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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普丁的強國策略與媒體關係 

 

  許多人認為，俄羅斯在轉型過程中所帶來的政局不穩、經濟衰退、社會混亂以及公

民社會的弱化等現象，不在於葉爾欽選擇了一個激進的道路，而是在於轉型的方向背離

了俄羅斯特有的國情歷史。或許這是俄國進化的一個必經歷程，但就結果論而言，殘酷

的政治現實，正式上台後的普丁，否定了葉爾欽的轉型策略，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普丁

時代」。普丁一上任，即宣示「強國」政策，透過一連串的政治行動，在第一任期

（2000-2004）內逐漸強化國家政權，形成以「總統集權」為核心的「管理式民主」1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managed democracy），一切由政治主導俄國社會、經濟及文

化的發展，當一切都由政治管控的同時，大眾傳播媒體也無法脫離，又逐漸成為國家機

器所利用的工具之一。 

 

    俄羅斯的新聞媒體雖有成長，但不是實質的擁有新聞自由與獨立性。在轉型的過程

中，媒體雖是大鳴大放，脫離政治檢查，事實上卻被另一股新興力量－「寡頭」控制。

而當國家恢復強權控制，保證了人民生計與國家前途後，大家對於媒體的生存環境也就

不太關心。在此章節，筆者首先就普丁上任後的治國策略做一簡單的概述，再就其「管

理式民主」的特性，來探究普丁政權對俄國大眾媒體的態度與策略；最後，針對俄羅斯

新聞自由程度的結果，加以分析出普丁政權對俄國傳播媒體的發展有何影響。 

 

                                                 
 
1
 「管理式民主」亦稱為「可控民主」，俄文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英文 managed democracy，是指運

用強制性或半強制性手段來結束政治混亂，並且確立總統為核心，政令由上至下完全暢通的國家政治
體系。透過國家權力的加強來結束由激進變革所帶來的社會混亂，實現國家的強盛與發展。「管理式民
主」一詞之用法，曾經出現於 Vitalii Tretiakov in Nezavisimaia gazeta, 23 March 2001; Yevgeniya Albats in 
the Guardian, 11 May 2001; Sergei Mittrokhin of the party Yabloko, in Nezavisimaia gazeta, 23 June 2001; 
Oleg Liakhovich in Obshchaia gezeta, 30 August 2001. 轉引自：Sarah Birch et al., Embodying Democracy: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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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普丁的強國策略 

 

  俄羅斯於 1991 年獨立，在葉爾欽的執政之下，政治上快速引進了西方民主及政黨

制度，經濟上則是採取激進的「震盪療法」和私有化運動。當時，不少俄國人認為這是

對俄國發展的正確道路。但八年下來，葉爾欽僅只證明了他是位「民選總統」，留下的

卻是政局動盪不安、高層權力鬥爭與經濟衰退的俄羅斯，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下降，社

會問題及弊病叢生，俄國國力急速衰退，讓剛獨立不久的俄國，反而開始懷念起過去強

權統治的時代。葉爾欽 1999 年底出人意料地宣佈下台，讓當時的普丁擔任代理總統；

而普丁擁有著年輕、果敢、務實且勇於改革的領導人特質，與垂垂老矣的葉爾欽有著極

大的差異。 

     

    普丁面對的是一個形勢嚴峻的俄羅斯：第一在政治上來說，在葉爾欽執政期間，俄

國高層權力鬥爭不斷，導致中央權力削弱，政令不通，各自為政；更糟的是，因為「私

有化」和「市場化」所形成新的富人階級「新俄羅斯人」，讓社會的貧富差距更大，衝

擊社會中低階層。同時，葉爾欽在掌握權力時，拉攏寡頭勢力，使寡頭透過「家族」操

縱政局，並且掌握絕大多數的國家資源：金融、能源及原料生產部門，透過天然氣及石

油等銷售獲取巨額外匯及收入。因此，在 1996 年時，這些寡頭們提供大量金援，並且

控制新聞媒體，干預政治；2葉爾欽則用政治酬庸回報，官商勾結，金權交易，寡頭積

極參政。第二，自由化的改革讓國家陷入不安的危機當中，民族分立和地方分離主義高

漲，犯罪率急速攀升，恐怖活動日益嚴重，社會混亂無序。 

 

 

                                                 
 
2
 張樹華，＜普京的治國思想＞，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2/02/content_646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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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意識到俄羅斯主權完整受到分離主義的挑戰，1999 年如莫斯科等大城市均受到

恐怖攻擊，造成三百多民眾的傷亡，人民恐懼不安，普丁遂發動第二次的車臣戰爭，在

戰爭中有效的軍事行動及對恐怖主義的強勢，讓他贏得了多數民意的支持。32000 年俄

國總統大選中，普丁在第一輪就以 52.9％的得票率，順利當選總統一職。4面對葉爾欽

政權的遺緒，普丁施政的首要工作在於拯救「失序」的俄羅斯，恢復穩定，並持續國家

建造5（state-building）的過程。普丁運用新的幹部政策和法律專政的方式，垂直貫徹總

統權力、強化中央集權，擺脫金融寡頭利益、社會組織利益和地方利益的束縛，樹立個

人的政治權威。同時，他自此，普丁公開宣示了他的強國目標與策略，建立一個強大的

國家來振興俄羅斯；普丁也成為施政的總舵手，建立強國成為治國方針的首要目標，其

強國策略與措施如下： 

 

 

一、 中央集權，加強法制 

 

    葉爾欽執政的八年中，俄羅斯政治長期陷入混亂局面，政府的能力遭到極大削弱，

無法維持社會穩定和法律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普丁意識到，強大而理智的政權是社會

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主要保障，加強國家權威是解決迫切問題的最好方法。保證政局穩

定、政令暢通及政府運作正常成為其第一要務，也是振興經濟的前提。 

                                                 
 
3
 九Ｏ年代時，俄國政府面對車臣戰爭極其恐怖活動，俄羅斯先後發動二次戰爭；但俄國社會對這二次車

臣戰爭的態度有極大轉變。一九九五年第一次車臣戰爭時，俄羅斯社會幾乎反對政府出兵的行動，在
當時民調顯示有 54%的人持反對態度，27%的人贊成；而第二次戰爭時，贊成出兵的將近五成，保留態
度為 43%。全俄社會輿論中心(ВЦИОМ, VCIOM), 21-24 января 2000,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99.html?no_cache=1&cHash=d0abebfa15&print=1＞. 
 
4
 2000 年總統大選普丁得票率為 52.9%，得票數為 39,740,434 票。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Russia 

Federation, ＜http://www.cikrf.ru/＞；轉引自：Russiavotes, ＜http://www.russiavotes.org/＞. 
 
