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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現代化與民主化是一條漫長的人類文明之路，兩者休戚相關，在相輔相成過

程中，又會導致一方倒退、一方增進的危機可能。而且在地的發展，更會採取片

面引用的行動，導致整體意義質變，如只取「經濟現代化」導致利益分配失衡，

反而有害「民主化」；基進「民主化」，過度發揚主體的立場，忽視制度的整體設

計，反而弱化「公民社會」，有助「商業系統」的獨大。這些衝突，展現出辯證

關係發展的可能。 
 
「第二現代」的發聲，預示了西方工業科技文明，進入到一個更詭譎多變的

年代。首先，現代化的腳步無法停止，增長了人類的知識，生產分工愈發細密，

愈發造成隔行如隔山的社會分殊化。以致，人類必須依賴愈來愈多的專家知識或

諮詢體系，來作生涯規畫或社會建設抉擇時的依據。但是專家系統的精密發展，

也造成與俗人的疏離，以致人類愈發以難能確信的權威為依恃，認可社會建設計

畫，也愈發增高了不確定因子，或誤信權威引發真實危機。 
 
此外，社會現代化的知識專業取得卓越地位，成了政治領域新正當來源，以

致造成一種「次政治」景象：專業技術部門，超越原本行政部門的權威，成為發

號施令的智能，同時也群聚了相應的社會力，導引民間與非營利部門集結，以立

法與請願等行動訴求，爭取公共利益的施行，抗衡技術專斷的治理主權；互動過

程中，也導引非營利組織朝知識密集、跨國性的串聯行動開展，改變了原本運動

與抗爭的策略（顧忠華，1999）。 
 
台灣於 2000 年總統大選後，導致政黨輪替與新政府執政，開啟了無線電視

結構改造與數位電視發展再思考的序幕。政黨輪替，啟動現代化長期積病的矯治

時機，致使台灣電視環境的核心問題—無線產業，面對解構的結局。政府智能思

考的轉換，引進非美式與非商業性的發展思維，導致數位電視轉換歐規起步。營

利勢力的縮小，技術多元的叢生，結合成一股時代的特殊意義，導引台灣無線電

視體制，在二十一世紀初邁向了微弱的曙光。在這波變動中，公共電視的研發資

源與行動，扮演如何的角色，與享有如何的施展空間，本論文希望就此時代事件，

進行詮釋，為現代化發展史上，留下新頁。 
 

第一節  現代化未成問題與第二現代對策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功，帶動了民生消費，尤其自越戰發生後的戰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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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出口暢旺的貿易，讓台灣的財富開始累積，於是刺激了人民購買電視的欲

