僅僅針對相關個人。自由媒介組織和媒介

與民主中心要求起訴政府的宣傳罪行。 

從 2005 年 11 月，媒介與民主中心開始記錄部分電視臺使用視頻公

關新聞稿的情況。2006 年 5 月 6 日，媒介與民主中心發佈了關於視頻

公關新聞稿的第一個報告，《偽新聞：無所不在而又藏頭掩面》

（Farsetta, et al. 2006）。在 10 個月時間裏，媒介與民主中心記錄到了

電視新聞中使用的 36 條視頻公關新聞稿，這些視頻公關新聞稿被 7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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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臺在新聞中共使用了 98 次，均未標明製作源。而且 98 次使用中有

一半是完整播出視頻公關新聞稿。2006 年 11 月 14 日，媒介與民主中

心發佈了關於視頻公關新聞稿的第二個報告，《仍然不是新聞：電視臺

未能公開註明視頻公關新聞稿》（Farsetta, et al. 2006）。媒介與民主中

心發現在六個月時間裏，22 個州中的 48 家電視臺都至少播出了一條視

頻公關新聞稿，總計 54 條，其中 48 條沒有說明其視頻公關新聞稿的性

質，另外 6 條的說明也是模糊而短暫的。因此，媒介改革者認為，此前

聯邦通信委員會通過的指導性規範並不能保障公眾瞭解誰在通過電視進

行宣傳的權利，因此要求聯邦通信委員會繼續開展相關調查，制定更加

清楚的指標要求電視臺標明視頻公關新聞稿的來源，並處罰播出偽新聞

的電視臺。在社會壓力之下，聯邦通信委員會最終決定處罰播出偽新聞

的電視臺。2007 年 9 月，聯邦通信委員會對 Comcast 公司處以 4000 美

元罰款，因為該公司在所屬的 CN8 頻道播出了 5 段視頻公關新聞稿而

未標明製作源。 

肆、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現實困頓 

由於媒介在民主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很多國家和地區

都存在著或多或少、或微弱或強烈的市民社會改革媒介的權力訴求。但

是美國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強調市場自由的國家，其媒介所受的市

場的擠壓也更為強烈。因此在美國興起了最強烈的反抗運動——歷史淵

源最長、影響面最大的公民媒介改革運動。這一運動經歷了近百年的延

續與積累，其公眾參與的程度也日益提高，社會效果也越來越顯著。 

1930 年前後的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圍繞廣播制度的立法展開，

改革活動的主體主要是教育組織和廣播業餘愛好者（這些業餘愛好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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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著緊密的聯繫）。他們雖然是從市民社會的角度聲張行政權力，

但是他們對公眾的代表性不強。他們往往採用精英的立場，在改革活動

中也不發動公眾參與。在改革的目標方面，不同的教育組織有著不同的

設想，無法形成合力。這些因素導致 1930 年前後的廣播改革以失敗告

終。改革本身失敗了，但是市民社會對媒介的要求卻成功地進入了歷史

舞臺。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的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中，公眾參與廣

播行政管理的權力得以正式確認並全面展開。通過劃時代的訴訟——聯

合基督教會傳播辦公室訴聯邦通信委員會一案，公眾和公民組織獲得了

就廣播（電視）台是否履行了公共利益義務提出訴訟的資格，即公益行

政訴訟，從而使市民社會能夠利用既有的法規政策參與媒介的行政管

理，成為公民參政的先聲。這一時期正是美國社會民權運動活躍的時

期，媒介改革的議題往往與公民權相聯繫。而且，公民權益組織在這一

時期十分活躍，專門的公民媒介改革組織相繼成立，從而使媒介改革的

主體不再局限於教育組織，具有了更強的公眾代表性。新近的媒介改革

運動在繼承公益行政訴訟的成果基礎上取得了新突破。首先，它不再局

限於既有的法律法規的行政執行，而更加專注於政策法規的制定過程，

選擇了結構性的改革路徑；第二，它不再局限於無線廣播的管理領域，

而開闢了替代性媒介（主要是社區媒介和獨立媒介）、互聯網政策制定

等新的領域；第三，它發動了更加廣泛的公民參與，而且全國的媒介改

革力量通過全美媒介改革大會等形式得到了最大程度的聯合。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所訴求的是公眾對大眾媒介的控制，是美國

