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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輸出電視劇為主力的「韓流」可說是韓國文創奇蹟，學

界對其輔導政策的討論耕耘甚深，但對政府如何貫徹國家政

策、維護公共利益並同時有效調動產業等，卻鮮少深入探索。

本文嘗試從政媒關係、電視政策與掌管機構的沿革等三方面著

手，剖析該國政府何以有效控制電視媒體。我們發現，歷任政

府對電視台的控制甚深，故對市場的規範約束力大，韓國電視

產業便在封閉的結構下得以穩定成長，同時也為後來的節目對

外輸出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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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由於向韓國大量購片，台灣電視頻道一時之間充斥韓國節目，掀起

一陣「韓流侵台」的風潮，而這股流行文化的勢力也逐漸擴張至亞洲其

他區域。如此現象吸引學者目光，許多國家紛紛研究韓國如何推廣文化

創意產業。不少政府希望師法韓國，模仿其文化商品輸出的手法，並進

一步將文化產業打造為國家經濟新引擎。然而，像韓國一樣獲得顯著成

果的國家卻很少，原因在於政策制定必然與其歷史脈絡有關，在缺乏對

社會場景和演變過程的了解下，僅照搬模式、移植政策，不但難以得到

相同的效果，還可能落入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窘境。目前國內對韓國影視

的觀察主要集中在政策支援或公共電視體制比較等議題上（林麗雲，

2005, 2011；郭秋雯，2010），對於系統性的回顧稍嫌不足。為了研究

累積和政策規劃，的確有進一步分析梳理的必要。 

除了制訂政策，公私部門之間的協作也在推動產業發展上扮演了關

鍵角色。許多政治學者在探索國家如何快速發展、擺脫貧窮時，曾深入

探討公私部門之間的關係，例如 Weiss（1995）提出「管理式互賴」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Evans（1995）的「鑲嵌自主性」

（embedded autonomy），以及 Wade（1990）提出的「被治理的市場」

（governed market）。不過，無論在電視產業領域或新聞學研究中，這

類討論卻相當少。為了對台灣電視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提出合宜建議，彼

邦的經驗值得進一步探究。 

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便是理解韓國電視產業的公私合作關係，進

而找出政策能夠有效落實的癥結。為了回答此問題，須先從梳理歷史脈

絡，整理出政府與媒體關係的演變，以及這個動態過程對整個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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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最後分析韓國特殊的公私合作模式為何。 

貳、文獻探討 

許多學者都探索過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大致可從媒體自主程度區分

為「獨立監督」和「受控服從」兩大類。前者的討論聚焦在媒體對政府

的制衡應負擔的社會責任，或探討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Besley & Burgess, 2001; Cook, 1998; Graber, 1997; McCombs, 2004）；

後者則關注政府對媒體的干預，意識型態下的國家機器，或媒體在國家

建立過程中的重要性等（Banejee, 2002; Herman & Chomsky, 2002; 

Pendakur, 1990; Winfield & Peng, 2005）。政府可以決定頻道的釋出與收

回，因而我們認為國家始終擁有操控電視媒體的權力，差別只在於控制

的目的與範圍幅度不同而已。特別是民族國家在建立過程中，國家大多

為了達成下述三種目標而介入電視：百姓教化、國家建立以及抵抗文化

帝國主義。 

第一，電視可以傳達知識，例如宣導家庭計畫或傳遞更先進的專業

技術等，所以被現代化理論者視為是實踐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說得更

精確一點，個人態度及社會制度的進步是催化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這

是透過電視強力宣傳的「潛移默化」才能達成的。雖然現代化主義的論

調常被攻擊過於西方中心思想，畢竟何謂「現代」、何謂「進步」都是

由西方價值觀決定，但無論如何，電視做為推進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

依舊是支持國家干涉電視媒體的強而有力的論點（McDowell, 1997; 

Melkote, 1991）。 

第二，電視是進行國家建立最有效的工具，常被用來培養國家認同

和國族榮耀，這對達成共同的政治立場非常有幫助，與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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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的「想像共同體」概念不謀而合，特別是那些擺脫殖民統治新

成立的民族國家，最需要電視編製和傳播共享的歷史文化象徵，以強化

國族凝聚力。透過媒體操作來進行國家建立可以整合不同語言文化、宗

教信仰，甚至是不同的民族群體，但該如何調整比例，讓各群體都有適

當的代表性，卻是另一難題。部份學者甚至提出批評，認為國家建立的

過程常被控制在特定政治團體手中（Pendakur, 1990; Thomas, 1993）。 

第三，大型媒體集團開始穿越疆界展開跨國經營，創造出一個美式

文化中心媒體環境，讓這些尚在國家建立階段的國家，除了要建立國家

認同，還得抵禦外來文化入侵，實在是腹背受敵（Schiller, 1991）。為

了避免外來文化入侵，決策者自然會限制西方媒體，同時設法鼓勵本土

媒體的發展（Shields, 1998）。有學者對這樣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

只是從宏觀的全球層次來看問題，若從觀眾的角度分析，將會有完全不

同的見解。觀眾不是被動消極的節目接收者，他們的知識背景、信仰態

度、言行舉止等都會影響其對媒體的選擇。從中國和印度的案例來看，

觀眾大多偏好本地節目，更甚於進口的節目（Elasmar & Hunter, 

1997）。學者進一步指出這與文化親近性高度相關，像是美國和澳洲的

亞裔觀眾對同語言的節目皆死忠支持（Gifford, 1998; Straubhaar, 

1991）。 

學者發現，1980 年代以前亞洲國家常以「支持國家發展計畫」與

「抵抗文化帝國主義」等名目，堂而皇之地插手管理電視媒體，做法多

半是直接介入電視的經營或限制外資的進入，來達到政治性目的

（Banejee, 2002）。然而，進入民主化後，面對媒體自由化的訴求與市

場開放的壓力，政府與媒體的關係產生何種變化？產業自主性漸強的情

況下，政府如何持續領導電視產業？目前學界尚未針對此議題進行深入

探討。這類關於國家和社會（市場）互動的概念在政治學中討論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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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探索發展中國家如何與社會互動才能實踐經濟發展，前述「管理

式互賴」、「鑲嵌自主性」及「被治理的市場」等概念都屬此類。學者

們不約而同主張，政府機關在擁有自主性的同時，也須和市場有適當程

度的連結，才能有效推動政策，實現經濟發展。然而，吾人對於韓國政

府如何協調合作、與電視產業交融，進而取得政策發展的主導性，卻鮮

少深入研究，國內關於此主題的文獻也不多，因此似有探索的必要。以

下將從 1980 年代政治轉型做為起點，分別就韓國電視發展的歷史、政

策與機構，勾勒出韓國政府與電視媒體之間的關係，並藉此理解公私合

作的模式和「韓流」成功推進海外的基礎。 

參、民主化下的政府與電視 

韓國與台灣政治發展的步調類似。從 1980 年代開始，韓國政治由

高壓統治走向民主化，對媒體的管制逐步放寬，惟無線電波頻道乃屬公

共財，具有稀有性，無線台執照的發放就牽扯到「社會公器可否商營」

的問題。在媒體改革團體的倡導下，無線電視台仍以公共電視為主，因

此除了既有的 2 家公共電視集團，僅發出一張商營的無線台執照予首爾

廣播公司，成立首爾放送（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簡稱 SBS），此

後韓國電視生態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甚至 1990 年代開放有線電視

後，也未能打破這樣的壟斷格局。以下將從幾個時間點分別說明：1988

年盧泰愚接手軍事強人全斗煥，開啟第六共和，電視媒體的管制部份解

凍；1998 年反對黨上台，電視媒體產業化；2008 年保守勢力重新執

政，翻修《廣電法》，開放報業媒體經營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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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政體系的傳聲筒（~1987年） 