望。在政治威權的指令下，先期開辦的商業電視，由侍從政治人物經營，意外獲

得市場收益，導致威權體制的其他利益團體，介入電視事業，相繼成立電視台，

並成功引領台灣電視從黑白變彩色的轉變。 
 
然而技術的成功，伴隨而來的，卻是電視節目品質問題的恆常爭議，使官僚

與社團對電視的批評如同間歇性的陣痛，每隔一定時程必然發作；自 80 年代以

後，政治新聞報導不公的議題，也必隨每次公職人員選舉而產生爭議，引發社會

動盪。電視現代化結果，形成了落後的統治指標，同時抑制國民參政意願，誘發

短視獲利心態，並且除了師承美國商業電視經驗，閉鎖台灣電視發展模式於世界

其他潮流之外。這種惟「經濟性」現代化是論的施政，導致電視制度停留在現代

化不全的階段。 
 
遲來的民主，伴隨著基進的現代化過程，使後現代觀念意外地接合台灣解除

戒嚴法管轄的空檔，造成社會發展視野的多元化，導致現代化問題解決對策的不

一；在社會各方角力下，透過執政勢力釋放頻道的煙幕，引發台灣社會力對媒體

資源的競奪，不但現代化問題遺留未處理，現代化的公共建設也以「小而美」的

電視台聊備一格。但以「開放」之名作為「民主」的價值，反而形成更大民主危

機，具體的例證就是「有線電視」對台灣社會的壟斷意義。在同一背景的民主化

發展下，台灣未如南韓，因媒體開放，形成區別的電視市場，讓無線與有線電視

互相競爭；反而因經營行為的放任，形成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化」定位；產業用

非正式經濟部門的本地作法（張煜麟，1997），以超低價與垂直整合的行銷策略，

或默許偷接與色情片播放誘因，使有線電視短期內快速擴張，形成全國獨佔的電

視接取平台（翁秀琪，1993: 466；林靜宜，1996）。然而該系統缺乏本國製節

目投資、公共頻道區域規畫、分級付費的合理經營、及系統與頻道商之間不透明

的契約關係，持續造成內容與服務的爭議。 
 
無線電視反民主結構未變，有線電視快速壟斷市場，導致在 2000 年政權轉

移的大選前，台灣電視無論在本國節目與技術研發上，都呈現低迷狀態；而且政

府媒體政策宣言中，仍然沒有任何針對問題而來的結構改革提案；反而呈現數位

革命一片美好的情勢，侈言所有參與業者儘皆獲利，沒有獲利風險也沒有衝突。 
 
2000 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長年所代表的媒體政策權威下台，碰巧地與台

灣無線電視環境中，所須變革的內在壓力一道匯流，無論是數位電視低迷或收視

市場佔有率逐年下跌、公共電視面臨的三年評鑑，這些動向都與鬆動的政治結構

產生新的衝擊。奠基在台灣無線電視特有的劣勢上，美國商業無線電視網的長期

發展願景，逐漸不被台灣業者所認同，而美國國內數位化相對的利益（保障既有

頻寬與廣告收益） 與威脅（被轉作無線通訊使用）又不存在，於是促使台灣業



批判台灣的電視政策，2000-2002：無線電視台公共化與數位化之思辯 

 268

者與美國模式逐漸疏離，提出轉換發展數位電視歐規的需求。 
 
而公共電視自 1998 年開播以來，又形成另一種參考經驗；2001 年「新視

野：公共電視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上，公視領導階層正式主張節目市場「佔有率」

與「優越性」並重的經營策略，宣示師承歐洲為主的全球（擴及亞非洲等後進國

家）經營理念，與美國公視的邊陲化角色告別。這些未來展望的走勢，與總統大

選白皮書的無線電視「公共化」政策意向，不謀而合（脫離民主國家的少數電視

模式：聊備一格的公共電視制度）（翁秀琪等，2001）。於是電視數位化的發展

取向，在採行歐規與現有公共電視穩定規模的影響下，逐漸導引至「以解決現代

化遺留問題」的方案中作思考，將公共化的需求與助力納入考量。 
 
換句話說，正是將「數位化」與「公共化」視為對等方案併行，而且以「公

共化」為政策目標，「數位化」為「促進目標達成」的有力取向之一；而非採取

先堅實公共服務體制，再論數位化的可行性，如紐西蘭的經驗；也非逕行數位化

發展，逐步等待來年公視達成多頻道建設後，再定義公共化服務的內涵，如新聞

局結構改造的局內意見。改革思考，試圖對後進國家發展路上的矛盾抉擇—如何

在短時間內達成現代國家經年的革新成就？—提出明確地解答：以對現代化問題

「對症下藥」的方式，來回應不斷現代化的趨力。這是一條不易之路，但可修補

後進與先進國家之間人文發展上的斷層，避免誤植理想，產生質變；最終使窄路

逢春，曙光乍現。 
 
因此本論文透過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解析，再參與實際政策遊說與制訂的工作

後，得出以下的改革思維： 

一、 無線電視過度商業化的弊病，已移植到「無線電視化」的有線電視系統中，

並成為台灣 80%左右的電視家戶賴以收視的服務；現代化不全的過度商業

化與單面向、兩極化的言論思維，仍充斥於電視文化中，證明經濟現代化

的後遺症依舊存在； 

二、 因此無線電視改革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尤其應從本國文化平台角度切入；

訴求的角度，應從人民已有的財產之上（有線電視的多頻道），進一步提昇

需求（物質不再匱乏，而是風險的誕生與承擔），導引社會正視影視危機（無

品質的多頻道產生多災害），從而由意識上建立改革共識； 

三、 人類社會體會到風險存在，進而投資更高的科技來防治風險發生，於是以

現代化革新現代化成了一種弔詭的現象；正印證數位電視對台灣無線電視

的效應，也是本研究從數位化切入公共化政策的思考所在； 

四、 因此，本研究以第二現代的觀點，思考近年台灣進行無線電視改革運動的

特性，如何透過現代化基礎，展現新意；一來藉由網路技術與素養，改革

運動廣泛地向跨國層面的資源連線，來推動公共電視與公共化的數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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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二來改革路徑由「次政治」的路線，進入科學—技術—經濟領域內，

提供資訊、知識並與有進步潛力的組織結盟，擴大市民利益的代表性，由

此形成壓力，進一步影響實際決策的領域，執行公共利益取向的政治方案。 

 
換句話說，台灣在 2000 年後，與公共化平行發展的數位化無線電視政策，

擁有相當促動公共利益擴張的因子，用以凸顯公共化的重要性，並從底層革新（數

位化的傳輸部門），然後逆勢向上，期望商業電視結構鬆動，產生改造的空間。

促動此因子運動，在於公共取向的知識與資源的擴散，使國家無法迴避民主化的

全球共通開發經驗啟蒙，拆穿資本擴張邏輯的單面之宣傳，導致技術、經營與政

治專業互相交流，推演出較進步的現代化發展路徑。 
 
在後進國家邁向先進之林的路徑上，本研究觀察公共電視研發資源如何從技

術的「民主化」意義上發揚（見圖 7.1.），導引展現數位化科技在無線與公共電

視上的應有的「先進」面貌，這種將技術  (technics) 與技術背後的價值 
(techniques) 一同引進的取向，與只以經濟現代化為標的之傳統發展模式，產生

碰撞。然而在這碰撞過程中，逐步尋找改革之路階段性的踏角石。 
 

先進民主國家                先進公共電視制度 
 

         後進民主國家      後進公共電視組織 
 
  
                技術蛙跳                    制度蛙跳 
                             分析 比較 

科技期望                                                 經營革新 
技術公共利益           （數位化）           標準公共服務 

(理念實踐的開創）                                               (理念實踐落差的彌補） 
 

實用主義之推演 （理想進入相應的社會現實與歷史結構） 
 

圖 7.1. 無線電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第二現代路徑 (1) 
 

 這些踏角石包含了內閣制度、管制機構、專業市民組織、以及全備的公共電

視發展資源。本研究發現，公共電視是以資訊與知識，逐步擴大結盟的對象。首

先公共電視內部的數位電視小組，以技術與營運政策的專業形成內部結盟，共同

出席各種數位電視的場合，以不同專業領域之觸角，結交發展數位電視的盟友，

最後得到結盟對象的交集，成為向外發展的聯結點；而長期在公共電視研發網站

上架的數位發展文獻資源，也成為發展理念定時交會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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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化導向公共化的歷程上，研發部逐步與數位電視委員會與相關者家 
電業者、數位電視聯合辦公室、新聞局廣電處、NICI、電信總局、立院教育文化、

科技資訊委員會等相關單位，達成資訊互惠的非正式關係；以這種潛在脈絡，在

適當政策抉擇點上，產生建言的效果。因此，第二現代的第二步，逐步將先進國

家電視制度中相關環境的互助關係，建立起來，成為公共電視體制擴大的直接與

間接助力；而歐規的數位電視著重公共利益、共同開發、基本服務普及的概念，

也逐漸從這樣的管道，進入數位電視的決策論壇；於是在落實數位開發的意圖

下，尋找「無線電視主體」以執行數位化的問題 (公共或商業電視台)，逐漸受

到重視 (見圖 7.2.)。 

圖 7.2. 無線電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第二現代路徑 (2) 
 
公共電視台觀察世界廣電媒體發展趨勢，並綜合先進國家公共電視面臨數位

化挑戰的策略思考，於 2001 年「新視野研討會」上，呼應 BBC 委託 McKinsey
顧問公司的研究結論（1999）。這項研究進行全球四大洲公共電視的大調查，以

市場調查的手法，勾勒出公共電視台在雙元競爭電視市場中（公共與商業）的利

基與走向。環繞在市場佔有率與節目獨特性 (distinctiveness, 與商業節目區別) 
之相關上，研究結果清楚地發現「健全之公共電視」的財務制度，使前兩者朝正

相關方向發展，並使其更有競爭力，與商業電視台良性互動，生產有口碑之節目，

而所有良性發展皆奠基在全民稅捐概念的收視費制度上。 
 

 航向如此願景，公共電視將以全備服務的觀念，向社會傳遞應有的公共服務

面貌；而且面臨數位電視多頻道的可能，現有公共電視台不可能在短期內開發如

此經營規模，在空有頻道的壓力下，反而導引了成立公共電視集團的議題；順勢

而言，將「正當化」轉換現有國有商營的電視台成為公共電視台的政策，不但搭

配填補彼此節目的取向，同時提供足夠傳輸頻譜資源，開發共同營運的歐洲數位

電視規模。 
 
 而公視與現有分散的主管機構之往來關係，預期將可進一步作為未來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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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委員會之助力，建立所須的廣電管理智能；不過立法院所展示出對廣電政策

的良性建構效用，則是促進未來公共利益建設的更重要動能，值得關心團體、媒

體與其建立更系統化的聯繫關係。就廣大社會中的市民團體或產官學組織而言，

除了現有基礎持續良性結盟外，現階段公共電視尚能以國際性公民社會活動的參

與，作為階段性替代策略。公視已與相當的國際層級機構 (超越以美國為主要參

考的模式)，建立多元交流關係（見表 7.1.）；這些機構包含了跨國機能的區域管

制組織、專業的自發組織、市民與產業代表、非政府國際合作組織以及政府公共

管理機構等。由此引進跨國的共通經驗，發展未來公共的數位媒體，成為國內傳

播產業與民間弘揚公共利益的標竿，使民主化的精神在廣電領域內發酵壯大，導

出國內應有的市民組織，促進產官學民主的合作。本論文在此預期，一個統合的

主管機構、與瞭解產業、公眾需求的立法機構、與活躍的市民團體、全備的公共

電視服務，將是導引台灣社會進入先進廣電體制的基本因素，達成如圖 7.3.的走

勢。 

圖 7.3. 無線電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第二現代路徑 (3) 
 

表 7.1. 公視研發對外交流之廣電公共資訊網絡 
國別 組織 成立宗旨 交流內容與機制

NHK Broadcasti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廣電與社會關係的全面

性研究 
Quarterly Newsletter 
Annual Report 
Information exchange

日本 

NHK Hoso Bunka Foundation 委託大型廣電專案研究 Newsletter 
Information exchange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歐洲公共廣播電視體制