5
 「國家建造」乃「菁英打造威權以建立政策制訂與執行的結構性架構之過程」。Anna Grzymala- Busse and 

Pauline Jones Luong, “Re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 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0, No. 4 (Dec. 2002), pp. 529-554. 引註於：林永芳，＜普丁的政治威權與領導階層＞，「2006 台北-莫斯
科論壇」國際會議論文，台北：政治大學，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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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首先從恢復憲法秩序、整頓聯邦體制著手，為維護俄羅斯的統一，恢復中央的

權威。他首先發兵車臣，打擊恐怖主義、分離勢力和極端分子，從而拉開了一系列政治

戰役的序幕。再者，其重視政權垂直的強化，並發布總統令，在俄羅斯八十九個地方行

政主體基礎上劃分為立七大聯邦行政區：中央區、西北區、北高加索區、伏爾加河沿岸

區、烏拉爾區、西伯利亞區和遠東區。6聯邦區下轄若干個聯邦主體，並由總統任命聯

邦區總統全權代表，直接對總統負責。普丁欲藉由聯邦區總統全權代表可以直接控制地

方政府的職責，來增加政府中央在地方上的控制力量；當然，這些總統全權代表的成員，

也大都是出生於普丁所熟悉的國家安全局（ФСБ；FSB）及「聖彼得堡幫」的總統辦公

廳，普丁就此提升了這兩個部門的力量。因此，普丁時期的俄羅斯聯邦中央－地方關係

改變甚大，地方層級現已完全隸屬於中央之下。 

  

  除了運用行政人事來改革中央－地方的關係外，還從制度面上來著手補強。由於俄

羅斯以前中央、各聯邦主體和地方政權缺少有效的相互作用機制，普丁因此進行法律改

革、整頓憲法秩序，建立全俄統一的法律空間，普丁於 2000 年 7 月底簽署了《聯邦主

體國家權力機關一般組織原則法的修改補充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ш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 и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 

ласти субь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據此俄國聯邦政府和總統有權力整頓國家

的法律秩序。7今後，聯邦主體的領導人和立法機構如果違反聯邦憲法和法律，總統有

權解除聯邦主體領導人的職務與解散地方立法機構。同年 8 月 4 則又簽署了《地方自治

組織原則法》（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的增修條例，明文規定：地方自

                                                 
 
6
 Catherine Danks,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p.123. 
 
7 趙龍庚，＜普京強化國家權力的方針和措施＞，《和平與發展》，2000，第四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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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立法機構制定的法規和條例，若違背了聯邦主體法規和聯邦法律，其立法機構應予以

解散；聯邦主體行政首長有權解除所屬市政機關主管的職務，但只有聯邦總統有權解除

聯邦主體首府及其他行政中心領導人的職務。普丁以此縮減了地方自治的空間和減弱了

地方領導人在聯邦中央的制約能力。8 

 

  最後，就是要擺脫葉爾欽時期所出現的寡頭集團及葉氏家族勢力。普丁在 2000 年

的國情咨文中幾次談到「寡頭參政、操縱輿論、瓜分財富」等情況，強調國家權力不應

被他們收買或私有化。9俄羅斯寡頭集團在九Ｏ年代中透過私有化，從政府手中獲取了

大量好處，並且與葉爾欽政府建立了密切的政商網絡，操縱政府改革，而扭曲了俄羅斯

的改革方向。普丁一上任後，就用司法手段打擊寡頭勢力，並將克林姆林宮高層體系由

葉爾欽家族勢力換成他強力部門的幹部或技術官僚，普丁徹底掌握大權，而政府行政上

也首重任務及效能。 

 

 

二、 建立「有效經濟」 

 

  在 1998 年金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之後，普丁面對的是要如何讓俄羅斯經濟走出危機。

對此，普丁所設定的任務為：一是設立國家調控體系，國家部門應建立統一的經濟空間，

保障法律的執行，保護所有權，以利提升效率、經濟成長；10這樣來加強俄羅斯國家在

經濟中的作用，特別是國家對大企業、有戰略意義的重要部門，首先是原料部門的控制，

杜絕這類部門形成寡頭，讓大企業在事實上成為聽命於國家的僱傭經紀人，同時鼓勵企

                                                 
 
8
 劉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五南，2002，頁 440-442。 

 
9
 克里姆林宮總統國情咨文，«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President of 

Russia official Web,＜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0/07/08/0000_type63372type63374_28782.shtml＞. 
 
10

 劉清才，＜俄羅斯總統普京的對內政策＞，《東北亞論壇》，2002，第一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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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將部分利潤用於社會福利，對社會擔負更大的責任。11對有政治野心的企業家擁有個

別大企業，或隨後要出售給更有效經營者的大企業，有可能會重新實行國有化，但這將

視為個案。 

 

  第二，建立經濟自由環境。普丁曾提出，其他國家的公民可以享受的正常的經濟自

由，俄羅斯人在自己的國度也應有權擁有。經濟活動應當自由化，官員應放鬆管制和無

謂的監督，讓資本自由流動。2000 年國情咨文中，普丁提到：「我們的戰略方針是：減

少行政干預，增加經濟自由－生產、買賣和投資的自由。」並主張實行「經濟活動非官

僚化」，著力減少政府和官員對企業的無端干預；簡化企業審批手續，減少對企業的檢

查與干預，為企業經營創造自由寬鬆的行政環境。2001 年，由俄羅斯政府經濟部向國家

杜馬提出 14 項法律修正案，目的是防止官員干涉企業活動，簡化手續，減少各種審查

與批核。結果，俄羅斯需要審批的經營專案由原來的五百多個減少為 102 個。12除此，

普丁還計劃要進一步完善經濟機制、預算政策、金融市場和銀行系統，促進非國有化部

門，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 

 

 

三、提高整體人民生活水準 

     

  多年來，俄羅斯在搞政治運動方面轟轟烈烈，但社會領域的改革卻一直被忽略。就

1972 年制定的俄羅斯勞動法，俄羅斯居民的房屋修繕、水、電、煤氣等仍基本沿襲著蘇

聯時期的管理體制和方法。根據 2001-2004 的統計，俄國依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水

                                                 
 
11

 盛世良，＜普京第二任期對內政策的調整＞，《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第二期，2004，頁 98。 
 
12

 張樹華，＜普京的治國思想＞，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2/02/content_646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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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在貧窮線（poverty line）以下，13因此普丁 2004 年上任時就提出，在內政上方面的優

先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運用的手段是保持社會穩定，並且持續不斷的改革。普

丁總統的第一任期剛上任便計劃對土地、稅收、海關、預算體制、勞動領域、公用事業、

教育、養老金等領域進行改革。在普丁的第一任期時，開始先為這些改革做法律文件和

機構上的準備工作，等到連任之時，以漸進方式具體實施難度較大的改革。 

 

    普丁在其《千年之際的俄羅斯》14（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國情報告之中，

對經濟問題上發表了自己的看法：既反對蘇聯時期高度集中的計劃經濟，也不同意九Ｏ

年代初，前總理蓋達（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等人實行的「震盪療法」，認為只有將

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俄羅斯的現實結合起來，俄羅斯才能走向光明；而市場經

濟改革不能完全套用別國的模型和公式，必須尋找適合自己的改革之路，而且必須在經

濟與社會領域中建立完整國家調控體系，讓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發揮更大的影響與

作用，因此，改革必須循序漸進、審慎評估，確保社會穩定，不讓俄羅斯人民生活惡化。

同時新建立的中央政權機關將強化法制，改善社會治安，並加大打擊犯罪與恐怖活動的

力度，來扭轉社會混亂的局面。這也是俄羅斯人民選擇普丁的重要原因，他們已對政治

鬥爭深惡痛覺，民眾強烈期盼社會安定，生活水準提高。普丁的強國策略就是以政治、

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好轉來改善人民生活水準。 

 