韓戰結束後，韓國的政治在軍人把持中渡過 30 年，獨裁政府為了

灌輸思想及壓制異議，將媒體打造成散播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相較於

廣播與報紙，具有聲光效果、宣傳功能絕佳的電視自然無法逃過政府嚴

控的魔爪。韓國第一家電視台韓國放送公社（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簡稱 KBS）成立於 1945 年，性質是國營電台，初期僅做廣播

節目，到了 1961 年才推出無線電視服務，擴張為國家廣電機構，主要

任務是發揚文化、為國宣傳。由政府掌控的 KBS 獨霸韓國廣電市場的

情況維持了近 20 年，直到 1960 年代中期才被打破。1964 年，韓國的

大財閥三星集團出資成立東洋放送，這是韓國第二家電視台，同時也是

第一家商營電視台。不久，第二家商營電視台文化放送（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MBC）開播。然而，新成立的電視台並

未因商營的身份而免受政治控制，相反地，當時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考量

仍是進行嚴格監控，甚至要求它們必須每月提交報告、說明節目規劃

（Kwak, 2012, p. 14；朱立熙，2010）。 

在軍事強人朴正熙統治時期，值得一提的是 KBS 的轉型。KBS 原

隸屬於文化公報部，其財政與人事管理皆由政府直接管轄，卻在 1973

年由「國有電視台」改為「公共電視台」，轉型的內幕與朴正熙的政治

野心息息相關。朴正熙渴望永久執政，在 1972 年推動《維新憲法》，

希望藉此掌握絕對權力，並無限期連任總統，但擔心韓國人民對獨裁政

權的政治宣傳產生反感，所以將 KBS 由「國營機構」改為全民所有的

「公共機構」，企圖轉移民眾對《維新憲法》的注意。故此，KBS 的財

政來源便從政府直接補助改為向民眾收取收視費（license fee）。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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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決定是為了確保財源且同時維持政府控制，但民眾付費收看公共電視

的做法卻一直延續至今（Kwak, 2012, pp. 14-15）。 

1979 年 10 月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韓國舉國上下陷入不安紛亂，

政府旋即宣布全國戒嚴，規定一切新聞出版和採訪報導都必須經過新聞

檢查。同年 12 月 12 日，全斗煥靠武力取得政權，社會上不滿聲浪強

大。其為鞏固統治合法性及剷除異議聲音，便強力展開私有電台的「國

營化」，打著「維護公共利益」的名號整肅媒體，透過收歸國營的手段

來控制傳媒，讓廣電媒體成為國家發號政令的傳聲筒，大部份的媒體資

源在此時被整合為兩大電視集團——KBS 與 MBC。在「維護公眾利

益」的旗幟下，政府將 KBS 完全收歸國有，而 MBC 的七成股權由

KBS 持有，其餘三成股份由親保守派勢力的 5·16 獎學財團（1982 年改

名為正修獎學會，為半官方的教育機構，現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從 1994

至 2005 年擔任其理事長）擁有。也就是說，全斗煥政府將所有電視台

收編後，又透過產權結構的安排，毫不掩飾地將電視媒體緊抓在手，以

便箝制言論。 

雖然韓國政治在朴正熙及全斗煥的領導下無法擺脫軍人專政與個人

獨裁，不過，從電視台的數量與監管機制可以發現，韓國電視媒體在朴

正熙當權時期擁有較多的自由度。這是因為在政府允許下，親政府的財

團可以涉足廣電市場，經營商業電視台，政府與財團之間利益共享。惟

在全斗煥奪權後，為了有效控制輿論，媒體市場結構被迫全面重組，29

家電視媒體被整併為兩大公共電視集團（尚存只能製播宗教節目的第三

家電視台 Christian Broadcasting System，簡稱 CBS）。國家廣電合併私

人廣電後規模雖變大，但政府控制力不減，電視台反而陷入高壓統治，

節目製作處處掣肘。所有電視台都只是依附在威權統治下的宣傳機器，

負責對民眾傳播官方意識型態，以及執行統治者的意志，既無法傳達民



韓國的電視媒體控制 

‧9‧ 

眾心聲，也漠視自身應肩負的職責（Kim, 2001, pp. 93-95）。 

二、後威權時代與管制鬆綁（1988~1997年） 

1988 年全斗煥欽點的盧泰愚當選為韓國第一位民選總統，政治轉

型跨出第一步，1992 年異議領袖金泳三結合執政的保守派勢力，成功

選上總統，建立軍人專制之後第一個文人政府，邁向民主政治的趨勢更

明顯。一般認為，盧泰愚和金泳三在位 10 年間是韓國民主轉型的緩衝

期，政府對廣電媒體的嚴密控管也稍微鬆綁，無論是在體制或法規上都

進行許多調整。 

1980 年全斗煥為了掌握政權、控制輿論，強制合併媒體，這番

「假公共利益之名，行媒體監管之實」的做法，引起國內外廣大非議，

被認為是缺乏民主精神、侵犯新聞自由的行為。美方擔心全斗煥長期把

持政權，加上韓國民眾不滿情緒不斷升高，遂以中止 1988 年漢城奧運

做為威脅，嚇阻保守勢力得寸進尺。因此盧泰愚只好在競選期間發表

《六二九民主化宣言》表達改革誠意，同時承諾在 1988 年進行結構調

整，以稀釋長久累積的民怨。政府對思想的箝制並非造成民怨高漲的唯

一原因，長期以來電視新聞報導的立場偏頗和市場封閉導致節目品質低

落，加上明明是公共體質卻又十分商業化，才是讓民眾再也無法忍受的

主因。 

盧泰愚就任後進行一連串廣電改革，在廣電體制研究委員會

（Broadcasting System Research Committee，簡稱 BSRC）的建議下重新

擘劃，於 1990 年訂定《廣電法》（Broadcasting Act, 1990），開放成立

新的無線電視台。於是，1991 年第一家無線商營電視台 SBS 開播，終

於打破兩強獨佔市場的局面，形成三強鼎立的情勢。與過去執政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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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廣電體制研究委員會並非政府內部機構，而是由政府委任成立的