經營與研究者 
Diffusion Quarterly,  
Access SIS 
Information, EBU 
Technical Review 

DigiTAG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ction Group) 

歐規數位電視產業策略

研發聯合會 
Newsletter, IBC 
Annual Convention 

瑞士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 (JMM), 
NetAcademy on Media 
Management 

電視經營管理研發 JMM, News,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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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 (CMRTV) 

公共廣電經營的國際聯

盟 
Membership 
Document exchange
Research participant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CCR) 

歐洲媒體發展研究 Associate 
Membership, ECCR 
Mailing-list 
Conference 
participant 

比利時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 on 
Broadcasting 

公共電視經營與新聞自

主運動 
Tokyo Conference 
participant  
Alliance relationship 

Digital Law Net 全球數位電視發展與法

律研究 
TKR-Newsletter, 
IJCLP 

European Institute for Media (EIM) 歐洲媒體政策研究 Document provided 
European Platform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PRA)

歐洲廣電管制機構聯合

組織 
Document provided 

德國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FES) 

資助第三世界廣電事業

發展 
Document Request 

Media Division  
Council of Europe (COE) 

全歐公共電視發展政策

擬定 
Document provided 法國 

IDATE (institut de l'audiovisuel 
et des telecommunications en 
europe) 

數位化電訊媒體產業市

場研究 
Newsletter, Reports, 
Publications 

Commonwealth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CBA) 

英語國家公共電視台同

業發展組織 
Affiliate Membership 

The Digital Television (DTG) 
Group 

英國數位電視發展產官

學組織 
Newsletter, IBC 
Annual Conven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IIC) 

世界廣電與電信組織發

展研究機構 
Subscription Member,
Access Archive 
Information provide 

News World International Ltd. 國際新聞自主發展機構 Newsletter 

英國 

Informedia 國際廣電產業市場研究 Publication, Access 
information 

芬蘭 Y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Digita, Platco, Sofia, Conax 

開發公共電視數位化產

業之組織 
Information exchange
RIPE participant 

NORDICOM (Nordic 
Information Center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北歐傳播學術研究組織 Nordicom, 
Publication, Media 
Trends 

瑞典 

The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廣播電視主管機構 Document exchange

挪威 Nordic Media 北歐媒體訊息通訊社 Newsletter, Annual 
Report 

Interactive Dept., Danish Radio 公共電視台研發互動電

視部門 
Videotape, Workshop, 
Research Report 

丹麥 

Center for Tele-Information 
(CTI),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電訊傳播科技研究院 Newsletter, 
Document, Working 
Papers 

荷蘭 Netherlands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NOS) 

公共電視台 Newsletter 
Technical Knowledge 

Friend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FCB) 

公視之友組織 Newsletter, Annual 
Report, Research 
Report 

Culture Industries Research 
Centre (CIRC) 

數位時代電視經營研究 Conference 
participant, 
Document, News 

加拿大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IRPP) 

公共電視政策研究 Policy Options, 
List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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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 (PBI) 

國際公共廣電事業發展

交流組織 
Membership, 
Access Databas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NETA) 

公共電視教育功能研究

學會 
Conference document 

Current  美國公共廣播電視資訊

通訊社 
The biweekly 
newspaper about 
PBS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s 
(APTS) 

美國公共廣播電視聯合

勸募遊說組織 
News, Workshop, 
Access DTV 
Clearinghouse 

The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Benton Foundation 

電視政策發展研究 Listserve, Document, 
Videotape 

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 (BEA) 

廣播電視研究學會 Research Report 
provide 

美國 

Media Channel 公共媒體運動組織 Listserv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IRCIT) 

電訊事業研究 News, Publication 澳大利亞 

Australian Ke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Media Policy 
(CMP) 

公共媒體與文化研究 News, Research 
program exchange 

Television Asia 亞洲廣播電視產業研究 Publication, Express 
Service, Executive 
Briefing Service 

Singapor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SBA) 

國家廣電政策制定與發

展 
Envis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BroadcastAsia 亞洲區域廣電發展年度

研討會 
Participant and 
Presenter 

新加坡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MIC)

亞洲區域傳播與發展議

題研究中心 
Membership 

Asia-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AIBD) 

聯合國亞洲廣電職訓發

展機構 
Document Request 馬來西亞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 (ABU) 

亞洲公共電視聯盟 WSIS initiative 
Newsletter exchange
Personal connection 

香港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公共廣播電視業者 傳媒透視，PBI 2001-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這種以資訊與知識，作為革新的工具，再據以改革，存在著高度的游離性，

同時效果也較難檢測 (Kovacs, 2001)。不過隨著資訊流通、交通便利與民主化

教育普及，現今的執政權勢已經更難掩蓋世界不同區域的公共利益發展經驗與共

識（Wallerstein, 1995）；而且自 1989 年共產政權相繼垮台後，自由主義價值觀

之外，相對的競爭選項，逐漸縮小（國有企業方式遭到排除），益發使公共性、

參與性媒體的存在，顯現出相對的替代價值。在數位化發展的衝擊下，結構鬆動

與方向混沌，資訊的釐清功能益顯重要，於是新的現代化運動現象開始產生效用。 
 無疑的，一個有主體的行動者 (垂直分工整合的電視台) 與其資源網絡 (國
際公共電視相關組織連線) 的結合，不斷提供公共媒體的發展模式文獻，在資訊

相對匱乏的媒體市場中，可以展現顯著的位置；同時不斷與全球、先進、鄰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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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驗的文獻交流（見表 7.2.），並引為建言佐證，也可厚實政策論述的正當性。

至於如何在適當時機發揮政策建言的決定性效果，則端視決策的關鍵時刻的參與

者組成，但是平日有備而來的組織，必然可以取得較佳的介入點，這是台灣無線

電視數位化政策形成的近期經驗總成。 
 

表 7.2. 全球公共電視未來發展研究文獻電子流通摘要 (2000-2002) 
國別 研究者 篇名 委託單位 出版型態 

WRTVC 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 

UNESCO Electronic 
(PDF) 

加拿大 

Liudmila 
Kirpitchenko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21st 
Centur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Dept. of Canadian Heritage 
(FCB provided) 

Print & 
Electronic 
(PDF) 

McKinsey & 
Co.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Around the 
World 

BBC (CBA Full Member) Electronic 
(PDF) 

Monroe E. 
Price 
Marc Raboy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ransition: 
A Documentary Reader 

PCMLP, Univ. of Oxford, 
EIM, Federal Germany 

Electronic 
(PDF) 

英國 

Abigail Thomas Regulation of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Age 

Dep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TG member) 

Electronic 
(html) 

荷蘭 McKinsey & 
Co. 