 

四、確立新俄羅斯思想 

       

                                                 
 
13

 CIA, ＜The World Fact-book＞的統計報告，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1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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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以「俄羅斯新思想」凝聚國民，新思想源於俄羅斯民族的傳統文化，又融合了

許多現代化意識。其主張採取「超越於各種社會、集團及種族利益，甚至超國家的全人

類價值觀」和「俄羅斯傳統的價值觀」來教育人民，反對官方形式的意識形態，新的俄

羅斯思想，就是這兩種意識的結合，其要素是「愛國主義、強國意識、國家作用及社會

團結」15：「國家」是它的關鍵字，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和強國意識是新政府認定的全民

族的意識形態，是團結俄羅斯社會、復興俄羅斯的精神良方。 

 

    普丁認為，愛國是最基本的，先有愛國才能努力強國，而有效的國家權力和社會的

團結也是國家強盛的必要條件。愛國主義是為自己的祖國、歷史和成就感到自豪，喪失

了愛國主義，就喪失了民族尊嚴。強國意識，作為一個大國，不僅要擁有國防的「硬實

力」，還必須擁有先進的科技，保障人民高品質的生活，並能在國際舞臺上捍衛國家利

益；國家的作用，要使國家成為「秩序的來源」和改革主要的推動力；社會團結，公民

的集體活動重於個人，公民應善用國家及社會的支援來改善自身狀況。以上俄羅斯的傳

統價值觀、獨特的社會環境及全人類價值觀的結合，形成了俄羅斯的新思想。 

 

    從普丁上任以來，他的執政和改革是強勢且有效的，也讓他順利的踏上連任之路。

他於 2000 年一上任的執政目標：穩定政局、促進發展、增強國力、恢復尊嚴，及改善

人民生活。普丁那振奮人心的口號：「建設強大的俄羅斯！」16，更是當今俄國社會的主

流思想，一圓人民懷念蘇聯時代的強國夢，贏得了廣大俄羅斯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在人

民渴望安定、秩序的背景下，普丁的強勢作為獲得人民默許，普丁獲得更大的改革空間，

延續強國政策，持續不斷的創新改革，在政治上實行「管理式民主」。 

 

                                                 
 
15

 普京，《普京文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8-9。 
 
16

 暢征，＜強內以制外－俄羅斯總統普京的治政之道＞，《領導科學》，2004 年 8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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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理式民主」與俄國媒體發展 

 

    新俄羅斯的政治時常被描述為「管理式民主」，普丁雖然從不公開說明及承認這一

點，但他實際的政治作為的確是在建立「管理式民主」：俄羅斯的民主受到國家政權的

嚴格管理及控制，即使俄羅斯憲法中明確宣示了民主原則，但這些民主權利實際上卻受

到政府運用行政、執法等嚴格控制及管理。按照俄羅斯憲法，俄羅斯總統擁有極大權力，

包括保障憲法的實施、立法、司法、行政、監督等方面的權力，其職權範圍甚至超過美

國的總統制和法國的半總統制，俄羅斯的這種制度有「超級總統制」之稱。總統毋須向

地方菁英妥協，總統的意志幾乎可以不受限制的貫穿到所有領域，也因此，俄羅斯民主

發展過程中幾乎見不到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反而是不斷的出現政治菁英們提出來的由

上而下的民主操作。17 

 

    何謂「管理式民主」呢？簡單的說，「管理式民主」雖不是企圖在複雜的社會中去

主導一個單一的政治、宗教或文化規範，但卻又努力去限制政治的自由發展是一種過渡

形態。18具體地說，其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非政治制度向民主政治制度、從

極權主義傳統文化向民主主義新文化過渡的一種社會管理形態。這種過渡形態何時結

束，將以市場經濟的成熟程度、中產階層的人數多寡和作用大小、社會自治的發展水準、

司法的獨立性等等，為其基本判定依據。19 

 

 
                                                 
 
17

 趙竹成，＜俄羅斯聯邦的選舉制度與總統職權＞，《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2 年 2 月，頁
71。 

 
18

 Harley Balzer, “Managed Pluralism: Vladimir Putin's Emerging Regime,” Post-Soviet Affairs, 2003, vol. 19, 
No. 3, p. 190. 

 
19

 許志新，＜可控的民主及其風險＞，《俄羅斯中亞東歐研究》，第五期，2005 年，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Magazine/Yanjiu/2005/200505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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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實行管理式民主的國家，一方面國家體制存在許多民主的特徵，在民主基本

的架構下，國家有各層級的固定選舉、有立法機構、有許多政黨及存在公眾輿論等。另

一方面，執政者卻擁有特別的優勢，可以運用司法、經濟等手段去除自己的政敵，迫使

新聞媒體偏向政府，選舉結果可以被預料等。進一步來看，「管理式民主」沒有一黨專

政的狀況，但政黨發展的空間卻被壓縮；「管理式民主」對於公民社會則一方面扶植又

限制其發展，對於一些勞工團體、非政府組織等企圖收編或不合理的限制其行動。再來

看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監督機制－大眾傳播媒體，則必須被政府「檢查」，以確保媒體

「暸解自己的責任」，使其喪失專業獨立的精神與空間，無法針對政權做有效的監督。 

 

    俄羅斯的「管理式民主」可謂是國家大權相對集中在總統手裡，總統掌管國防、內

政及國安單位等強力部門，並且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並且透過聯邦政府與「權力黨」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party of power）20穩定政權，加強對官僚體系的控制。關於普丁「管

理式民主」的內容及發展可以用選舉、司法、立法及媒體四個面向觀察之。21 

 

    除之前提到的中央集權、加強法制的立法面向外，在選舉方面：當執政者要掌控選

舉結果時，最主要的武器就是行政資源，用官僚、資源、財產以及資訊等，來操縱選舉。

普丁運用司法或是財政上的制度去調查對手、查帳，甚至動用安全局的人員監視或監聽

對手，除去政敵。而修改選舉法，可以是普丁控制國會及政黨最合法的優勢，2005 年 4

月所通過的俄羅斯聯邦國家杜馬選舉法（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修正案中，杜馬席次將全數以

                                                 
 
20 有關「權力黨」及其現象之詳細介紹，請參考：Timothy J .Colton & Michael McFaul, “Reinventing Russia’s 

Party of Power: Unity and the 1999 Duma Election,” Post-Soviet Affairs, 2000, vol. 16, No.3, pp.201-224；
OSCE（歐洲安全組織）, “State Duma elections well organized but failed to meet man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ttp://www.osce.org/item/7974.html＞；林永芳，＜俄羅斯的政黨體系與民主化＞，《俄羅
斯學報》，第五期，2006 年 12 月，頁 25-50。 