外部組織，僅負責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建議。其做出的「改善廣電體制、

開放市場」決議，還遭到既有勢力——KBS 與 MBC 的強烈反對。因

此，這段時期可視為國家與媒體關係重要的轉折。即便有學者認為該委

員會的成員皆由政府任命，所以立場偏向政府，象徵性大於實質意義

（Kang, 1992; Jung, 1993），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受到政府高度保護

的電視媒體，須告別政府保障，面對新的競爭者。 

1993 年金泳三在盧泰愚等舊勢力的協助下勝出，身為長年反對獨

裁政權的「反對派領袖」，卻為求總統大位不惜與過去的敵人牽手合

作，這樣的矛盾情結也反映在媒體的發展上。其任內開放有線電視加入

電視戰場，同時也放寬言論尺度，電視節目較以往多元化，但距離完全

解除管制仍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特別是在北韓問題上，政府完全壟斷消

息來源，嚴禁各家電視台自行製作報導，若電視台向外媒取得北韓新聞

素材及播出，就會立即遭韓國政府警告，且威脅往後再也不提供任何北

韓新聞材料（Kwak, 2012, p. 43）。 

另一方面，在電視媒體的市場化上也是未竟其功，1995 年《有線

電視法》（Comprehensive Cable Television Broadcast Act）通過後，52

個系統業者取得合法執照，但韓國電視產業仍由三大電視台（KBS、

MBC、SBS）主宰。雖然名為「開放」，實為有限競爭（ restricted 

competition）。由於私人資本受限於法規只能進入內容製作（content 

provider）的領域，難以與擁有節目製作和頻道通路雙重優勢的三大電

視台競爭。正因無法競爭，有線電視訂戶增加緩慢且缺乏廣告收入，能

撐下來的業者背後幾乎都由大財團支持。然而 1997 年金融風暴後，原

本發展就不如預期的有線電視業更是雪上加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介入下，為打消銀行呆帳，大財團必須專注本業，無法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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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樣透過母公司支援的方式，繼續支持不賺錢的有線電視部門，結果

虧損持續擴大，導致許多業者紛紛宣布倒閉，數以千計的媒體從業人員

失業。金融海嘯拖垮韓國經濟，連帶也對有線電視的發展造成嚴重衝

擊。 

這段時期電視產業結構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首先是重新開放無線

電視市場，讓 SBS 取得商營執照並順利開播，打破以往國家壟斷的格

局，接著讓有線電視合法化，媒體數量激增強化競爭，促進內容多樣

化。即便軍人專橫的陰影仍籠罩著媒體，暗中掣肘電視媒體的發展，這

段時期卻奠定了日後三大電視台寡占競爭格局的基礎。 

三、反對黨執政和電視產業化（1998~2007年） 

在 1997 年金融風暴的斷垣殘壁中，反對黨領袖金大中當選總統，

韓國政治經歷第一次的政權和平轉移。長期為自由民主奮戰的鬥士與媒

體的關係卻不平順，因為金大中打著改革的旗幟上台，而既有媒體幾乎

都是在舊勢力羽翼下得以茁壯的，自然需要時間磨合。2002 年盧武鉉

勝選，顯示改革勢力獲得支持，政府對電視媒體的掌握也從過去的直接

干涉轉為強調依法管理。 

韓國政府在 2000 年通過《廣電法》，此法規範的範圍包含無線電

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與數位電視。為了從金融風暴中迅速恢復，金

大中政府決定吸引外資重建國家經濟，其中，有線電視產業最符合 IMF

開放文化與媒體產業的要求，因此成為開放的主要標的。根據此法，政

府放鬆對財閥與新聞通信社經營電視媒體的限制，原本行之有年的核發

執照的制度也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開放註冊制（open registration 

system），這樣可以讓提供多種節目的製造業者建立新的頻道，並藉此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二期  2015年 1月 

‧12‧ 

增加市場競爭力。簡言之，政府希望透過放鬆管制促進有線電視產業的

發展，鼓勵更多資金投入節目製作（Nam, 2008）。 

同時，在媒體改革團體長年的呼籲之下，此法也確立公共電視台服

務公共利益的發展目標，無論是節目類型或節目配額都有明確規範（林

麗雲，2011；Kim, 2001）。其次在財源的部分，除了公共電視台有民

眾繳費作為部份收入（如 KBS），其餘電視台的收入還是以廣告為主

（陳慶立，2008, 2009）。電視台之間的收視率大戰雖隨著市場開放日

益激烈，但仍能維持節目多樣性及兼顧公眾需求，原因是公營的韓國放

送 廣 告 公 社 （ Korea Broadcast Advertising Corporation ， 簡 稱

KOBACO）在此時發揮作用。KOBACO 擁有廣告時段的專賣權力，為

了保障節目多樣性與公共性，會重新分配廣告收入，補助製作不同類型

或題材的節目。此外，政府引導大財團投入節目內容生產，除了避免財

團壟斷而禁止經營系統業，財團可以投入經營節目製作公司以及電視頻

道（林麗雲，2011）。故一般認為，金大中時期的規劃替韓國電視產業

打下良好基礎，是後來韓國能大舉輸出文化商品的關鍵。 

媒體改革除了透過法律手段，也透過政治手段。就算是與軍政勢力

合作的金泳三上台，在推動各項改革上也處處受到傳統官僚的掣肘及保

守派媒體的非難，因此不難想像身為第一個改革派的總統會面臨多大的

挑戰。過去，以非法手段籠絡傳播媒體一直是政府與媒體維持關係的重

要方式之一，但當政府與媒體關係緊張時，這將是政府整肅媒體的把

柄。金大中上台後不久，便發現保守勢力扶植的媒體對新政府十分不友

善，對政府的施政大肆批評，2001 年初便開始針對資本額韓元 10 億以

上的公司展開大規模的查稅，包括傳統三大報（《朝鮮日報》、《中央

日報》、《東亞日報》，合計全國發行量超過七成）與三大無線電視

台，試圖利用「正規且合法」的手段馴化媒體（路遙，2003；K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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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pp. 53-57）。 

到了盧武鉉時代，政府與電視媒體的關係已日趨和緩，即便造成衝

突，也尋求合法途徑解決，如查稅和訴訟。雖然仍無法完全避免「插手

干涉」電視台的質疑，但比起威權時期來得正規、合法，因為當時的軍

人政府只會用違法濫權的方式操作電視媒體，且要求它們為岌岌可危的

統治合法性塗脂抹粉。後來，盧武鉉在任內發生彈劾案，兩大公共電視

KBS 與 MBC 不但敢強烈批評在野黨，還對總統與執政黨表達同情與支

持。 

四、保守黨班師回朝及舊勢力擴張（2008年~） 

曾任現代建設董事長的李明博當選總統，象徵右派保守勢力回鍋，

重新職掌政權。政權輪替後，政府與電視媒體的關係一直不睦，2008

年的美牛風波更導致 MBC 集體大霸工，後來還一發不可收拾演變為串

連大罷工，顯示電視媒體與政府之間相當緊張對立。2012 年底，軍事

強人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上台，這位與電視台經營頗有淵源的國家領袖

與媒體的關係將如何發展？因為朴槿惠就任距今剛滿一年，目前尚待評

估，但一般預料，保守派出身的她恐在媒體改革上少有突破。由於還需

長時間觀察，本研究在此不討論朴槿惠上台後的發展。 

李明博就任後與電視媒體的摩擦增加，其中又以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事件最受矚目。2008 年李明博為了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決定接