New Media Strategy Dutch P SB (NOS), Minister of 
Education, Culture & Science and 
STER 

Print & 
Electronic 
(html) 

瑞士 EBU/SIS SIS Briefings and 
Database 

EBU Print & 
Electronic 
(PDF) 

奧地利 Rainer 
Schnepfleitner 

The use of funds collected 
fo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Rundfunk &Telekom Austria 
(EPRA provided) 

Electronic 
(PDF) 

法國 Dr. Andre 
Lange 

Developments in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COE 

Electronic 
(PDF) 

比利時 BIPE Digital Switchover in 
Broadcasting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G provided) 

Electronic 
(PDF) 

Goldsmith, 
Thomas, 
O'Regan, 
Cunningham 

Cultural and Social Policy 
Objectives for 
Broadcasting in 
Converging Media 
Systems 

Australian Ke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Media Policy, 
ABA 

Electronic 
(PDF) 

澳大利亞 

Berry, Kelos, 
Lamshed 

Digital TV and 
Data-casting: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MIT, CIRCIT, in.site 
enterprise 

Electronic 
(PDF) 

MPHPT Major Aspects of Japan's 
Broadcasting Policy 

MPHPT Electronic 
(html) 

日本 

Collection 
works 

TV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Japan Media 
Communication Center 

Electronic 
(htm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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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無線電視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辯證發展 

 
 本文接下來再將 2000 至 2002 年間的無線電視政策辯論之意涵，放在更恆

長的歷史架構下觀察，並作民主與現代價值的評論。2000 年起始的無線電視政

策辯論，有兩大發展軸線：公共化，以解決現代化遺留下的歷史問題，為國有商

營電視提供民主化改革之路，強調從非營利的公共服務發展，並促進台灣公民社

會的蓬勃；數位化，以合理化無線電視產業的經營，尋求市場擴張與利基加乘，

使經濟現代化的指標延續更新。 
 
 就兩者表面性質來看，其經營角度應為互相衝突；以過去類比時代的 UHF
的電視頻道、電傳視訊、高畫質電視服務等例子來看，這些單以科技先進的傳播

政策，有助新技術的行銷，卻提高了使用者的近用門檻，最終皆遭到市場的淘汰，

但也造成公部門財源的投資浪費。但這種思維，仍在初期無線電視革新政策辯論

中，由為數相當產官學既得利益份子提出，頻頻作為反對公共化的立基所在。 
 

然而，有趣的是，之後數位化投資對商業電視台來說，非但不是張開雙臂熱

烈擁抱的目標，還是頻頻以各種藉口迴避引進的風險。以台灣與美國同一時間發

展「高畫質」的媒體生態來看，因有相當的內在差異造成以上心態。早在 1998
年以前，台灣媒體已歷練一場不同於美國的現代化挑戰過程。而美國商業電視

網，仍擁有差強人意的收視佔有率，同時繼續經營幾項具有口碑的影視節目，成

為核心的內容供應者，並以競選廣告播送業務，與國會議員緊密結盟，這遠非台

灣無線電視當時能享有的優勢。 
 
 台灣威權時代遺留下的三家無線電視台表現，隨著民主化改革開放，受到社

會益發地不滿與抗議，在經濟發展的蓬勃下，引進的有線與衛星電視成為一股挑

戰力量，吸納了大量的收視戶。以致在數位化引進初期，無線電視已經發生危機

了，必須抱守市場佔有率為第一優先，遑論開發新技術與服務。這股兩相交迫的

壓力，不但迫使商業無線電視放棄繼續擁抱「器物文明」的榮華面貌，同時以絕

處逢生方式提出轉換歐規的需求。從價值轉換而言，數位電視充分發揮了改造與

解構的作用，使商業無線電視台無法繼續擁有保障自身的政經結構，甚至投向與

其本質相斥的公共電視體制，尋求生路。 
 
 進一步來說，商業電視台首先面對的挑戰者，為有線電視與衛星頻道，除了

提供無線頻道以外的選擇，打破政治一言堂的魅力，吸引到電視閱聽眾外；更重

要的，有線電視台以非現代的手法經營，吸收非正式經濟部門特色、使用黑社會

人士、擺地攤心態經營，以一元裝機費、或色情、暴力、政治衝突現場等辛辣節

目訴求促銷，而快速地普及起來（林靜宜，1996），威脅了無線電視業者。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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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進現代化角度而言，有線電視多頻道內容，呈現著嘉年華式的眾聲喧嘩，讓社

會邊緣者以商業化的手法取得發聲權（文化批判論壇，2001），不也是利用 90
年代台灣文化精神，以基進手法超越了現代化無線電視問題的障礙。 
 
 但是多頻道環境的有線電視系統，急速膨脹，形成頻道與系統整合的壟斷勢

力，反而展現了反民主化的特質：以新聞娛樂化、言論兩極化、外來文化、商業

化等品質問題，影響國民參政、投入公共事務、尊重多元文化等意願。如果數位

化重整過程，持續讓有線電視拔得頭籌，那麼相對而來的賣方優勢，將膨脹到損

害消費者更多收視權益；譬如說將符合公益的頻道納入付費層級 (如將國際頻道

BBC、DW 等公共電視列入單一頻道個別付費服務，pay-per-view) （何伯陽，

2003）；或將一般公眾需求頻道與該系統代理頻道綁銷（沒有分級付費制度的

"pay-TV"，不分區段收視；或等到普及率達 60%才採用該制度，如廣電三法草

案第 80 條規定），以數位接收盒機制，迫使用戶逐漸轉換到數位套餐中收視；或

繼續阻擾頻道業者向其他平台合理授權播出，於是現代化過度發展終究傷害了民

主的生機。 
 
 所以就平台競爭而言，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在有線電視之外形成選擇，是

一種有助民主化的基本建設。然而進一步調整無線電視產業內在的體質，則是一

種民主深化的工程，期使公共性質與商業性質的電視專業，可以彼此競爭、適時

合作、調和體質，樹立本國廣電文化平台的內容產業特性。從第三、五章的分析

可知，整個數位化政策設定過程，歷經相當的轉變與矛盾，這其中正深受到台灣

民主化程度之相當影響。 
 
 就 1998 年早期數位化階段，商業電視台願意與政府達成協議，發展高畫質

美規電視，維持了和諧的國家發展模式，一方面合於國內威權政體持續掌權的處

理模式，一方面也是無線電視台內部缺乏民主制衡的力量，無法接受先進想法促

動自我改革，而以器物更新為進步的一貫指標。同一時間，美國更是以政治上種

種措施，促使無線電視台支持高畫質的發展（保障頻寬、限制新進者），但遠離

電視專業經營（促銷先進家電用品、轉手無線通訊使用)，使技術高度「政治化」，

造成其標準在全球各地影響力，急速萎縮，包括台灣在內。 
 
 由於沒有美國相對的產業優勢與國內壟斷結構，台灣商業無線電視逐漸察覺

到堅守「高畫質」的非理性，而且隨著歐日快速發展的對比，落差到無法容忍的

地步，於是轉而投向較「民主先進」的歐規 (即或美國也有 Sinclair 廣播集團從

產業未來發展面，質疑高畫質取向，見張慧君，2000)。雖然歐洲的公共廣電制

與國內的傳統民情不符，但其產業的進步理性與國內政黨輪替後的民主化開放風

氣，反而助其穿透了文化光譜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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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朝北歐較具文化政治目的之「現代化」計畫前行，再進一步執行全然的