市民社會探索媒介民主的成果，展現了公眾和美國民主法制制度的智

慧。但是在顯著的價值之外，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內含著如下現實的

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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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下的困境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在美國雖然有著悠久的歷史，並且在當前的

活動中顯示了新的公眾參與的力量，但是它在美國社會中仍然是一種非

主流的存在。這種非主流狀態表現在如下方面：雖然在 2003 年反對聯

邦通信委員會全面大幅放鬆媒介所有權管理的活動中有 300 多萬公民簽

署反對的意見，公眾參與的幅度也確實超過了歷史上的公民媒介改革運

動所能發動的公眾人數，但是其中積極的媒介改革者卻是少數。而且，

300 萬人在美國社會中仍然是少數；另一方面，美國的主流媒體（專業

化的商業大眾媒介）均對公民媒介改革運動採取敬而遠之的態度。可想

而知，一個得不到主流媒體呈現的運動很難說是主流的；美國公民媒介

改革運動的組織和活動，包括思想的呈現，都主要依賴某些個人，當這

些人因為各種原因停歇下來的時候，運動本身也就無以為繼。而且，美

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歷史發展呈現出週期性的起伏。這些都說明公民

媒介改革運動缺乏制度性的基礎。 

從表面來看，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非主流狀態是主流媒介邊緣

化媒介改革運動的結果。確實，媒介改革的議題長期以來不能得到主流

媒介的報導。第二次媒介改革大會召開的時候，會場中只有一名記者，

而且還是來自加拿大的記者。媒介改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需要

通過大眾媒介來發動公眾、證實自我、擴大範圍。因為公眾主要通過大

眾媒介接收資訊，公民社運組織的專有資訊通道不可能接觸到大範圍的

公眾。因此發動公眾必須通過大眾媒介。大眾媒介的報導也是社會運動

的重要性得到證實的重要方式（Gamson & Wolfsfeld, 1993）。同時，

媒介改革運動作為一種異議資訊，它擴散傳播的機會受到三個方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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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大眾媒介的報導度（visibility），同盟者、反對者或者權威機構的

回 應 （ resonance ） ， 這 些 回應的支持度（ legitimacy）（Koopmans, 

2004）。但是美國社會的主流媒介，幾乎全是商業媒介，長期以來都對

媒介權利議題保持高度的敵意。媒介改革運動由於致力於市民社會對媒

介的控制，往往訴諸媒介的制度、結構問題，更是受到主流商業媒介的

反對。 

從深入的社會原因來看，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受到自由主義的社

會制度和觀念的制約，要發展為一種主流的社會運動十分的困難。這實

際上是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自由主義瓶頸，或曰自由主義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史學和政治學都指出美國的社會發展

存在一致性，即自由主義是美國歷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統（Hartz, 1955

∕張敏謙譯，2003; Hofstadter, 1948/1994）。雖然自由的內涵是發展變

化的（Foner, 1999∕王希譯，2003），但是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功利主

義基礎、對個人自由和平等、財產權的信奉，對個人偏好的肯定，以及

對個人奮鬥的責任的強調等因素卻是不變的（錢滿素，2006）。這種民

主制度在建制上主要是自由主義的民主範式，注重保障消極自由，防範

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雖然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都包容了部分共和主

義民主的觀念（許紀霖，2004），近年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文化和價值問

題也往往成為兩黨對壘的勝負手（許紀霖，2005；薛湧，2005），甚至

有所謂的「文化大戰」之說，但是美國社會所信奉的自由理念並沒有發

生根本的變化（Fiorina, et al., 2005）。 

在這種自由主義民主的制度下，所謂公民自治實際上就是代議和憲

政。正如羅爾斯（Rawls, 1971∕何懷宏等譯，1988: 217-8）所言，這種

制度需要公民參與，但是「參與原則……不規定一個公民權利和義務的

理想藍圖，也沒有提出一種要求所有人積極參與政治事務的義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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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指出，「在一個治理良好的國家中，只有較少的人花費大量時間