受美方要求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數日後 MBC 招牌時事評論節目【PD

手冊】（PD Diary）針對美國牛肉問題及狂牛病疫情進行深入探討，新

聞內容播出後引起極高爭議，民眾甚至上街遊行，反對政府罔顧食品安

全，開放美牛進口，各式各樣的抗議活動鋪天蓋地出現。這次風波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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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不滿，沒多久李明博政府就動手重整 MBC 的管理高層，企圖用人

事調整的方式干涉節目內容，或讓許多節目停播，以減少異議聲音。然

而，如此做法不但未能有效控制電視，反而因箝制言論激起大規模罷

工，後來甚至影響到電視產業的運作，不少頻道的節目無法正常播送

（楊虔豪，2012；Na, 2012, May 1; Yu, 2012, June 16）。 

除了整頓既有電視台，李明博政府也出手調整電視市場。2008 年

在執政黨強力動員下，李明博政府通過「傳媒三法」的修正案，廢除原

本嚴格的跨媒體經營規定，希望藉此挽救連年虧損的報業，並推動數位

匯流、培養多媒體產業，以對抗全球化。於是韓國廣播通訊委員會

（Korean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KCC）放鬆對報業的管

制，讓其進入市場經營有線電視，希望藉此增加競爭並活化市場（袁唯

哲，2011）。 

2011 年底，開放四大報業進入有線頻道經營綜合編成頻道（舉凡

新聞、戲劇、綜藝節目皆可播出），Channel A（《東亞日報》）、TV

朝鮮（《朝鮮日報》）、JTBC（《中央日報》）、MBN（《每日經濟

報》）遂順利開播。然而，市場績效尚未顯現，激烈爭議卻已難掩。原

因在於，《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俗稱朝中東）

三大報自全斗煥時期便與保守派交好，右派立場鮮明，政黨輪替後，在

野黨擔心重新執政的保守派勢力藉此壟斷輿論、控制媒體。如前所述，

全國性的無線三台受限於產權結構，只能順從政府與財團的指揮，再加

上讓保守色彩濃厚的三大報進軍電視產業，確實強化「特定財團與政治

力控制媒體」的懷疑（陳慶立，2009）。 

目前韓國電視頻道約有 84 台，無線三台除了原本經營的無線頻

道，加上進軍衛星／有線台，一口氣掌握近 22 個頻道（MBC: 6 台；

KBS: 8 台；SBS: 8 台）。換言之，原有的電視集團在開放有線衛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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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市場後，仍佔有近四成的頻道，可見影響力依舊強大，無線三台壟斷

電視產業的局面仍牢不可摧。韓國的衛星電視乃由無線三台與韓國通信

（KT）主導的聯合公司——Skylife 獨家經營，其下擁有約 150 個頻道

（頻道表參考 Skylife 官方網站）。韓國最大的有線電視業者是由與三

星分家的 CJ 集團掌握，CJ 不但是最大的系統經營者，還經營約 18 個

頻道，包含代理國家地理頻道與專門播放中文劇的 Ching Channel。與

報業進軍電視業不同的是，CJ 集團以食品業起家，站穩腳步後才投入

媒體業，以節目製作、電影企劃，與韓國流行音樂的經營為主，擁有全

韓國最大的電影製作公司、連鎖電影院 CGV 以及藝人經紀公司，專營

娛樂產業，鮮少涉及政治敏感度高的新聞製作。其他頻道的分類為新聞

台 1 台（YTN），購物台 6 台，教育電台 4 台，外國頻道（BBC、

CNN、CCTV 等）8 台，卡通台 2 台，電影台約 3 台。許多頻道更以重

播三台的戲劇為主，幾乎不自製節目。目前韓國電視頻道簡略整理如下

表。由此可見，國家機關掌控的公共電視台與大財閥在政府干涉產業上

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兩大勢力在市場上可謂呼風喚雨，獨立媒體或異

議媒體幾乎難佔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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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韓國無線、有線、衛星頻道簡表 

無線台（頻道數） 有線與衛星台（頻道數） 

KBS（2）： 

KBS 1、KBS 2 

KBS N（ 6）：KBS Drama、KBS Kids、KBS 

Joy、KBS port、KBS W、KBS Prime 

MBC MBC Plus Media （ 5 ） ： MBC Music 、 MBC 

Drama、MBC Every 1、MBC Queen、MBC Sport  

SBS SBS Family（7）：SBS CNBC、SBS ESPN、SBS 

Plus、SBS Golf、SBS E!、SBS MTV、Nickelodeon 

EBS（2）： 

EBS Plus 1、EBS Plus 2 

CJ（18）：Mnet、 tvN、OCN、CGV、XTM、

Olive、Story On、On Style、National Geographic、

Chunghwa TV 、 Tooniverse 、 Super Action 、

Ongamenet、Baduk TV、Catch On、Channel M、

KM、Ching Channel 

OBS jTBC 

 Chanel A 

TV 조선（朝鮮） 

MBN 

Ynews 

YTN 

其他（約 36 台）：宗教台、購物台、財經台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韓國電視媒體政策的回顧 

透過上述整理，可看出複雜的政經情勢牽動了韓國電視的發展。在

軍人專政時代，電視媒體是一種政治工具，電視台被迫淪為鞏固政權合

法性的宣傳機器；在政權轉型的過程中，國家暫且稍微放鬆高壓統治，

市場生態獲得調整；然而到了民主政體，電視台卻仍無法擺脫國家的控

制，每次政權交替必生波瀾。以下將透過法規的整理，進一步了解國家

在不同階段中對電視產業的管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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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強人朴正熙掌權後，希望透過推動《維新憲法》的方式擴大總

統職權，建立個人獨裁統治，接著為了進一步箝制媒體，便在 1973 年

通過《廣電法》，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為由，制定指導方針，嚴

格規定電視台不可製作政治性題材的電視劇，因為這些題材可能會挑起

民眾對國家統一等相關議題的對立（Kang, 2007, p. 498）。除了審查內

容，各家電視台也被要求必須減少日日連續劇的比例，拉高教育性或知

識性的節目比例（至少 30%），原因是政府認為電視劇會助長家庭價值

觀的衝突，或描寫太多傷風敗俗的言行舉止，破壞正常社會秩序

（Chung & Chang, 2000, pp. 106-107）。由此可知，朴正熙利用廣電媒

體向大眾灌輸及強化國家認同感，營造對他有利的政治氣氛，同時透過

立法對電視台所製播的節目內容進行政治檢查，避免人民接收太多民主

政治的概念，對其專制政權造成危害。 

然而，朴正熙並非唯一對媒體進行政治檢查的領導人。透過軍事政

變奪權上位的全斗煥，對媒體的整肅更變本加厲。為了強化正當性，

1981 年通過《言論基本法》（The Basic Press Law），全斗煥以「公共

責任」為名對報紙與廣電等媒體開刀，無數報社被迫停止營業，各地大

大小小的電視台皆被併入兩大公共電視台，全國媒體變成政府搖控下的

「一言堂」，韓國進入言論自由的黑暗期（朱立熙，1991）。在此階

段，除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政治監控，對電視產業產生最重大衝擊的是

由上至下的「結構重整」。私營電視台完全消失，KBS 和 MBC 獨佔電

視市場超過 10 年，政府直接控制電視台的人事、財源及內容，雖然名

為公共電視，卻無公共性質，實為統治者的幫兇，這樣的寡占結構直到

SBS 開播才被打破。不過，在政府刻意保護下，KBS 與 MBC 的規模得

以擴張成為大型的電視集團，對日後韓國電視產業對外輸出奠定基礎

（林麗雲，201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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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盧泰愚上台後，韓國政治向民主化邁進，政府對媒體的緊