「製播分離制」，分離頻道與傳輸以引進更多新進的中小型企業，則與國內產業

與管制機構的文化相去甚遠，所以遭到相當的反彈。但是經過 2001 至 2002 年

不斷折衝與談判後，逐漸得出製播分離與保障既有國家文化平台的暫時政策看

法，正是兼顧了數位與公共化並進的策略，如英國的策略；這項協商後的結果，

生自幾點歷史與現實因素的結合： 
 

一、 持續不斷引入歐洲工業先進國家數位化無線電視資訊，一致顯示無線電

視為文化資產，因此皆由在地政府以公部門資源投入，保障無線在數位平台

中的獨立性；尤其在歐規不斷向亞、非洲國家擴散發展下，更使歐洲發展模

式獲得某種「超越文化」的普同性，特別針對後進國家而言（見圖 7.4.）；

而且歐洲廣電聯盟與亞洲廣電聯盟，更於 2003 年起密切結盟合作，推出資

訊高峰會中公共電視產業對數位化時代的共同建言 (EBU, 2003)； 

 
圖 7.4. 全球三大數位電視規格的分佈圖 (資料來源：DigiTAG) 

 
二、 主管頻譜劃分與使用的機構電信總局，從數位化推動經驗中，體驗到黨

政軍介入無線電視媒體的落後體質，以致在權責範圍內，推動革新無線電視

制度的理念，製播分離制就是宣示目標之一，從而實踐頻譜使用的合理與效

率，並集中發射資源運用與開發（交通部電信總局，2003；吳嘉輝，2003
年 6 月 25 日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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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管與協調傳播科技發展事宜的 NICI，在導向高科技層面，接受公視

與產業建言，與數位電視政策交會，引導了原本廣電主管機構—新聞局，朝

積極規畫與介入發展方式，支持共建傳輸平台，結合頻譜發射相關資源，進

一步導向單一專業事業經營的有效利用模式；結果更影響原行政機關建議以

「執照 (包含電臺與廣電執照) 換發」為政策工具，驅使電視台共塔架設 (新
聞局，2003)； 

四、 新聞局在電信科技界、立法院資訊科技委員、及公共電視的影響下，與

商業電視意見綜合，達成妥協看法，以「製播分離制」精神，修正未來核發

平台執照的規定，列入「廣電三法」草案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對有線與衛

星平台而言這是承認部份的現狀，但對無線電視而言則是一個衝擊與革新； 
五、 現階段對於無線電視的改革方向，立法院與新聞局達成「一公一民」的

共識，也受到支持媒體改革團體監督；預期未來公共電視規模的擴大，有助

進一步推動製播分離制以及保障公共利益的廣播制度； 
 

而在這種保障兼開放的未來趨勢中，無線電視勢必要加強多頻道節目製播能

力，提出有公共價值的套餐組合，以回應國家視其為本國電視文化平台的價值；

這方面服務的提昇，必須有賴於公共電視集團的成立與資助規模擴大；在第五章

表 5.2.的公視經費來源比較下，可知本國國民收視費提撥水準與先進國家相差甚

遠，所以有相當提昇空間，有賴未來公共政策與公民團體的推動達成。另外，就

開放部份，如果未來公集團可以成立傳輸事業部門，合力開發多餘的頻譜價值，

在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下，將所得投入公共廣電的本業所需，將是一筆重要的資

助；最後，制度性的提撥特種基金，來資助公共廣電節目製播需求，也已在「廣

電三法」的草案中第九條，有了明確的規畫。正如 1997 年美國數位電視公共利

益與義務總統諮詢委員會報告，其中就頻道開徵公益基金部份，清楚地指明以營

業額 (gross revenue) 部份比率作為開徵來源。這樣的提撥方式有兩種意義：

一、媒體的公共義務可以制度性外部化，創立基金專業執行，避免因自律與他律

方式造成內容審檢的疑義；二、公共利益的數位內容生產，有穩定的財源，避免

受政黨勢力的干預。 
 
 該報告又說，種種促進數位時代媒體公益的作法，其實寓意著「汙染者付費」

的概念，正如同德國社會學家 Beck 強調的「風險社會」所示：今日人類大量運

用現代科技的結果，創造了高度的不確定感與副作用。以數位時代媒體爆炸而

言，多元頻道帶來五花八門的內容，使國家審檢失靈；然而內容優劣不一，媒體

近用的門檻又難設防，各種謠言、毀謗、非資訊、貶抑人權、散播仇恨的內容充

斥，已如同媒體公害侵蝕社會的立基，亟需一種結構性矯正措施。因此，商業媒

體既使用了稀有的頻寬資源，就應當將此風險列入成本考量，提撥交由專業團體

製播非營利內容，以彌補自身疏忽所造成的文化汙染；而非等到文化環境已被污

染，才來論及心靈環保。台灣經濟成長所付出的慘重生活環境代價，是此政策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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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於未然的設計之正當性。 
 

以上立基與未來支持機制，導引現代化與民主化在穩健的程序中，逐步依階

段而落實，避免了以基進後現代民主的解構方式，導致跳躍虛實的成長（所謂單

方面開放頻道公眾近用），或者投合過度樂觀的科技匯流看法，將電視等同電信

媒體作解禁的建構（採取頻道拍賣、傳輸網招標經營的作法），以下將整個探討

過程中的現代化與民主化關聯因素展現出來 (見表 7.3.)。 
表 7.3. 台灣數位電視政策移動的民主化意向 

Technics    
 內因性  外因性 

政治性 
 

民主化、合理化 

美國 HDTV 
 

美國 Sinclair Group

台灣 HDTV 
北歐製播分離 

 
 

 
 
 

Techniques 

文化產業性 公視歐規數位發展 歐規數位電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外因性：以技術先進為獨有指標，並導致全球普及使用。 

內因性：技術因不同領域需求而因地制宜，並預期切合社會各層面的生態。 (Mansell, 1987) 

 

 以上移動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出，台灣環境內在的民主化與產業理性思維，

逐漸出頭，取得牽引的動能，使美規 HDTV 的願景逐漸除魅，逼使國內業者務

實面對困境，尋求與傳統歷史思維不同的發展路線；這種轉變的契機正逢國內政

權移轉，民主制度開始進入常軌運作，促使公共電視制度的需求性增強，取得各

黨派的信任，協助移入完整的歐洲廣電精髓，同時又依照國內媒體生態，制訂出

長遠的在地發展計畫，這是一種再現代化意義的「現代化」計畫，目的在於致力

形成公共電視集團，解決現代化的電視問題，同時超越 90 年代以來，後現代與

眾聲喧嘩式、嘉年華外貌般的無窮解構動盪，也避免科技匯流的過度期望，防止

頻道爆炸威力提早引爆，以免烏托邦式的影視文明，帶來過度失望。如同瑞典的

電視體制與其他第三世界後進民主國家民主化作法，以鞏固與堅實公共廣電制

度，兼顧開放頻道讓小眾與流行文化得到發言管道，使彼此競爭，互相彌補在民

主化上不足之處，以辯證發展，取得現代與民主的互進。 
 

數位化與公共化整合的規畫，似乎重新拾回 90 年代台灣電視快速現代化中

的斷層經驗。一方面，計畫本身不揭示一種頻道無窮開放、就可導致多元文化的

後現代意涵；反對以新聞局改造結構方案的謀劃，將數位化後的頻道徵收，只開

放公共近用使用，讓其個個有號筒，人人可發聲，然而卻無觀眾的多元假象。反

而強調一種公共電視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的作風，由節目排檔與頻道編

排控管，成為本國住民重要的影視資訊、文化與娛樂的提供者，在如此架構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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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共近用的意義1。另一方面，改革方向直指現代化遺留下的無線電視體制著