來從事政治，因為還存在著人類善的許多其他形式。」「許多利益集團

和政治生活中心都有它們的一些積極成員在照管它們所關心的事情。」

在代議的民主制度中，個人的偏好和自由才是一種主要的「善」。在自

由主義民主視野中，共和主義民主觀所宣稱的參與公共事務的善則不被

認為是一種目的性的善，而更主要的是工具性的善。 

因此，政治冷漠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憲政代議制的積極內涵，它意味

著人們有追求個體偏好的自由。當然，政治冷漠有一個底線。但是美國

社會的政治冷漠遠未危及到民主制度的存亡（任東來，2004）。正是在

憲政和代議的民主觀念中，我們就能理解自由主義的最低公民參與理論

的觀點：政治冷漠是社會穩定的指針（Berelson, 1954），民主參與並

非越多越好（Huntington, 1975∕馬殿軍等譯，1989），只有當出現危

機的時候，公眾才有義務積極參與政治事務（Ackerman, 1991/2003）。 

因此，如果憲政代議制仍然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制度框架，如果自由

主義民主仍然是人們所信奉的主要民主觀念，那麼政治冷漠就不可避

免。或者，一定程度的政治冷漠本無須避免，因為它是現代民主的應有

之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現代民主共同體已經遠遠不同

於古代的民主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因為實現了普遍公民權，公民數量

遠遠超過古代城邦共和國。代議制是現代政治制度的唯一選擇。這就使

得公民參與的方式、內涵和力度、可感知度也發生了重大變化。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用過去，比如雅典城邦的那種「可控」的參與感來要求當

今社會，就不再科學。另一方面，大部分的現代公民都是自食其力的勞

動者，而不再是衣食無憂的奴隸主。他們為了生存需要付出大量的勞動

時間，他們不再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力去處理國家政治事務，甚至無法

全面弄懂日益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在政治正確的話語之下，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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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有人提起，但是卻仍然符合社會現實）。那麼在良好運轉的社會制

度之下，政治冷漠實際上是對人的解放。代議制的民主允許部分人搭便

車具有進步意義，雖然一種理想的民主理論可以設想人人都自己開車，

但那不是現實主義。 

不管是從制度設計還是現實運作來看，自由主義的民主傳統都沒有

給予媒介改革廣闊的空間。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觀念，包括相信市場、

肯定消費和娛樂的價值，形成了媒介改革難以突破的瓶頸。如果媒介改

革漠視這些觀念的合理性，偏執地否定提供這些服務的商業媒介，那麼

媒介改革將很難獲得普遍的支持。 

二、對媒介民主危機的成因的認識趨於簡單化 

在媒介改革的理論和活動中，對超級商業化的媒介體系的認識存在

著一種情緒化的陰謀論，認為媒介資本家和政府主觀上合謀，壓制新聞

自由，或者認為媒介超級商業化是在明確的意識形態指引下受意識形態

擺佈的結果。比如麥克切斯尼（McChesney, 2004: 49）認為，1980 年代

的放鬆管理政策是意識形態驅動的。 

這種陰謀論如果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策略，可能比較有利於激發公

眾對商業化媒介和政府的不滿。但是如果要對媒介變化作為比較客觀的

分析，陰謀論則有很多的弊病，最終也將會不利於社會運動的長久發

展。 

在美國的歷史上，小企業一般傾向於支援自由市場以規避政府干預

的成本，大企業一般支援政府的干預以獲得長期利潤保障。但是 1970

年代中期以後，在世界經濟全球化效應的影響下，美國的大企業也往往

傾向於支援自由市場（Kotz, 2002∕李其慶、劉元琪譯，200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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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轉而反對國家干預，其原因來自國內和國際的競爭格局的變化。