錮獲得鬆綁。1987 年底，國會通過《定期出版物登記法》（Periodicals 

Law）和新的《廣播電視法》（Broadcast Law），取代原本的《言論基

本法》。全斗煥不顧外界譁然強力整併而成的公共電視集團，在這個時

期自然成為輿論焦點。原因很簡單，無論 KBS 或 MBC 皆是專制政權下

的產物，專為統治者服務，所以除了「公共性」飽受質疑，在缺乏商業

競爭下，節目了無新意也導致民眾強烈不滿，既然要進行媒體改革，理

所當然要先拿電視媒體開刀。在與日俱增的壓力下，盧泰愚政府不得不

宣布在 1988 年重組廣電市場結構，取消 KBS 和 MBC 獨佔市場的優

勢，進而在 1990 年進一步修改《廣播電視法》，開放頻道並核發新的

商營執照，讓 SBS 於 1991 年開播（Kwak, 2012, pp. 34-36; Shim & Jin, 

2007, pp. 164-166）。 

事實上，這一段媒體改革之路走得並不平順，若非舉辦漢城（現稱

首爾）奧運，政府對媒體壟斷和言論打壓恐怕還會持續。當初，全斗煥

申辦奧運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國際地位，順便粉飾獨裁政權的色彩，淡化

光州事件對韓國國際形象造成的傷害。但在其執政期間，除了各地大小

抗爭事件頻傳，國內政治也陷入紛亂，造成國際社會的疑慮，美國與國

際奧委會甚至警告全斗煥政府，若韓國的政局持續惡化將取消漢城的奧

運主辦權。內外交迫下，全斗煥只好選擇全面妥協，向民意投降，由盧

泰愚出面宣佈《六二九民主化宣言》，象徵接受各界對民主化的要求，

並承諾逐步廢除政治直接干預。因此，與其說是盧泰愚的《六二九民主

化宣言》推動廣電改革和新聞自由，還不如說是 1988 年的奧運解放了

韓國媒體，開啟了改革的契機。 

隨著媒體的開放和科技的發達，1989 年國會通過《有線電視法》

（Cable Broadcast Law），讓更多業者進入電視市場競爭。不過，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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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通過主要是為了因應外來文化的威脅，和媒體自由化的關係不大。

1980 年末期，由於本土節目平淡無趣，日本放送協會（NHK）溢波的

衛星節目在韓國越來越受歡迎，漸對韓國本土文化和國內市場形成威

脅。韓國政府相信開放有線頻道可以降低觀眾對日本節目的興趣，同時

頻道增加還能達到市場競爭和節目多樣化的效果，對強化市場體質、提

升競爭力十分有幫助。即便韓國內部對執照發放標準、主管機關（有線

電視委員會）該如何管控節目內容、（跨媒體）交叉持股的限制等重要

議題激辯不休，法案還是在重重爭議中通過（Kwak, 1999, p. 266; Nam, 

2008; Schejter & Lee, 2007, p. 6）。 

1995 年韓國發射無窮花衛星 1 號，開啟通信廣播的衛星時代，但

是卻缺乏法律規範，所以金泳三政府在 1995 年底提案新版《廣電法》

（New Broadcast Law），新法的目標是為了合併既存廣電法規，如《廣

播 電 視 法 》 和 《 有 線 電 視 法 》 ， 賦 予 通 信 部 （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和情報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98 年合併為情

報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發放執照、監督

營運與節目製作的權力，並授權它們調查電視台和強制懲罰，故此提案

也顯示政府將強化其對廣電媒體的控制和監督。 

金泳三任內好幾次嘗試提案修改新的廣電法，都因故卡在國會，遲

遲無法過關。未能通過的原因須從當時的政治醜聞談起，在先前廣電相

關法規中，無論是 1981 年的《言論基本法》或 1989 年的《有線電視

法》，都是在漠視民意下通過的。而 1995 年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因

官商勾結和私吞巨額政治資金相繼被捕，引起韓國各界和國際社會的高

度關注，加上 1996 年 4 月還有國會大選，執政黨與金泳三政府擔心民

眾聯想到過去的言論箝制，只能想著如何降低這場政治風暴對選情的衝

擊，避免被選民貼上專政濫權的標籤，所以新版《廣電法》便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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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k, 1999, pp. 266-268）。此法的命運多舛，1997 年金泳三的兒子

金賢哲收取非法資金被捕，這場貪污醜聞不但讓金泳三備受譴責，還掀

起政壇風暴，面對即將而來的總統大選，政府為了與媒體維持良好關

係，只好又擱置此法，直到 1999 年底才通過（Kwak, 2010, pp. 84-

85）。 

2000 年金大中任內實施的《廣電法》統合過去的《廣電法》、

《綜合有線電視法》、《韓國放送公社法》、《有線電視管理法》，成

立韓國廣電委員會（Kore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簡稱 KBC）負責

廣電政策的立法與規範（陳慶立，2008）。在此稍前，1999 年韓國政

府已著手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並在文化體育觀光部下成立文

化創意產業振興院，做為主導推動文化、創意、內容相關產業的最高領

導機構，集中發展廣電、遊戲、音樂等產業（相關的文創業法令和部門

沿革可參考郭秋雯，2010）。相較之下，台灣 1999 年才通過《衛星廣

播電視法》，2003 年才處理無線電視公股的問題，而新的統合性監理

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甚至遲至 2005 年才拍板成立，可知

韓國在確立發展方針和法令制定上比台灣快一步。 

歷時 5 年的新版《廣電法》成為韓國電視產業的重大轉折，因為金

大中政府不但重視廣電產業，也積極回應全球化和新科技帶來的挑戰。

在新法中，政府降低廣電和通信之間互通的門檻，放鬆媒體投資上限的

管制，衛星電視的管理也終於有法有據，由包含韓國通信（Korea 

Telecom）、KBS、MBC、SBS 等 159 家公司聯合而成的 Skylife，獨家

取得衛星電視的經營。接著，盧武鉉政府也在 2005 年核發無線和衛星

的 DMB（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兩種執照，前者由傳統的無線

三台、CBS 與 YTN（有線頻道的新聞台）取得，後者則由韓國最大移

動通訊商 SK Telecom 擁有的 TU Media 取得。相較之下，在金大中與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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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鉉等改革派執政期間（1997~2008 年），國家對電視產業的壓制較