手，不被其他平台頻道開放的煙霧所蔽，同時以數位化為契機，重新復興無線電

視文化平台的意義，並以 1998 年以來成長的公共電視服務文化，來回應長年不

滿有線電視壟斷與斷訊之市民心聲。就時代精神來看，公共化與數位化的配套，

的確是一種「第二現代」的反思具現，預期凸顯過往十年基進變革的迷思與低迷

（文化批判論壇，2001），而提出現代化再現代化的解決策略，以階段式的改革，

逐步達到先進公民社會的理想。 
 
本文認為在此當前政策成果解析下，可對論文第二章與第五章的現代化（涵

蓋數位化）與民主化（涵蓋公共化）的歷史發展意義，作出以下的整合詮釋 (見
表 7.4.)：經過三年多來的論戰 (2000-2003)，無線電視數位化的執行方式，促

進了公共化政策的方向，規畫了公共電視規模擴大與電視多頻道服務的發展空

間。一方面將公共電視所經驗的民主決策 (內在專業合作機制) 與參與價值 (節
目研發的交流空間)，向專業領域擴張；另一方面，以公共利益的思維研發數位

科技的推動方向，區別獲利與硬體取向，與歐洲規格發展模式結合。如此符合第

二章思考經緯中，從現代化與民主化互為強化的眼光，進行「第二現代」的規畫，

在產業與民主化整合上，得到一個良性的實踐基礎，與國家政策、市場趨力之間

形成一個相對自主的位置 (劉鴻暉，2000)。 
 

 表 7.4. 公共化與數位化互動發展對現代與民主關係的詮釋 
 相對發展 
 
辯證關係 

無線電視公共化 無線電視數位化 
 
 

對民主化與現代化 
發展的意義 

 
正     負 
 
 
正     正 
(辯證產生) 

增加公部門投資 
形成集團資源互補 
擴大經濟規模 
經營公眾興趣的節目 
(Multi-content 
provider-led) 

數位時代須解禁，避免

公部門的管制干預，造

成 效 率 不 彰 ， 運 轉 失

靈 。 然 而 缺 乏 獲 利 前

景，無線電視私部門數

位化投資發展不前，導

致公部門介入 
 
有助集中資源發展數

位傳輸平台與律定統

一接收端規格，以普

及發展 (Service-led)
(負向不成立) 

公共電視集團形成，強

化專業精神，發展符合

公民需求的非營利與非

宣傳的電視服務 （民主

化與現代化攜手並進）

強∕強配 

                                                 
1 2001 年英國學者 James Curran 訪台，在公共電視發表演講時指出：未來數位化頻道中可以開闢

一種自由頻道概念，由具有製作人實力 (producer power) 的專業工作者，運用公共資源，從才華

中自由創作節目，於頻道上展現新意，並在都市以外區域成立製作中心；此種近用概念，與台灣

小眾錄像媒體成長之經驗，較能達成一種合作的推廣模式，有助於公共近用精神的再次發揚

(Curran, 2000; 1997)，也是專業主義與人文傳播取向之間的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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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負 
 
 
負     負 
(辯證產生) 

雖可將資源全力投入

節目製播，但未來公共

電視缺乏獨立平台，在

數位環境中被孤立，觀

眾不容易接近，除非依

賴有線電視系統播送

（正向不成立） 

延後發展無線電視整

體數位化，或轉為發

展無線通訊，避免數

位化影響公共服務的

精神 

限制技術投資，強調投

資多元頻道滿足多元文

化，以開放頻道公眾近

用使用，由有線電視傳

送，在商業環境中導引

流行文化與民主 (基進

現代化與現代化問題並

存) 內在強或外在弱∕

弱配 
正    正 
 

公共集團提供全方位

公共服務，並區隔與有

線平台服務之不同（不

強調營利開發） 

數位化提供精準度、

多頻道與行動收視 
 (competition) 

公共服務引領數位電視

發展，創造公民的附加

利益 (現代化協助民主

化活化) 強∕強配 
負     正 
 
 
負     負 
(辯證產生) 

數位化頻道增加，稀有

論不在，公共電視無須

存在。不投資公共電視

數位化發展，維持既有

規模，沒有集團奧援，

以服務小眾區別所有

商業媒體 

放任商業電視台繼續主導

數位化發展，緩慢個別汰

換類比器材，直到2006年

止，維持單一類比頻道播

出，終究被其他平台取

代。(complementary) 
 (正向不成立) 

回復威權政體擁有媒體

特權，圖利商業電臺發

展數位化，公共服務萎

縮；或數位化失去創新

動力，由現有優勢平台

業者取得優先，繼續鞏

固壟斷的生態，並由此

宣告無線平台出局；(兩
種發展皆為重返現代化

不全現象並壓制民主化) 
弱∕內在強 或 
弱∕外在弱 配 

正     正 
 
 
 
負     正 
(辯證產生) 
 
          

公共電視集團運用公

共頻譜資源生產利潤 
 
引發國家削減補助經

費，迫使尋求自給自

足，導向市場價值經

營，趨向商業化 
（正向不存在） 

數位電視提供附加價

值與電信服務，創造

公共電視服務以外的

經營利基 

公共電視數位化，導致

本身質變；或成就科技

匯流多頻道環境，導致

成為共同載具中的頻道

業者，必須付費或競標

頻道使用，失去文化特

許身份 (經濟現代化取

代民主根基)  
先強後弱∕強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改革思維也面臨重大的內部挑戰，這些反對意見產自

90 年代以來的基進現代化過程—後現代的導引。先有新聞局結構改造報告認

為，應由公共電視數位化後的多餘頻道，徵收後作為公共近用或公益頻道使用，

但卻不論經營的主體為何，並無須成立公共電視集團；後由傾向支持數位革命的

專家背書，認為頻道爆炸，多元文化已經不是問題，扶植公共空間的言論主體已

不合時代要求，因人人都可作媒體，取得發言的權利。同時有線電視數位化，更

宣稱擁有 500 個頻道的實力，開放讓政府公益使用，成為系統推廣策略之一（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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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強，2002）。如果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發展，那無線電視數位化就無須進行發