激烈的競爭，特別是國際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沒有世界政府來統一

管理，使得大企業更加注重短期效益，於是轉而反對政府的干預，避免

國內的管理影響國際的競爭。在這樣的總體氛圍下，以及媒介市場的激

烈競爭，使得媒介公司也傾向於集中合併，反對政府的干預。在國內市

場中，有線電視的加入使得媒介市場競爭日益激烈。為了降低成本提高

利潤，媒介公司紛紛集中合併，尋求規模效應。同時，因為媒介公司的

股份化，大的股東或者家族掌管人在媒介公司決策中的掌控力下降甚至

消失。而這些大的股東和家族掌管人，比如《華盛頓郵報》和格雷厄姆

家族，曾經在媒介經營危機中堅持某種家族傳承的媒介理念，比如嚴肅

新聞的傳統，以期獲得長遠的經營利益。股份化以後，特別是當很多的

小股東通過股市行情決定投資策略的時候，媒介公司就不再可能照顧長

期利益，而主要根據短期的成本利潤關係來決定公司策略。這樣，國內

市場的壓力也使得媒介公司反對政府的管理。 

從政府的角度來看，容許媒介公司的合併，放鬆管理政策，既可以

降低媒介產品的價格，使得公眾能夠以更低的價格獲得服務，又可以增

強國內媒介在國際上的競爭力，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最終有利於國內

的選民。一個建立在絕對尊重個人偏好基礎上的功利主義的、中性的政

府做出這樣的選擇也並非沒有考慮到放鬆管理可能帶來的對意見多元表

達的危害。但是政府認為當今社會已經有了更多的表達渠道，廣播不再

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媒介，適度放鬆管理並不會造成對意見多元表達的

危害（Fowler & Brenner, 1982; FCC, 2003, Chap. I. 4;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the United States）。 

因此，政府放鬆媒介管理政策，媒介公司超級商業化，「並不是或

並不僅僅是為了信念，倒不如說是迫於現實壓力不得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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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 2001/2003: 174）而且自由至上主義在美國也只有小部分

人支援（Lomasky, 1998）。1980 年代以來的持續放鬆媒介管理潮流、

右翼保守黨派的長期執政，並不意味著公眾接受了自由至上主義的意識

形態，或者這種意識形態推翻了新政以來建立的國家干預制度和責任觀

念。 

同時，媒介改革者往往把政治冷漠、低投票率的原因歸結為媒介的

商業化或者超級商業化（比如 Putnam, 1995）。但是，媒介超級商業化

與政治冷漠之間絕對不是單向的直線關係，而且它們二者也不能構成一

個自足的論述領域。媒介危機和民主危機既有著相互的影響，它們更是

整體的社會制度發展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的出現有著更加深刻的

社會根源。把民主的危機歸咎於媒介，這就簡化了其中的真實關係。 

三、媒介改革的理想過於模糊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在困頓是理想的模糊。美國

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從未有過統一的立場，或者明確的理想目標。愛德

溫‧貝克（Baker, 2002: xii）指出，「批評市場自由主義媒介的左翼人

士既沒有仔細充分分析現存媒介問題的實質，也沒有將改革的計畫與某

種仔細建構並詳細闡述的理想標準相聯繫，比如一個積極的民主理

論。」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宿將、被稱為美國「媒介改革運動之

父」的尼古拉斯‧詹森（Johnson, 2003）也指出，媒介改革的最大困難

是改革之後的建設問題，「我們應該選舉廣播運營商或者電信運營商？

除了政治上不可能建立這樣的系統之外，你會有信心我們的所得會比現

在的所有更好？我們可以不回應廣播商的口頭禪，『公共利益就是公眾

感興趣的』（the public interest is what interests the public）。但是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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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理由相信電視觀眾通過投票箱選出來的結果與通過遙控器或 TiVos

服務系統 2 選出來的結果會有根本的不同？」 

媒介改革運動批判商業媒介，似乎媒介一旦商業化就是媒介的非民

主化。但是如果真的取消商業媒介，之後怎麼辦？是否建立一個全部是

公共媒介的媒介制度？抑或甚至可以考慮國會立法限制傳播消費和娛樂

內容？雖然批判的聲音很強大有力，但是建構新的媒介制度的細節卻乏

有所陳，沒有吸引力，這就無法贏得公眾、政治家和輿論領袖的信任。

因此，在具體的媒介政策問題上媒介改革組織可能可以吸引較大數量的

公眾參與，比如 2003 年反對聯邦通信委員會放鬆媒介所有權的政策、

2006 年以來的「挽救互聯網」的活動，但是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批判，

甚至一種哲學，媒介改革運動就失去了吸引力。這也體現了美國絕對自

由主義信仰基礎上的實用主義傳統對哲學問題、道德問題的拒斥

（Hartz, 1955∕張敏謙譯，2003：8-9）。 

四、媒介改革力量的內在複雜性 

新近的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與以前的媒介改革還有一個顯著的區

別，那便是左派激進力量進入媒介改革運動並成為領導性的力量，最突

出的代表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出生的左派學者麥克切斯尼。麥克切斯尼

（McChesney, 1999∕謝嶽譯，2004：結束語）明確地把媒介改革運動

視為左派運動的一個部分。但是，我們並不能因此把媒介改革運動的成

果視為左派的成果。實際上，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一直是自由主義媒

介觀念中的激進一翼的社會實踐。1960 年代和 1970 年代媒介改革的主

要代表人物埃弗里特‧派克（Everett C. Parker）和尼古拉斯‧詹森

（Nicholas Johnson）都不是激進主義的媒介活動家，而是自由主義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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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制度的捍衛者。派克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明確指出，他早年就拒絕了馬