少，對新技術的管理或外來媒體的影響皆採取積極回應的態度，顯示領

導人對電視管理的思維已向產業化邁進，而非僅視為剷除異己的統治工

具。 

在改革派統治之下，電視台越來越敢批評在野的保守黨，造成保守

派人士的不滿，2008 年李明博上台後，為了擴充保守派勢力的影響，

並且處理 IPTV、數位匯流、節目出口、網絡升級等問題，決定再度翻

修《廣電法》。新法於 2009 年通過，廢除過去嚴格禁止的跨媒體經營

規定，開放報業集團經營有線電視頻道，在執政黨支持下，與保守派勢

力交好的《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等平面媒體得以

跨足電視，經營有線頻道綜合台（陳慶立，2009；Kwak, 2010）。 

由上述回顧可知，韓國的廣電規範與政治事件相互交織，特別是國

內政局的轉變對電視產業的影響甚大。首先，在政府的特意保護下，公

共電視台不斷坐大，長期累積的實力讓其他新進業者難以匹敵，基本的

法令架構從朴正熙時代到 1990 年代 SBS 成立前，幾乎沒有太大變化，

全斗煥執政後甚至形成市場上僅存公共電視的情況。1990 年代後，市

場結構雖從兩強獨霸變成三強鼎立，私人資本得以進入市場，但政府依

舊掌握兩大公共電視的人事任命，當政者可以輕易將手伸進電視台營運

中，左右整體廣電市場。另外，有線和衛星電視等新媒體很早就出現，

但韓國政府不是規劃錯誤（有線電視），就是法令制定滯後（衛星電

視），有線衛星電視積弱不振，既有勢力還是無人能敵。因此，與其說

是政府協助推動，還不如說是政府扶助壟斷電視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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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韓國廣電法令簡表 

時間 法規 

1973 年 朴正熙通過《廣電法》。 

1981 年 全斗煥通過《言論基本法》。 

1987 年 
盧泰愚通過《定期出版物登記法》和新的《廣播電視法》，取代

原本的《言論基本法》。 

1989 年 通過《有線電視法》。 

1999 年 

新版《廣電法》統合過去的《廣電法》、《綜合有線電視法》、

《韓國放送公社法》、《有線電視管理法》，並成立 KBC。 

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2009 年 新版《廣電法》通過，廢除過去嚴格禁止的跨媒體經營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掌管電視媒體的機構 

電視宣傳容易左右人民的意見，重要性不言可喻，所以無論在軍人

獨裁時代或民主政治時期，韓國領導人都不遺餘力掌控電視、操控輿

論。政府對電視產業的審查監督始終不變，差別只在於，不同時期運用

不同的機關和手法進行管理。根據前述討論，可體認到外國勢力是促使

政府進行調整的主要力量，所以接下來將以 1987 年韓國舉辦漢城奧運

與 1997 年韓國向 IMF 申請紓困 2 個時間點做為區隔，分別討論韓國政

府在民主化之前、之後，以及進入全球化時代後，如何在時局不斷變化

下，繼續維持對電視產業的審查管理。 

一、軍人專橫時期 

無線電波具有公共財性質，一般來說，多由國家主導規劃分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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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新的通訊技術（如有線衛星、DMB、IPTV）興起之前，政府對電

視的規範管制多是針對節目內容，而非技術層面。韓國在國家建立的過

程中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內容上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與意識型態（愛國、

反共），後來軍人政變導致政局不穩、抗議紛爭不斷，政府情治單位對

電視的監控越顯嚴密，尤其在報導政治新聞和批評時政方面。 

全斗煥掌權之後，為了維護軍變正當性和管制言論，控制採用高壓

與懷柔並進的方式控制電視媒體。如前所述，私營電視台在全斗煥的威

脅下，不是關門就是被公共電視台併吞，造成數以萬計的媒體從業人員

流離失所；且為了避免出現反政府的言論，情治單位還會派出人員直接

進駐電視台，所謂新聞自由或編輯自主蕩然無存（朱立熙，1991）。另

一方面，政府也提供許多「甜頭」，好讓電視台與從業人員聽命於當權

者，第一是政府營造寡佔市場，保障電視台穩定成長，沒有競爭對手；

其次是國家同意 KBS 擁有雙重收入（廣告費與收視費），財源穩定不

受影響；最後，全斗煥還利用減稅手段利誘媒體，以減少它們對政府的

批評，除了報業進口器材設備享有優惠，記者也享受減稅優惠（Shim & 

Jin, 2007, pp. 164-165）。更厲害的是，全斗煥還從體系中挑選出聽話又

親政府的記者，出任高階官職，例如部門發言人或青瓦台的秘書等，達

到協助政府控制媒體的目的。至今，許多韓國人民心中仍認為，進入電

視台當記者是走進政治核心的終南捷徑，根據調查，1996 年國會成員

中即有 12% 來自媒體界（朱立熙，1991；Kim & Hong, 2001, p. 84）。 

廣告是廣電產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1981 年全斗煥政府成立

KOBACO，獨家銷售所有廣電媒體的廣告，繼人事任命後進一步掌握

廣電媒體的收入命脈。設立 KOBACO 的宗旨主要有以下三項：（一）

提高電視產業公共性：首要前提為確保廣電的公益性和公共性，若引入

廣告市場競爭模式，業者必定會盲目追逐收視率，造成廣電媒體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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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二）強化節目製作的獨立性：節目製播部門和廣告業務部門

分離，讓節目製作能更自由不受限，減少資金對內容的影響；（三）控

制廣告費用與物價影響：掌控物價與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所謂「羊毛出

在羊身上」，過度的廣告競爭會增加商品成本，進而提高商品價格，若

不加以控管，將影響整體物價波動（引自 KOBACO 官方宣傳手冊）。

雖然 KOBACO 的成立宗旨是抽取部份廣告收入做為廣電發展基金

（Compulsory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Fund），保障廣電媒體的公共

性和多樣性，但實際上就是一個在政府特許下壟斷廣播電視廣告銷售的

公司，權力大卻缺乏制衡。韓國的廣播電視廣告市場因 KOBACO 的壟

斷銷售，交易、價格、廣告量等都受到嚴格審查（Lee, 2007, July 10~11, 

pp. 6-14）。 

二、民主轉型時期 

在這段期間，一方面政治體制正面臨轉型壓力，另一方面新的通訊

科技日新月異，政府也逐漸順應發展，對廣電媒體的管理由過去的政治

檢查、思想管束，漸漸調整為規範產業、引導發展。因此，政府對電視

的規範管制除了針對節目內容，還有技術層面的管理。韓國電視產業的

主管機關在此階段分別是文化觀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簡稱 MCT）與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簡稱 MIC）。 