 
21

 這四個面向是由史帝芬‧列威茨基（Steven Levitsky）及路肯‧魏（Lucan  A. Way）所提出用來觀測
民主制度下某種威權變體的方法。請參考：Steven Levitsky &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 13, No. 2, pp.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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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比例代表制來分配，而政黨可以分配國會的席次門檻由原本的 5％提高到 7％，22將

個人及小型政黨的參選空間更加壓縮。 

     

    在司法方面：在俄羅斯司法體制中，最重要也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法官及法院的獨

立性始終未獲得有效保障，司法機關的財政受到聯邦政府預算的控制；總統手中握有法

官的提名及任命權，因此總統可以用人唯親、方便操縱司法，這些因素讓司法成為普丁

整肅寡頭最好的利器，葉爾欽時期的重要寡頭，如：古辛斯基、別列佐夫斯基（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及霍多爾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等皆

遭到起訴、通緝而流亡海外，普丁等於是徹底杜絕了寡頭干政的後遺症。 

 

    在媒體政策上面：俄羅斯的《大眾傳播媒體法》第一條即有關於大眾傳播自由，規

定在俄羅斯聯邦境內搜尋、獲得、製造、傳播資訊及籌設大眾傳播媒體不應受到限制，

除非其他關於傳播的相關聯邦法律規定不得違反之。23奠定了俄羅斯獨立後新聞傳播自

由的法制基礎，且符合俄羅斯憲法保障人民思想與言論自由的精神，憲法第十三條規定

「憲法保障意識型態多元化，沒有任何一種意識形態被視為國家的，沒有官方的國家意

識要被宣傳和防衛。該法條承認意識形態多元化」。第二十九條規定「在俄羅斯聯邦公

民有思想和言論自由」，「有透過各種合法管道尋找、獲取、轉達、生產和傳播訊息的權

利」及「保障大眾傳播的自由，禁止書報檢查」。24 

 

 

                                                 
 
22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новом порядке выборов депутатов», 22. апреля 2005, РИА Новости, 
＜http://www.rian.ru/politics/20050422/39724303.html＞. 

 
23

 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法第一部分：總則之第 1 條。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сь-89», 2006, с. 3. 

 
24

 俄羅斯聯邦憲法第 13 及 29 條。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во и СМИ, 
＜http://www.medialaw.ru/laws/russian_laws/tx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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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這幾年的發展顯示，普丁總統並未放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但是

他卻嚴格規範民主生活，實行一種有領導、秩序及一定限制的「有序民主」。基於如此，

普丁實行的「管理式民主」對新聞媒體的發展，影響甚大。 

 

    首先，我們得瞭解普丁總統對「新聞自由」的態度為何？從他幾篇的重要演說中，

可以略知端倪。首先，2000 年 9 月，普丁總統跟戈巴契夫會面時曾表明，他的立場是主

張新聞自由，並主張新聞媒體應當負責任；25而普丁更早在 2000 年 7 月中的國情咨文中

針對新聞自由表示：要保障媒體獨立的「第四權」，因為沒有真正自由的媒體，俄羅斯

的民主就無法生存；同時也強調：要確保媒體不會歪曲報導，而變成與國家對抗的工具。

26普丁曾在會見新聞界人士時，表示政府支持新聞媒體從不同角度對國家的內外政策進

行評價，俄國新聞自由不會走向終結；而他也坦承一點：俄羅斯人「非常容易受媒體影

響，因為他們很少有自己固定的政治定位。」27 

 

    再者，2003 年普丁於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演講時，關於新聞自由又提到：如果新聞受

控於二、三個「錢袋」（мешки），那麼新聞媒體本身就不會存在任何自由，媒體反而會

成為利益團體的保護者，新聞媒體只有在確定自己的專業之後，才會實現新聞自由。28另

外，「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見，在此同時，公民也必須接受法律規範，否

則會歷史重演，自由反而成為失控的無政府主義。29 

 

                                                 
 
25 劉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五南圖書，2002，頁 526。 
 
26

 克里姆林宮總統國情咨文，«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President of 
Russia official Web,＜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0/07/08/0000_type63372type63374_28782.shtml＞. 

 
27

 王正泉，＜俄羅斯政壇出現三大趨勢＞，《北京聯合大學學報》，第 2 卷第 2 期，2004 年 6 月，頁 50。 
 
28

 克里姆林宮總統對外演說，《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 Колумбий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President of Russia official Web,<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3/09/26/1237_type63381_52826.shtml>. 

 
2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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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普丁在 2004 年 9 月莫斯科全球通訊社大會開幕會上演說時，再度重申新聞

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保障民主發展的獨立性；媒體對各級政府的批評有時不見得客觀

中立，但絕對有益，如同俄國諺語：「打開窗戶很吵，關上窗戶很悶。」（Откроешь окно – 

шумно, закроешь – душно.）俄國正在建構透明化與公開化政府的法制環境，但是媒體

也應該被要求承擔責任和報導真相，政權與媒體兩者之間必須相互完成他們應有的任

務。30  

 

    由上述普丁的幾篇演說中，可以發現普丁對新聞媒體的態度，可以是「軟硬兼施」。

一方面允許大眾傳媒發揮專業，自由採訪、報導及監督國政；另一方面，則是帶有警告

意味，若是媒體運作超脫範圍，後果自負。另外，普丁並不與大眾媒體直接對抗，從經

濟的角度下手，讓國家控股重要媒體集團，也使媒體乖乖就範，才能保住報導克里姆林

宮新聞的機會。而俄國民眾贊不贊成普丁上任後對媒體的作為呢？根據全俄社會輿論研

究中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簡稱：ВЦИОМ；

VCIOM）2004 年 4 月的民調顯示，有六成三的民眾認為對電視媒體還是需要在某種程

度上的進行檢查和限制，即使它不是屬政治性質。31 

 

    在制度上，普丁於 2001 年修訂了新的《大眾傳播媒體法》用來建構統一的傳播媒

體的行為規範，讓不同所有制的形式享有平等的競爭機會；新的傳媒法規包含以下三大

原則：大眾新聞自由原則、禁止新聞檢查原則及禁止濫用大眾新聞原則。32由此可知，

                                                 
 
30

 克里姆林宮總統對外演說，«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Всемир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агентств- 
Информация: вызовы XXI века», President of Russia official Web, 
＜http://president.kremlin.ru/text/appears/2004/09/77182.shtml＞. 