克思主義，而他領導媒介改革運動也是「非激進的激進主義」（non-

radical radical）。也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非左派的激進主義，即自由

主義的激進主義（Korn, 1991）。新近的媒介改革運動中，雖然有象麥

克切斯尼那樣的鮮明左派參與甚至成為主要倡導者，但是我們很難說近

年媒介改革的成果，是左派、激進主義或者批判理論的勝利。 

可能公眾一時不會去關注自由主義立場與激進立場之間的區分，比

如 2003 年反對聯邦通信委員會放鬆媒介所有權的運動。這說明不同立

場面對媒介現實的時候存在基本的共識。但是從長遠的發展來看，其中

的分歧將越來越明顯，並極可能導致媒介改革運動的裂解。 

伍、結論 

二十世紀以來，政治和經濟越來越多地被大的組織所支配。面對著

這些組織，公眾發現自己越來越不具有民主所許諾的權力（Russell, 

1916∕張師竹譯，1959）。在與國家和市場兩個緯度的關係中，市民社

會得到了重新認識（鄧正來，1998）。現代民主的目標就是建立一種市

民社會既大於國家，又大於市場的現代社會（Burawoy, 2003）。要在

現代民族國家內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不可能借助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

模式，而只能通過交往權力（communicative power）的建構和豐富來充

實實質民主（Habermas, 1992∕童世駿譯，2003）。市民社會對傳播媒

介系統的控制和使用正是這種交往權力的重要實現途徑。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通過行政和法律手段試圖加強市民社會對傳

播媒介系統的控制，進行了傑出的探索。但是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制度下

面，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發展空間並不十分地廣闊。可以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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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公民媒介改革的主張和活動還在審慎地觀察之中。而且美國公民

媒介改革運動的一些內在缺陷也制約著自身的發展。這一運動未來的走

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另外，近年來普通公眾和公民組織在互聯網上發佈新聞和資訊的活

動越來越多（即所謂用戶生產的資訊，user generated content），形成了

商業化大眾媒介之外的一個新興的非專業化的傳播領域，而且對社會發

展進程、對公共事務形成了越來越強的切實影響。這種市民社會內的直

接新聞參與不直接受資本和國家的控制，相反，它在形式上完全受市民

社會的控制，因此構成了民主社會之傳播制度的一個重要變遷，亦是公

民改革媒介系統的一片廣闊新天地。這一側面有待另文詳細探討。 

註釋 

1 本文是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西方傳媒的社

會控制研究」（04JJD860002）研究成果。作者感謝《新聞學研

究》兩位匿名評審老師提出的寶貴修改意見。 

2 TiVo 是美國數位錄影機（video recorder, DVR）及其相關服務的品

牌。數位錄影機運用數位硬碟錄製電視節目。用戶購買 TiVo 的數

位錄影機，同時也就訂購了 TiVo 的高技術電視節目單。用戶可以

設定要錄製節目的相關檢索項目，比如演員、導演、關鍵字、標題

和類別，數位錄影機會根據這些設定自動與 TiVo 提供的節目單匹

配，並自動錄製相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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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in the U.S.A: 

1920s-2007 
 

Liu Xue & Xiang Zongping 

ABSTRACT 

The media is the pillar of most democratic societies. However, current 
commercial media system has jeopardized democracy, making media 
democracy an empty promise. With the growth of the civic society, it has 
attempted to sav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through media reform. 

Among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U.S has always put the greatest 
emphasis on market freedom and it also has the most commercialized media, 
hence the country has the lon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In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som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law-making process with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on-
commercial broadcast system for the society.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along with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ith the television stimulated 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reflected an even wider scale. Besid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social groups and civic organizations also got involved in 
the television reform movemen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itnessed the increasing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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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Xiang Zongp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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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 and such change has aroused more influential 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with even more participants. New reform movements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involvement in monitoring and regulating media.  
Structural agendas such as substantial legislation issues are also includ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almost a century, the U.S 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has a grow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ly noticeable social effect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iberal social system and valu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c media reform is 
facing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Keywords: civic media reform movement, broadcast, television, media 
legislation,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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