在軍人獨裁時期，電視被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所以朴正熙自掌權

開始就設立公報部專責政治宣傳，部內設有 4 個局——調查局、公報

局、文化宣傳局、廣播電視管理局，自此主政者可以國家安全為名，恣

意對電視台為所欲為。進入民主化後，民眾期盼走出專制陰影，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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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廣電改革的呼聲不斷，於是 1989 年底原本的文化公報部分解為

文化部與公報處，廣電媒體的業務由公報處下的廣播委員會負責，包括

制訂政策、審核節目和人事管理在內的一系列事務，但其並非真正獨立

的公共機構。1998 年公報處解體，廣電業務由文化觀光部（MCT）暫

代 2 年，2000 年新《廣電法》通過後，業務正式移交給新成立的韓國

廣電委員會（KBC；陳慶立，2010）。 

情報通信部是韓國通訊產業的主管機關，該部門負責郵政業務、電

信政策、電波管理、郵政儲蓄，在廣電部份則負責傳播技術、設備規定

與核發執照。旗下依《通訊基本法》設立「韓國傳播通訊委員會」

（KCC），主要負責維護電信服務的公平競爭環境與消費者權益。雖然

名稱相同，但當時的 KCC 與目前管理廣電秩序的 KCC 不同，位階較低

且沒有核發執照的權力。 

三、經濟全球化時期 

隨著韓國政治步入民主化，為求權力平衡和立場中立，政府傾向減

少直接審查節目內容，而是設立獨立機關來管理廣電媒體秩序，降低民

眾對政府「球員兼裁判」的疑慮。因此，在這段時期最重要的特徵就

是，管理廣電媒體的機構逐漸由委員會（committee）取代政府部門

（ministry）。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韓國經濟，金大中政府上台後，將發

展目標鎖定在知識、文化（影視、線上遊戲）、通訊、科技為基礎的產

業，顯示其體認到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根據 1999 年通過的新版

《廣電法》，在國務總理下設獨立的韓國廣電委員會（KBC），由 9 名

委員組成，分別由國會議長、國會的文化和旅遊委員會、政府各提名 3

名委員，最後由總統任命。委員會下設 4 個次委員會——廣播電視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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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委員會、閱聽人投訴委員會和廣播電視基金發展委員會

（周力上，2006）。 

KBC 負責處理與廣播電視有關的所有事務，其從文化和旅遊部、

情報通信部接管了無線廣播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有線轉播運營

和音樂廣播電視的許可和核准等管理權。同時，KBC 行使由原 KCC 和

韓國有線廣電委員會（Korean Cable Broadcasting Commission）執行的

廣播電視內容管理權。KBC 的職能還包括以前未被納入法律規範的網

路廣播電視內容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其還有權任命公共廣播公司

（KBS、MBC 與 EBS）的董事會成員及其他管理層人員（高安邦，

2005，頁 22；Kwak, 2012, pp. 97-98）。 

2008 年，在李明博與執政黨的強力動員下通過《廣電法》修正

案，跨媒體的經營大幅解禁，並設立廣電通信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KCC），以解決監管權的爭議及促

進數位匯流服務的發展。KCC 是由主管執照發放、廣播政策等的 KBC

與主管技術業務、頻譜分配的情報通信部（MIC）合併而成，是直接隸

屬於總統的獨立機關。KCC 有 5 名常任委員（Standing Commissioner），

其中主任委員位階相當於部長，其他常任委員則相當於政務次長。2 名

常任委員由總統直接任命（含主任委員），其餘 3 名則由國會選任（執

政黨及反對黨至少各佔一席）。委員任期為 3 年，任滿可連任。這樣的

人事安排設計，在起草之初引起相當大的爭論，主要是因為 KCC 承接

KBC 的職權，KBC 的成員有 9 名，總統可任命 3 名，但修法後總統卻

有權任命 KCC 5 名委員中的 2 名（含主席）。換句話說，法案一通

過，總統就擁有 KCC 的主導權，不受國會限制。的確，廣電與傳播通

信結合是數位匯流所趨，但該國總統確實也藉此提高實權、掌握電視媒

體（Kim, 2011）。 

由此可發現，即便在 IMF 接管及外國資本接連叩關下，國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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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運作的邏輯不曾消失，這從管理機構的演變即可輕易看出。一開

始，國營電視台在政策刻意保護下快速茁壯，在軍人獨裁階段因扮演打

擊政敵、剷除異己的打手角色，擁有「公共性」身份的電視台不但只須

對當權者負責，還能在政策保護下賺取驚人收益。民主化與市場開放讓

電視產業變得活絡，但在政策安排下，無線三台的影響力仍一枝獨秀，

新進業者難以望其項背。從歷史脈絡、廣電法規與監管機關進行分析，

現今韓國電視市場寡佔結構的輪廓清晰可見，但是為何壟斷難以打破？

這是一個更值得探索的問題。以下將對公共電視台的人事任命權進行討

論。 

陸、討論：挾公共電視以令產業 

1980 年代初政變奪權的全斗煥上台後，電視產業經歷過一場腥風

血雨的政治整肅，無論是市場結構、所有權分配、法律規章等皆產生重

大變革。國營電視台雖然已轉型為公共電視台，但所謂的「公共」也只

是一張面具，掩飾獨裁者對廣電媒體進行政治清洗的暴行，以及利用政

治宣傳來維護專制。1985 年，韓國民眾再也無法忍受過份歪曲和偏頗

的報導，認為 KBS 未能遵守公正客觀的職業倫理，違反公共電視的精

神，於是在社會團體的串連下，群起支持「拒繳 KBS 收視費運動」，

接著又在改革人士的帶領下進一步抵制購買 KBS 廣告商的商品，試圖

用收視率和廣告收入來逼迫當局向民意投降。隨著影響範圍擴大，KBS

的收視率驟降，連累廣告收益，制裁效果越來越顯著，全斗煥政府對電

視體制的改革自然也就箭在弦上（朱立熙，1993，頁 121-128）。 

同時，韓國國內政治對電視媒體改革也正上演激烈的辯論，毫無疑

問地，各界討論焦點當然集中在「政府」身上。在前任總統全斗煥的強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二期  2015年 1月 