 
31

 根據民調顯示，民眾認為需要新聞檢查的項目第一為性與暴力共佔 68%，第二是廣告（22%），政治項
目比例僅為 9%，在綜藝（13%）及藝術電影（10%）二項後面。ВЦИОМ, 28 апреля 2004 г.,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715.html?no_cache=1&cHash=dd5cd6b87f＞。 
 
32

 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法第一部分：總綱之第 1、3 及 4 條，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сь-89», 2006, стр. 3-5.；劉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
台北：五南圖書，2002，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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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對媒體的態度十分強硬，決以對媒體採取「管理」來達到「媒體國家化」的狀態。

主要的兩大管理路線為：一是打擊傳媒寡頭，改造大眾媒體。針對俄羅斯大部分媒體都

由金融寡頭和財團控制，政府對媒體的管理、控制不力，輿論混亂的現況，普丁總統決

心打擊媒體寡頭，改造大眾傳媒。普丁總統首要整肅的目標，就是對中央權力輿論威脅

最大的傳媒集團－古辛斯基集團與別列佐夫斯基集團。 

 

    俄羅斯在過渡葉爾欽時代的混亂後，民眾期待普丁總統能帶來有效的社會改革與國

家穩定，所以普丁為達人民期望，以加強垂直權力與限制反對輿論為主；普丁加強權力

不准寡頭干政，在整治寡頭時以司法手段、刑事審判威脅之；33對西方和部分國內反對

勢力對於普丁「破壞新聞自由」的惡名堅決抵制；普丁還曾多次強調：「希望不要把金

融舞弊、貪污受賄和新聞自由相互混淆」。34普丁利用司法程序對媒體公司進行財務查帳

來打擊媒體寡頭，讓寡頭陷入了官司纏訟之中，然後以「經營不善」為名將電視台的播

出執照撤銷，並再利用國營天然氣、石油工業集團的龐大資本加以倂購媒體事業：國營

的「天然氣工業集團」兼併了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旗下的「獨立電視台」及「橋」

電影製片公司；而「魯克伊爾石油集團」（Лукой）則兼併了媒體寡頭別列佐夫斯基的

TV-6，而且取代了別列佐夫斯基在社會電視台所遺留下來的股份。至此，俄羅斯最大兩

家「媒體帝國」退出了歷史舞台，宣佈了其媒體寡頭體系的終結。 

 

    普丁對媒體管理的第二種路線為「嚴控新聞自由」。據統計，在俄羅斯正式登記的

12 萬家傳媒機構中，有 104 家有外國投資。35俄國官方認為，這些有外資進入的媒體經

                                                 
 
33

 Andrei Ryabov, “The Mass Media,” in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ed. by McFaul, Michael, et al., 
(Washington D.C.: Carnegie, 2004,) p. 189. 

 
34

 在 2006 年 6 月 13 日古辛斯基被捕之後，國內外反對勢力對普丁表達了強烈不滿之意，指責他竭力限
制俄羅斯的言論自由以及公民的其他民主權利和自由，發動了排斥猶太人運動，試圖建立個人獨裁等。
引註自：嚴功軍，《變遷與反思：當代俄羅斯傳媒轉型透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頁 110。 

 
35

 程曼麗，＜普京強力收復媒體失地＞，新華網專欄，2003 年，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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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新聞自由」為藉口，在許多重大問題，如：車臣戰爭、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

件等做文章，常與俄羅斯政府站在相對立場上報導，損害俄國家領導及國家形象，危害

國家社會利益。2001 年 4 月，美國 CNN 總裁泰德‧透納（Ted Turner）曾準備要大量收

購獨立電視台的股份。普丁政府對外國資本進入俄國媒體及國外媒體在俄羅斯的傳播加

以控制，採取了以下措施： 

1.  2000 年 9 月普丁上任不久後，俄羅斯發表了一篇政策性文件＜俄羅斯聯邦資訊安全  

學說＞，指出外國勢力正運用「資訊武器」來反對俄羅斯，外國媒體組織企圖在媒

體市場中排擠俄羅斯，呼籲政府對媒體進行嚴密控制。36 

2.  2001 年 8 月，俄國家杜馬通過了《大眾傳媒法》修正案，規定在俄國建立傳媒機構

時，外資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以阻止外國企業大量收購有重要影響的電視台，避

免被西方利用。37 

3.  2002 年 10 月 4 日，普丁簽署總統令，宣佈葉爾欽於 1991 年 8 月 27 日簽署的《有

關自由（自由歐洲）電台分部的總統令》（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СФСР от 27 августа 1991 

года номер 93 «О бюро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Свобода"/"Свободная 

Европа"»）失效，從即日起取消「自由電台」在俄境內享有的特權：允許其在莫斯

科開設常駐分部、設立記者站；俄國新聞、大眾傳媒部以及通信和資訊要保障該電

台所必須的通信頻道等。38  

 

    在 2000 年普丁上台採取「管理式民主」的治國策略後，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政策上，

普丁讓俄國大眾媒體從葉爾欽時代的「自由化」逐漸走向了「國家化」。 普丁時期的俄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6/28/content_943135.htm＞。 
 
36

 嚴功軍，《變遷與反思：當代俄羅斯傳媒轉型透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頁 111。 
 
37

 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法第二部分：大眾傳播媒體組織之第 19-1 條（04.08.2001 года №107-Ф3），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сь-89», 2006, 
стр. 17-18. 

 
38 NEWSru.com , ＜http://www.newsru.com/russia/04oct2002/svobo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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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媒體，逐漸形成了「國家部份所有公共服務體制」。39「國家部份所有公共服務體制」

具體特點是國家資本進入廣播電視，並以廣播電視公司的最大股東出現，而國家政府人

員及政黨人士基本不參與廣播電視公司的具體管理。廣播電視公司所執行的管理原則是

以專業人士進行專業管理，這種管理形式優點就在於，當俄羅斯經濟還沒有很快的發展

時，俄羅斯的金融寡頭會盡量減少干涉國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機會，而國家也不會對媒體

的盈利與虧損擔負過多的責任。因此，俄羅斯政府成立了「聯邦出版、廣播、電視和大

眾傳播部」，加強了對廣播電視許可證制度；組建國內唯一的國有傳媒企業「俄羅斯電

視與廣播網」，取代過去的全俄廣播電視公司（ВГТРК），實際上控制了全俄有線電視廣

播以及所有的轉播技術手段，成為無線電視轉播領域的龍頭企業。創建國家獨資企業「俄

羅斯廣播電視網」，加強各地區電視傳媒的國家集中管理。經過一系列的整頓工作，普

丁政府消除了異己，再次控制了大眾傳媒場域。 

 

    普丁所建立的「國有公共服務體制」基本上是政府與寡頭妥協的產物，「國有公共

服務體制」建立的前提是經濟寡頭不參與媒體的運作，而政府會幫助寡頭尋找市場，或

在國會中通過有利於寡頭的法律。對普丁政權而言，「媒體國家化」是對政府最有利的

作法。媒體總是會受到經營者、政策法令及意識形態的操控，唯有讓國家資本壟斷媒體

的所有，俄羅斯媒體才不至於屬於某些集團謀取政治利益的工具。總之，2000 年普丁上

任至今，他逐步地整治媒體市場，使反對派的輿論得到一定程度的控制。他同時利用總

統權力，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收回了大片輿論失地。他在媒體領域的作為與他治

理整個國家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 

 

 

 

                                                 
 