展。這種忽略專業主義與收視佔有率重要性的另類思考，反而投合未來技術導向

與資本集團媒體意圖建構的媒體空間。如果公共電視停止數位化，維持既有規

模，將其精力投注小眾品味的電視節目，將自行邊緣化，形成未來頻道爆炸套餐

中的小菜；這樣從改革團體自我內在來看，是多元的民主建構；但是從媒體外在

環境來看，只是附屬的電視景致，作為商業化內容的陪襯，而且使台灣主流影視

環境無法挹注新意得到改善（林照真，2003），如此等同拉丁美洲的電視產業構

成：一種菁英階級滿足的外來文化多頻道、大眾普及的商業化多頻道、搭配邊陲

化的公共與社區廣電服務。從此而論，民主化的基進反而造成「經濟現代化的勃

興，公共化政策的淪亡」之辯證關係。 
 
 即或是支持公共化政策的紐西蘭政府，由於不先執行國家電視台的數位發

展，導致轉型的公視 TVNZ，在數位平台建設上，縱使有能力自行使用衛星廣播，

但也必須受到先進市場的商業電視—「新聞集團」 (News Corporation)，其整

體系統 (從發射到接收端) 的制肘；最後必須與其談判共用同一用戶接收機制，

才能合理運作。以英國於 2003 年極力掙脫「新聞集團」—BskyB 衛星鎖碼系統

就可知，公共電視透過商業體系向外播送的劣勢，所以公共電視的無線傳輸網，

應要有獨立與長久的經營規畫，數位化就是一個可再起與嘗試的路徑。 
 
 然而，從表 7.4.辯證關係的最後兩種選項來看，則導引出更急速辯證的前

景。以數位化發展為不變的軸線來看，現有的無線電視的數位化計畫，由於來自

年度預算的支持，非法定的制度，所以存在著高度的政治不確定性；再以現階段

國民黨不願放棄中國電視公司的所有權來看 (謝鈺鈺，2002)，未來政黨執政屢

經輪替，則可能使原計畫生變，轉變為以商業或市場取向來推動數位化基礎建

設，壓縮公共電視的擴張空間。此外，更為弔詭的問題可能還產出於現階段數位

計畫的內涵；依據支持數位媒體匯流的人士指出（數位視訊多媒體月刊，2003），

電視媒體數位化之後，應當等同電信媒體的規畫，導向製播分離制度；而頻道特

許制將改由競標的開放制度，依照電信自由化的精神，鼓勵新進業者進入，同時

未必要保障現有業者（簡淑如，2002: 580；李順德，2003）；正如 Syversten
指出（2000），未來公共媒體等同共同載具中的頻道，必須以合理條件付費才能

通行。如此，公共與文化產業的意涵將大為縮減，媒體又導向頻道多元、選擇爆

炸的資訊時代商業，民主化的意涵，在現代化發展中反而逐漸黯淡。 
 
 於是本研究認為，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長期辯證關係，繼續在台灣媒體民主化

建構與產業現代化轉換上，提供相當顯著的參考意義。兩種改革行進，任一方極

至的發展，皆有可能導致另一者的倒退，此當為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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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變局的省思 

 
本研究最後指出，瞭解現代化與民主化之間長期的辯證關係，最終目的在於

持續鞏固民主化的走勢（Leftwich, 2000）：雖難以防止倒退關係的發生，但是應

盡可能將辯證的相關因素，約限在不導致另一方全盤淪亡的程度，而且要盡力找

出能使兩股勢力內在價值多元存續的可能，如現代化使經濟與文化成長並進，民

主化使個人價值與集體利益共同發揚。 
 
究竟台灣無線電視的發展，相應於兩大革新議題：公共化與數位化政策，會

在全球潮流與在地經驗的現代與民主化趨勢中，斧刻出如何令人期待的遠景？如

果台灣無線電視的競爭力可抗衡於有線電視，形成另一選擇，促進服務多元，想

必是民主社會中的基本福祉。如果期望無線電視業內可形成有效競爭，導引研發

投資，創造獨特性的節目，而非只是獲利考量，則促成公共投資與商業勢力平衡

是一種可期待的想法。如此使電視台業務可以區別，而不是競相瓜分同一利潤大

餅，產生惡性競爭，影響節目內容，重導歷史覆轍。數位化後，無線電視的多重

訊號傳輸才有內容搭配，提供真正多元的服務，贏回市場佔有率，產生良性循環。 
 

另一方面，數位化先導開發需要投資，公共資源投入有助推動，因此擴大公

共電經濟規模，能回應現時低迷的無線電視困境；公共電視壯大，不以政權喜好

與廣告營利導向經營，增加民眾參與電視文化空間，如此有助數位化內涵的建

構，推出人民基本需要的新科技福祉，這是一種現代與民主相輔相成的規畫。 
 
但是 2000 年民主化與政權輪替開始，新政府則必須遵守民主的協定，與舊

勢力保持和平相處，避免對其利益產生極大衝擊與傷害，而影響了原本和平轉移

的可能。以致，新政府執政後的「民主」措施，多半傾向於「保守」作為 (Leftwich, 
2000: 640)。譬如說，紐西蘭 2000 年後的勞工黨聯合政府執行公共化政策，就

是一例；在保守與產業勢力的抵制下，無法提出長久的財政制度規畫 (如開徵收

視費稅捐)，只能以增加預算逐年編列來相應；台灣目前公共化的政策，雖然在

執政黨立委的影響下，將會轉換一家國營電視台成為公共電視台，但所須資源的

長期規畫，政府目前缺乏明確提案；所提出的方案，皆是一次支付的階段性財務

策略，如釋出公股收入、科技專案、特種公益頻道標案等。而特許基金提撥仍在

「廣電三法」研議當中，緩不濟急，即或成功也是補助，而非資助。 
 
面對此種困境，依現階段經驗，將有賴公民團體或社團法人組織的運動勃

興，來協助國家抗拒資本勢力；然而在國內公民活動尚待時間成長前，廣泛地與

國際非營利、公共性質組織結盟，引進全球民主的標準，以及相關發展資訊與知

識，來遊說政府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思維，建構電視文化資源與生態，並呼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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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費制度，這是一個有潛能的革新作法。尤其，當下國家亟欲重返國際社會，

取得國際認同時刻，這樣取向在民主運動與民主化意涵中都極具價值 (Sorensen, 
1998: 133)。 

 
不過就悲觀預測，根據第三章分析可知，民進黨政府相關人士從政以來，皆

反對公部門無效率的國有事業，而以中小企業或市場新進者利益為前導，因此對

於公共化政策的議題無法全然認同，這也引發出現代化與民主化發展上的變數與

爭議。以現階段朝野立委、新聞局同等重視「廣電三法」修正時程的心態來看，

對未來科技匯流與多元頻道的發展，施以相當注目與期望。這種傾於相信科技可

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取向，則認為數位化創造了無線多頻道多媒體的可能，從此無

線頻譜將不是稀有資源，則可宣稱廣電管制無須存在，放任市場營利決定一切結

果，因此公共電視投資是不需要的；也可能信賴有線系統的經營與普及能力，將

所有公共頻道都納入必載範圍，從此無線電波再也無須進行節目轉播，沒有數位

電視建設的規畫需要執行，這種匯流政策將導向平台合併、寄望多元頻道、而無

意建構獨特本國文化平台。而在這前述兩極當中（公共文化導向、技術決定論），

因民主程序的介入，尚有許多折衷與妥協的方案，也可能成為抉擇的方向。以下

從本論文整理出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的因素，提出這些可能的發生條件之說。 
 

 綜觀各種可能，公共化與數位化究竟可否攜手並進？研究在此提出分析，作

為透視未來展望的視窗。從歷史的現代化與民主化經驗中，本文提出以下條件說

釐清議題的展望之路： 
 

一、 台灣已經具備足夠的中產階級，成為民主改革的可能力量，進一步預期產

出更多公民團體；如果政府堅守立憲政體，致力深化民主力量，尋求社會

多元溝通與社會共識達成，或走所謂中間路線，將有助於公共電視的擴大；

公部門投資的增加，更可帶動數位化的實際研發，使數位電視的公共利益

可以達成，也可創造競爭的商業利益； 

二、 反之，如果政府未肯定公民社會的價值，繼續放任市場價值決定一切，可

能導致社會兩極化發展，民粹風氣四起，政治反動勢力崛起；搭配上台灣

經濟處於衰退期，將使政府更難施展公共政策，如此不景氣與不確定的陰

霾，將使國家競爭力大幅下降，導致公共化與數位化目標皆終止； 

三、 台灣目前政權轉移後的情勢，面臨了經濟的衰退與大陸的競爭，恐使社會

呈現一股反動力量，希望回到經濟起飛與繁榮的威權時代；如果導致任何

威權屬性政黨執政，將使過去傳統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思維復辟，強調營利，

解除任何公共管制；並以愛國與國家建設為由，要求停止公共化討論，全

力數位化建設，資助有政黨背景的電視台成為市場價值的優勢者，或承接

政府整體營運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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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統無線電視三台，因過去國民黨執政的刻意規畫，為省籍與保守勢力的