‧28‧ 

制整併下，市場上僅有 2 家公共電視，競爭性不夠以致節目乏善可陳、

品質低落，再加上「公共化」後，政府操縱媒體導致報導立場偏頗，電

視台變成政府御用的傳聲筒，毫無監督能力。1987 年盧泰愚出面宣布

民主化宣言並承諾新聞自由後，民眾強烈表達除了應取消獨佔優勢，還

應減少政府的控制，將電視台還給人民，讓公共電視台真正為公眾服

務。後來除修法開放私人資本，MBC 的股權結構也進行更動，原本由

KBS 掌握的七成股份在 1988 年改由非營利組織廣電文化振興會（The 

Foundation for Broadcast Culture）接手，讓原本是商營的 MBC「名義

上」脫離政府直接指揮，而 KBS 本身則維持不變。 

為何說是「名義上」的脫離呢？韓國三大電視在權力結構方面，

SBS 是商業台，由財團控制，公共電視 KBS 由理事會管理、受政府指

導，MBC 則最為特別，由廣電文化振興會持股七成，保守派勢力掌握

的正修獎學會（朴正熙與其夫人陸修英為名）持股三成。廣電文化振興

會的成員共有 9 位，由青瓦台（總統），執政黨與在野黨各推派 3 名組

成。換言之，MBC 雖在名義上擺脫政府主導，改由獨立的公共機構指

揮，實際上卻更易受政局牽動，因為一旦政黨輪替，MBC 的政治立場

就極易受到影響而改變（楊虔豪，2012）。 

長期以來，無線三台在政策偏袒下勢力不斷擴張，大型的規模和穩

定的財源奠定韓國電視產業發展的基礎，然而政府插手電視台人事，希

望傳播工具能「為我所用」的惡習不改，反而容易為後續產業擴張埋下

變數。關於無線三台的股權分布與相關訊息整理如下表。首先在人事

上，總統握有最關鍵的主導權，KBS 由政府百分百所有，總統可直接任

命社長；MBC 雖由放送文化振興會（FBC）主導，但總統和執政黨合

起來席次過半，一樣掌握絕對提名優勢；私營的 SBS 則長期由財閥把

持，政局改變對領導高層的影響較小。其次在廣告收入上，電視台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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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收入來源沒有自主性，直到 2008 年被法院判定違憲前，KOBACO

是壟斷所有公私營廣電媒體廣告的獨家代理商，廣告主與電視台只能透

過 KOBACO 中介才能做生意，KOBACO 向各媒體抽取固定比例的廣告

收入作為廣電發展基金，如 KBS 和 EBS 抽取 3.17%，MBC 與 SBS 抽

取 4.75%（Kwak, 2012, p. 113）。這筆發展基金支持許多新聞與文化發

展項目，許多記者也受惠於此，有的甚至連出國公差和購屋都能申請補

助，因此被認為是政府籠絡媒體記者的手段之一（Kim, 2001, p. 94）。 

表三：韓國無線三台基本資料表 

 KBS MBC SBS 

所有權 政府 100% 放送文化振興會 70%、

正修獎學會 30% 

SBS Media Holding 

30%、國民年金管理財

團、韓國投資證券、未

來資產金融集團、大韓

製粉等各持 10%以內 

性質 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 商營電視 

管理 理事會 放送文化振興會 董事會 

員工數 4692 名（2013 年） 4095 名（2014 年） 872 名（2012 年） 

收入來源 KBS1 執照費 

KBS2 執照費與廣告 

廣告 廣告 

年平均收視

（佔有率）

2004-2006 年 

KBS1：8.2（17.3%） 

KBS2：7.5（16%） 

MBC：7.9（16.7%） SBS：7.9（17%） 

資料來源： 整合自〈MBC 罷工抗爭深入追蹤〉，楊虔豪，2012 年 12 月，調查

報導公眾委製平台，http://we-report.org/node/369/report；KBS 年報

（http://english.kbs.co.kr/about/annual_report_140611.pdf）；MBC 官

網（http://aboutmbc.imbc.com/english/corporateinfo/brief/index. html） 

；《2012 年廣播電視趨勢調查報告書》，韓國廣播通信委員會，

2012 年 11 月；Media Research, by AGB Nielson, 2006, Seoul, Korea: 

AGB Nielson; Media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by Ki- 

Sung Kwak, 2012, New York, NY: Routledge. 

http://english.kbs.co.kr/about/annual_report_140611.pdf
http://aboutmbc.imbc.com/english/corporateinfo/brie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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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不難看出獨裁遺產和政策保護是無線三台延續壟斷的原因。

正也因為長期壟斷，無線電視台影響力之大，讓所有當政者都無法等閒

視之，有的予以尊重保障自由，有的高壓統治任意打壓，但不變的是政

府未曾交出人事任命權，仍維持一貫的主導，特別是總統對 KBS 與

MBC 兩大公共電視台的影響力更舉足輕重。從軍人獨裁時代開始，政

治力習慣性介入也造成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就是電視台工會罷工頻

傳，這現象可視為媒體對抗政治力介入的反撲。霸工的起因通常都是官

派社長打壓言論自由，盧泰愚時代的 KBS 和李明博掌政期間的 MBC 皆

發生過大規模的霸工抗議。前者雖然是以排斥官派社長做為藉口，實際

上卻是反彈官方長期以來的壓制，在官方堅持立場、不肯讓步之下，情

況越演越烈，甚至造成韓國電視史上第一次節目「開天窗」的情況。後

者也是為抗議報導自由的限制，本由 MBC 報導局（位同台灣的新聞

部）發起，後來甚至串連其他電視台工會形成大規模罷工，導致許多節

目播出中斷，造成數家電視台的經濟壓力。目前為止，罷工是電視媒體

最常使用的對抗手段，以觀眾收視權益和電視台經濟收益為籌碼，威脅

政府不能再恣意濫權干涉。這似乎可視為韓國電視產業自主性提高的現

象，但至今政府對電視產業仍保有絕對控制權，加上近幾年「韓流」鼎

盛屢屢成功輸出他國，促進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說明政府與產業間合

作互惠的關係依然十分緊密。 

正因為國家對電視媒體的控制力強、對市場的規範約束力大，韓國

的電視產業便在封閉的結構下得以穩定成長，同時也為後來節目對外輸

出打下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扶植的公共電視台不斷聚集人才、累

積實力，後來加入的 SBS 也受惠於有限競爭的市場環境得以快速成

長，收視占率直追 KBS 和 MBC。透過對韓國電視產業的研究，有助於

我們理解政府如何與產業建立合作互惠的關係，進而達成國家意志的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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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和政策的有效執行。而且，韓國的案例也說明耕耘本地市場有助於人

才培育和技術提升，國內市場是電視產業得以進行海外擴張的基礎，所

以在產業萎靡和人才流失的情況下談軟實力輸出，無疑是緣木求魚，本

文認為，上述可做為我國政策規劃方向之建議。其次，目前韓國的公共

電視體制可說是政府伸手介入與公民團體抗衡之下的結果，然而，究竟

是政府的介入創造多元的產業結構，或是公民團體的爭取推進了多元化

的發展，仍舊是學理上需要釐清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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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between Korean Government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y 

 

Yi Chih Huang
*
 

ABSTRACT 

The recent success of Hallyu (Korean Wave) first driven by the spread 

of TV dramas received academic attention for its effective national polici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national policy is implemented and local 

industry capacity is maintained even after market opening.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and why state governs broadcasting 

industry effectivel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as been used to explain the 

way that Korean governments had taken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y, the 

changes of broadcasting policies and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TV industry are involved.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strong state 

intervention in Korea did lead to oligopoly, and the governments dominated 

the industry by design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To conclude, this study may 

be of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the governed independence between Korean 

governments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y, as well as how it contributed to the 

stable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broadcasting industry, Korean broadcasters, media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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