39 吳非、胡逢瑛，《轉型中的俄羅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 146。 



 63

第三節  俄國大眾傳播媒體自由度觀察 

 

    在瞭解普丁治理俄國及面對傳播媒體的態度之後，接著來探究政府對俄羅斯大眾傳

媒的管控到底造成了什麼影響？這裡我們可以從具有公信力的國際組織「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簡稱：RSF）及「國

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 Exchanges Board，簡稱：IREX）三個單

位的各項調查指標觀察俄羅斯傳播媒體的現況，以數據顯示俄國大眾傳播媒體發展的好

壞。同時，筆者針對三個機構及其調查內容，作一簡單的背景介紹與說明，更能清楚了

解國際機構對新聞自由評估的標準為何。 

 

 

一、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在《2006 年全球新聞自由度排名》（Freedom of the Press 2006: A Global 

Survey of Media Independence）的對各國新自由程度的檢查項目包括 23 個問題，可分為

法律環境、政治環境及經濟環境三大項目。對項目中每個問題的評分而言，較自由的狀

況可得到較低的分數，而叫不自由的環境則被評為較高的分數，各國的總得分由三個項

目分數的總和組成，得分 0-30 分的國家界定為新聞自由（Free）；31-60 為新聞部份自由

（Partly Free）；以及 61-100 為新聞不自由（Not Free）：40（評分項目及配分請參閱附錄） 

1. 法律環境：檢驗了可能影響新聞內的法律和條例，以及政府是否使用這些法律與制度

去限制媒體的權利。該評估包括以下幾點：憲法和法律對表達自由的正面保障；安

全法規、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可能產生的潛在負面影響；對於毀謗行為及其罪的處

                                                 
 
40 「自由之家」2006 年＜Freedom of Press＞的研究方法，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50&ana_page=102&yea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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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新聞自由法規的存在及實行成效；司法及媒體管理機構的獨立與否；媒體業務

及記者的登記要求；及記者團體自由運作的能力。 

2. 政治環境：其評價政治對新聞內容的控制程度，及對記者實務上運作的管制。檢驗的

項目包括國、民營媒體的報導及社論獨立；對資訊及消息來源的接近、使用；官方

與媒體自我的審查；國內外記者自由採訪的能力；國家或其他行為者對記者的恐嚇，

包括任意居留、監禁、暴力攻擊和其他威脅。 

3. 經濟環境：項目則是檢驗媒體的所有權結構，及其相關經營內容。內容中檢驗了媒體

所有權的透明度及集中度；檢視成立媒體的成本結構；國家或其他行為者是否選擇

性的阻擋廣告或補貼經費；及媒體發展受國家經濟環境影響的程度。 

 

    在利用上述「新聞自由」調查指標的內容來檢視俄羅斯新聞自由的狀況後，「自由

之家」得出了俄羅斯傳播媒體歷年來發展的數據結果，可以發現到俄羅斯自解體後的新

聞自由一直以來都是處於「部分自由」，而進入到普丁任期之後（2000-2008），分數開

始下跌至 60 分上下，2006 年分數更是跌到 72 分的不自由狀態。41從東歐及獨立國家國

協（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СНГ）地區（前蘇聯國家）的國家新聞自

由度互相比較，2006 年的俄國新聞自由排名第 21 名，落後同於獨立國協的烏克蘭

（Ukraine）及格魯吉亞（Georgia，亦稱「喬治亞」）的部份自由，詳如表 3-1。42以民

主轉型的觀點來看，俄羅斯的民主化呈現了倒退趨勢，偏向了中亞地區極權專制的國

家，而不像東歐地區已獲得民主的國家。 

 

 

                                                 
 
41

「自由之家」的歷年的＜Freedom of Press＞俄羅斯報告，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country=7044&year=2006＞ 
 
42

 「自由之家」2006 年＜Freedom of Press＞的東歐及獨立國協地區統計，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Chart90File1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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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自由之家」2006 年新聞自由評比－東歐及獨立國協地區 

排名 國家 分數 新聞自由評等 

1 愛沙尼亞（Estonia） 16 自由 

2 立陶宛（Lithuania） 18 自由 

3 拉脫維亞（Latvia） 19 自由 

捷克（Czech Republic） 自由 

斯洛伐克（Slovakia） 自由 4 

斯洛文尼亞（Slovenia） 

20 

自由 

匈牙利（Hungary） 自由 
7 

波蘭（Poland） 
21 

自由 

9 保加利亞（Bulgaria） 34 部分自由 

10 克羅埃西亞（Croatia） 39 部分自由 

11 塞爾維亞＆蒙特內哥羅（Serbia & Montenegro） 40 部分自由 

12 羅馬尼亞（Romania） 44 部分自由 

13 波士尼亞－赫塞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 45 部分自由 

14 馬其頓（Macedonia） 49 部分自由 

15 阿爾巴尼亞（Albania） 50 部分自由 

16 烏克蘭（Ukraine） 53 部分自由 

17 格魯吉亞（Georgia） 57 部分自由 

亞美尼亞（Aemenia） 不自由 
18 

吉爾吉斯（Kyrgyzstan） 
64 

不自由 

20 摩爾多瓦（Moldova） 65 不自由 

21 俄羅斯（Russia） 72 不自由 

22 亞塞拜然（Azerbaijan） 73 不自由 

23 哈薩克（Kazakhstan） 75 不自由 

24 塔吉克（Tajikistan） 76 不自由 

25 白俄羅斯（Belarus） 88 不自由 

26 烏茲別克（Uzbekistan） 90 不自由 

27 土庫曼（Turkmenistan） 96 不自由 

資料來源：「自由之家」，＜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Chart90File1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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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大家所熟悉的新聞自由排名之外，「自由之家」另還提出了觀察一國新聞

自由整體現狀的重點，也係為各年度國家「民主評比分數」43的項目之一：「獨立媒體」，

其中包括：毀謗法、記者所受到的干擾、編輯的獨立、私人報刊的財政能力，和公眾接

近網際網路的現況。根據上述要點設計了十個問題，來評估新聞自由的程度：44 

1. 是否有法律保護新聞自由？ 

2. 記者（特別是調查記者）是否免於淪為強大國家或非行為者的犧牲品？ 

3. 國家是否反對毀謗法和運用法律來整治「不須負責」的媒體？ 

4. 媒體編輯的獨立性與採訪新聞的功能是否自由不受到政府或者媒體老闆的干擾？ 

5. 在國家與地方層級中的公眾是否對政治議題有多樣的印刷和電子媒體消息來源的選

擇？ 

6. 大部分的印刷和電子媒體是否為私有化？所有權是否為過度集中？ 

7. 私人媒體的財務是否只受到市場力量的支配（或是免於受政治力或者其他的影響）？ 

8. 報紙的流通是否被祕密控制？ 

9. 記者們與媒體市場是否能夠形成自我獨立的專業協會？ 

10. 社會大眾是否享有使用網際網路的自由？ 

 

    根據上述的「獨立媒體」十項指標的內容來檢視俄羅斯新聞自由的狀況後，「自由

之家」得出了俄羅斯新聞媒體發展的數據結果，詳如表 3-2（所使用年度已轉換成調查

之當年度）。 

 