利益團體，或不具競爭優勢的國營事業體；是否能在民主化過程中，有效

轉換體質，與社會中堅接軌，停止抗拒民主化；否則，持續退縮或與中產

階級、中小企業相對抗，將使無線電視未來為社會所遺棄，成為被技術革

命的目標； 

五、 中產階級與資本利益、政黨勢力相結合，壓迫勞工、公民社會的權益，將

產生權力統治集團；如此現有經濟優勢的電視媒體集團，取得未來發展主

導權，加上無線電視不思變革過去定位屬性，將使自身經營大幅受限，終

致萎縮。公共化與數位化議題的搭配將不存在，數位化的未來，只反映有

線寬頻事業中，附加價值與分層付費的階級性意涵； 

 
從以上分析中，本研究再將變動因素歸納於下於表（見表 7.5.），以呈現可

能發展趨勢。本論文認為台灣民主化為一變動與辯證的過程，導引動向的主體為

中產階級與民意託付的政權；從台灣過去經驗與全球權勢的牽引得知，若以漸進

革新非革命的步伐來看，自由 (或民主) 主義與威權主義傾向政體，當為兩種未

來競逐政權的主體；而發起動力的執政主體，究竟偏向於公民社會或政經權勢之

價值觀，則決定了本文所指公共化與數位化的政策目標成敗、與公共或商業無線

電視台的遠景榮枯。 
 

表 7.5. 無線電視產業公共化與數位化之未來趨勢因素配對 
自由或民主主義治理走向 威權主義治理走向 中產階級 

與政權 
 
價值取向 

公共化 數位化 公共 
電視 

私有 
電視 

公共化 數位化 公共

電視 
私有 
電視 

公民社會 ＋ ＋ ＋ ＋ N/A N/A N/A N/A 
中立 － － ± － － ± － ＋ 
政治與資本

權勢 
－ ± － － －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記號解說：N/A 沒有相關；＋ 促興；－ 萎縮；±名存實亡或表裡不一 
 
 以上表顯示，台灣現今的民主社會，如能學習內閣制為主的民主國家，繼續

投資公共建設，將使公共化與數位化政策皆獲利；但是如果政府繼續遲疑不為，

延宕改革時機，中產階級失去對現有無線電視期望，將使其逐漸遭到淘汰，而公

共電視只是聊備一格，兩項政策議題即失去意義；但是如果政事持續空轉與內

鬥，將使經濟繼續萎迷，造成威權思想興起（徐永明，2003），將有助於市場價

值與商業電視興起；不過如果政權選擇與現有政經權勢合作，並牽引中產階級動

向，將有利於現有有線電視的數位化發展，提供付費的加值服務；而無線電視生

存空間相對萎縮，數位化前景更加晦暗。究竟無線電視的未來，對台灣政治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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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發展，象徵了如何重要的歷史意義，值得作為論文持續研究主題？以下容再

放寬眼界，從歷史走向透視，為其定位。 
 
 為此，本論文再將公共化與數位化議題，所牽涉到所有相關的歷史過程，作

出以下路線圖譜（圖 7.5.），進行推估與眺望，並進行解析：台灣已內化了世界

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作為一個東亞新興國家，工業與技術發展已成為一條不會中

斷的路線，所以經濟現代化具有指標軸線的意義；而且自戰後威權統治以來，就

在美援計畫中樹立了指導權威。在台灣經濟狀況穩定之後，蔣介石的威權政體，

威權治理 
 
  經濟現代化             資訊社會      產官學組織自主性 
 
  現代化威權與經濟壟斷特權      商業化 財團化 
 
 
 
                解嚴              消費主義 
   基進現代化：後現代 
                                  多元文化 
 
                   自由主義       解禁自由化 
  民主現代化                                                  
                   市民文化       公共自治 
民主治理 

圖 7.5. 台灣現代化與民主化路線的實驗與眺望 
（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就在肅清反對人士後獲得全面主導優勢，同時繼續支持科技官僚發展國家建設，

但貶抑公共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這個政權直至 80 年代以後才逐漸失勢，但無論 
在位得或失，國民黨對媒體政策一本宣傳與商業利潤導向，從未改變，鮮有作過

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幾近全然放任獲利經營；偶有公共電視政策的興議，也是在

開明的科技官僚決策下，才促興起來。 
 
 1987 年解嚴之後，西方先進思潮風起雲湧，在知識份子的促動下，進入台

灣變動的社會中，一種後現代的政治訴求得以普及，同時因尊重不同群體的文化

品味傾向，得到消費與商品價值觀的交相烘托，成為個人本位中心之文化昌盛的

表徵，引領著社會新潮之走向。然而後現代的基進作風，卻對現代化與本國文化

進行解構，對過去發展應有共識高度質疑，形成改革方向的眾聲喧嘩，一時為之

第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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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然而台灣自戰後的民主革新理念，始終未曾中斷；從《自由中國》、《公論報》、

《大學》等媒體早期進行民主抗爭的擴散，集結出以中產階級支持為主的黨外運

動，最後注入以民進黨的政黨競爭之態勢，確立了政治上以保障個人政治與財產

權利之民主憲政，經濟上以開放競爭的公平秩序為目標的自由主義信仰，由此導

引出 90 年代之後，有線電視開放與「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的勃興。然而前者

急速商業化與世俗化，導致後者革新訴求失去立足點，甚至新成立民間全民電視

台落入政商個人干預專業自主的弊病，與民主理想紛紛遠去，自由主義面臨接納

一個痛苦不得已的抉擇（朱雲漢，1998: 35）。 
 
 於是繼起的「公共媒體」運動，提出另一個抉擇與改革，並以國際主義的精

神，併隨同時期後進民主國家 (南韓、南非、印度、紐西蘭) 的廣電媒體改革方

向，提出壯大公共電視制度的呼求；在 1997、2001 年兩階段堅實公共電視制度

成功後，結合政黨輪替的改革契機，提出轉換國有電視到公共電視的改革，將現

代化問題以民主化方式解決；同時以先進民主、國際區域意涵、鄰國之經驗，導

引數位化政策朝建構公共電視集團方向前行，並試圖再促興經濟現代化的產官學

組織之進步潛能（包含技術研發人員與高科技家電產品廠商），一同研發技術的

公益 (整合如德國 MHP 聯盟的對話與決策機制)。預期形成壟斷媒體系統的替代

選擇，同時對比後現代多元文化，提出更深入的民主對話，彰顯再現代化或第二

現代的時代意義。 
 

本研究最後呼籲：無線電視「公共化」與「數位化」議題實為一個適時的表

徵之一，象徵台灣民主化是否能繼續深化到進階層次（蕭新煌，2003），讓公民

社會價值觀擴大；抑或退化至威權的現代化時代，繼續徒有經濟建設而無社會民

主。希望學術研究與產業界，趁此時機，密切關注與介入這一項民主的實驗或「再

現代化」之計畫；此案將活生生地於未來數年中，展現出豐富的文明發展內涵，

否則將嚴肅考驗我們社會未來抉擇民主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