 

                                                 
 
43

 此年度報告的評分項目為：選舉過程、公民社會、獨立媒體、中央和地方民主治理、司法獨立，及貪
腐程度。其自由度評分是以前一年的資料為基礎，如 2006 年的報告是以 2005-2006 年間的資料為來源
基礎，評比分數代表 2005 年而非代表 2006 年的民主表現。  

 
44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Nations in Transit＞2006 年的研究方法，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52&ana_page=330&yea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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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自由之家」新聞自由評比－俄羅斯 

年度 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獨立媒體分數 3.75 4.25 4.75 5.25 5.50 

評等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年度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獨立媒體分數 5.50 5.75 6.00 6.00 6.25 

評等 不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分數標準1-7分：1-2.5分為自由，3-5分為部份自由，5.5-7分為不自由。 

資料來源：「自由之家」，1997-2007 年出版的＜Nations in Transit＞俄羅斯報告。 

 

 

二、無疆界記者組織 

 

    無疆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自由指標，係向全球五大洲 15 個言論自由團體及 130 名通

訊記者、研究人員、法律學者及人權運動人士所作的問卷調查，從一定的數量的獨立消

息來源收到完整問卷，將 169 個國家排名，為若干國家因缺乏可靠的資料而未被包含在

內。45無疆界記者組織為了能評價各國的新聞自由狀況而製作了這一個 50 項指標的問

卷；其評估的項目包括：任何直接影響記者的干預（例如：謀殺、監禁、人身攻擊和威

脅）、對新聞媒體的干預（審查、出版品的沒收、搜索與騷擾）、可能影響新聞媒體的法

律狀況（例如新聞過失的懲罰、國家在特定領域和管理機構的壟斷）、對國有媒體的控

                                                 
 
45

 無疆界記者組織＜2006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的研究方法，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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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時，其問卷亦關注到網際網路訊息自由流動的主要障礙，以及可以歸因於國家機

關、武裝民兵、秘密組織或壓力團體而可能對新聞自由造成威脅的種種權力濫用行為。

46（問卷內容請詳見附錄） 

 

    在利用上述「新聞自由」調查指標的內容來檢視俄羅斯新聞自的狀況後，「無疆界

記者組織」得出了俄羅斯傳播媒體歷年來發展的數據結果，詳如表 3-3。 

 

 

表 3-3 ：無疆界記者組織新聞自由年度排名－俄羅斯 

年度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評分 48.00 49.50 51.38 48.61 52.50 

名次(國家數) 121(139) 148(166) 140(167) 138(167) 147(168) 

     資料來源：「無疆界記者組織」(RSF)，2002-2006 年世界新聞自由年度報告。 

 

 

三、國際研究與交流理事會 

 

    國際研究與交流理事會47是一國際性的非營利組織，成立於 1968 年，其成立的目

標為改善教育品質、加強媒體力量、促進多元化公民社會的發展而提供領導和創新項目。 

 

                                                 
 
46

 無疆界記者組織＜2006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的研究方法，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9390＞. 
 
47

 「國際研究與交流理事會」(IREX)，＜http://www.ire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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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組織針對新聞媒體，形成良好媒體系統，提出了「媒體持續性指數」（Media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 MSI），這項指數係觀察大眾傳播媒體的延續能力，指標包含

五項：48（問卷內容請詳見附錄） 

1. 法律和社會的規範保護且促進言論自由，以及獲得大眾資訊的管道。 

2. 新聞工作合於專業水準的品質。 

3. 多種新聞管道，以提供市民可靠且客觀之新聞。 

4. 獨立的媒體是管理良好的行業，允許編輯的獨立性。 

5. 支持媒體的機構運作上，以獨立媒體的專業利益為考量。 

 

    根據上述的目的，列出了五項評比項目，分別是：言論自由、記者專業、消息來源、

媒體經營及贊助狀況。運用了這五大項的表準來檢視俄羅斯新聞自由的狀況後，「國際

研究與交換理事會」得出了俄羅斯新聞媒體「言論自由」發展的數據結果，詳如表 3-4。 

 

 

表 3-4 ：「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媒體持續性指數－俄羅斯 

年度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07 

言論自由評分 2.15 1.96 1.99 1.90 1.42 1.61 

評等 部份持續 部份持續 部份持續 部份持續 部份持續 部份持續

分數標準 0-4 分：0-1 分為不持續，1-2 分為部份持續，2-3 接近持續，3-4 持續。（說明請詳見附錄） 

資料來源：「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IREX)，2001-2006 年 MSI 報告。 

 

 

                                                 
 
48

 IREX, ＜MSI-2006/07＞的研究方法，＜http://www.irex.org/programs/MSI_EUR/2006/met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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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筆者所採用的「自由之家」、無疆界記者組織及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三

個單位所評比的出來的數據，對俄國或全球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尤其是媒體獨立或自

由度方面，提供了一個評估的管道。 

 

上述三份關於大眾傳播媒體的評比指標相互有異同之處，相同的地方是：三家機構

的調查問卷中，皆未包含關於新聞品質的討論，而將主題圍繞在新聞自由的部分；文中

並未以明確的文字敘述方式來定義新聞自由，而係用各項具體的行為規範來描述、界

定。相異的地方，也是這三項評比各自的特點：無疆界記者組織偏向觀察大眾傳播媒體

的獨立及自主性；自由之家則另外加入了部份內部新聞自由及新聞自律方面的評量，但

其亦將測量焦點放在政府對媒體的干預上，較傾向將新聞媒體視為政府的監督機構，從

第四權及自由主義的觀點來評價新聞自由；49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的內容除了強調新

聞自由，還有以新聞工作的專業性、傳播媒體的市場性（廣告、銷售）的角度，來評估

一個國家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潛力。 

 

    總結自由之家、無疆界記者組織及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針對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

所做的評估。首先，根據「自由之家」的新聞自由評比的分數中，可以見得俄國新聞自

由在普丁對媒體嚴格控管的手段下，的確是在弱化。在歷經蘇聯解體後十年的政治動盪

與經濟崩潰，人民無心政治，只求安定，而此時普丁上任後所帶來的政治安定與經濟成

長，讓普丁獲得民意的普遍支持及完全信賴，其施政方針也被高度認同，更讓俄國人民

有恢復民族自尊的成就。於是，普丁治下的這幾年，大眾傳播媒體的力量及獨立空間持

續被壓縮，而人民也就普遍的不相信新聞自由的存在。 

 

 

                                                 
 
49 黃勝堯、李韋廷，＜新聞自由測量指標之比較研究－以自由之家與無疆界記者組織年調查報告為例＞，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2006 年 12 月，第 14 卷第 2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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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政府阻礙了新聞媒體關於敏感題目的報導且加強了對消息來源的控制；儘管俄

國憲法提供言論和新聞自由，但當局還是使用司法系統來管制新聞工作者或進行新聞檢

查。50若是對未來的表現，筆者對俄國新聞自由的發展未來則感到悲觀，分數可能還是

會在 65-70 分上下徘徊，在 2007-08 年普丁交接政權之際，對新聞媒體的控制會更加明

顯；同時，這也代表俄羅斯民主程度呈現弱化的態勢（如下頁圖 3-1）：根據「自由之家」

年度的民主評比，普丁政權自 2004 年以來的整體民主表現，已從葉爾欽時期的「轉型

政府或混合政體」（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r Hybrid Regime）過渡到「半鞏固的威權政

體」（Semi-consolidated Authoritarian Regime）。 

 

第二，經濟發展與新聞自由不一定有必然關係。從對俄羅斯的觀察中，筆者發現到

俄羅斯在為了要發展強國計畫、振興經濟與建立國際形象時，打壓了俄羅斯人民基本人

權的需求，與普世人權價值自相矛盾，並以新聞媒體作為普丁的政治宣傳工具。世界上

一些比較貧窮的國家（如：馬利、玻利維亞、莫三比克等）可以享有一定程度的新聞自

由，因此，經濟發展與基本人權並無一定的先後次序關係，51不能以經濟發展為藉口來

箝制新聞自由。 

 

從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報告中來看，其相關報告是比較偏重媒體獨立，及自主性的。

從普丁上任以來，俄羅斯的評分及排名始終沒有進步。其中最大原因是，俄國不是一個

安全的新聞業從業環境，已成為世界上對新聞記者而言最危險的國家之一。在俄羅斯工

作的新聞記者所面臨的最大的風險和威脅就是各種暴力襲擊以及針對記者的暗殺行動。 

在 2005 年時，在俄羅斯就有 8 名記者因為職業原因被逮捕，另有 8 名記者遭遇謀殺未 

 

                                                 
 
50

 Ibid. 
 
51

 黃勝堯、李韋廷，＜新聞自由測量指標之比較研究－以自由之家與無疆界記者組織年調查報告為例＞，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4 卷第 2 期，2006 年 12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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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俄羅斯新聞自由及民主評比趨勢，1996-2006 年 

 
             註：本圖所顯示之時間範圍為調查之當年度，為 1996-2006 年。 
                 分數標準 1-7 分：1-2 分為自由，3-5 分為部份自由，5.5-7 分為不自由。 
             資料來源：「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1997-2007年出版的＜Nations in Transit＞ 
                       俄羅斯報告，＜http://www.freedomhouse.hu/pdfdocs/russia2006.pdf＞。 

 

 

遂 行 動 ； 2006 年 10 月 俄 羅 斯 記 者 安 娜 ‧ 波 利 特 科 夫 卡 亞 （Анна Степанов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遇害，震驚世界，52當局無法懲戒殺害記者的人，再加上媒體缺乏多元

性，特別是廣播媒體，這些因素在評估俄國的新聞自由上可說是舉足輕重。53 筆者認為，

俄羅斯記者由於工作環境惡化和經常遭遇各種威脅，新聞業為尋求自保，而使得工作受

                                                 
 
52

 安娜‧波利特科夫卡亞（1958-2006）為俄羅斯著名的人權記者，生前關注車臣等北高加索地區人民遭
虐待、傷害與政府貪污議題，而享有盛名。Новая Газета,＜http://politkovskaya.novayagazeta.ru/＞. 

 
53

 無疆界記者組織，世界新聞自由排名報告，＜www.r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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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束縛。而另一方面，新聞自由空間越來越縮小；最近 5 年來，俄羅斯已經從部分自由

的國家行列轉變成為沒有自由的國家行列。目前俄羅斯已經沒有一家電視台不受到當局

的控制。 

 

    最後，筆者從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對俄羅斯媒體的研究中發現，俄羅斯有很好的

法律制度可以保障大眾傳媒體的法律及工作地位，但問題就在於似乎從普丁政府到法院

均不想讓它落實，讓這些法條成為表面文章，使得俄羅斯的記者們的安全及工作受到「政

治黑手」的控制。再者，當俄國有國會－總統大選週期時，可以發現大眾傳播媒體被執

政當局強力操作的痕跡，以確保普丁及其「權力黨」可以連任及在國會中獲得最大優勢。

最後一點，筆者認為這對俄羅斯新聞業發展上是一件好事：由於俄國整體經濟成長快速

及穩定，促使商業廣告的發達，間接可以使大眾媒體業的市場更加蓬勃。 

 

 

 

 

 

 

 

 

 

 



 74

第四節  小結 

 

    在經過了葉爾欽的痛苦轉型後，普丁為俄羅斯重新打造了一個強權與自由相結合的

政經架構。普丁支持民主，但有別於自由派；其在經濟上主張放鬆和自由，但又強調國

家和控制；因此，普丁在政治上可說傾向國家主義，在經濟上推行自由主義，在思想和

道德上屬於保守主義，在外交政策上則是現實主義。實際上，普丁執政最大的特點就是

「務實」精神：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以俄羅斯現實為座標，對各種思想兼容並蓄。因此，

普丁的政治現出一幅多彩的、混雜的、交叉的畫面，但一切卻都是「可控」的。54普丁

運用管理式民主，創造了穩定的政治環境，讓俄國的政治動盪成為過去，帶給人民經濟

遠景，為俄國發展經濟提供了良好條件；對俄國整體來說，這或許是一種必要的新型權

威，以求解決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與問題，儘快實現振興俄國的目標。 

 

    普丁擔任俄國總統時，被輿論界評為最「鐵腕」的領導人。普丁的價值觀「愛國主

義、強國意識、國家主義和社會團結」，也是其傳播媒體政策的主要思想。他執政以後，

首先便是整頓大眾傳播秩序，奪回國家對媒體控制權，重塑大眾傳媒的社會形象。普丁

在改造俄羅斯大眾傳媒的過程中，始終貫徹「務實」精神，從俄羅斯的國情，維護國家、

社會利益出發，竭力保證國家對大眾傳媒的控制，整合輿論，促使傳媒發展走上正軌，

為社會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傳承做出積極的貢獻。為此，普丁還採取了一系列的

措施，通過立法，限制外國資本的進入；通過人事調動，使政府掌握全國性傳媒；通過

經濟手段，將私營媒體的控股權轉到國家手中；通過體制改革，實現政府對節目的編輯、

採訪及製作和輸出的雙重控制。國家對媒體的權力回收也表現出普丁改革傳播媒體的決

心和力度。 

                                                 
 
54

 張樹華，＜普京的治國思想＞，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2/02/content_646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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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利用司法程序對媒體公司進行財務查帳來打擊媒體寡頭，讓各大老闆陷入官司

纏訟的漩渦之中，然後再以經營不善為由撤銷的電視台的播出執照。並再利用國營的天

然氣、石油工業集團的龐大資本倂購媒體事業，造成國家在資金上「直接」控制媒體，

企業主自然地表達維護國家利益的決心，也等於是向普丁政府表達效忠之意；同時，政

府也表示出利多善意，用預算延長來使貸款人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最後，政府以維護

記者工作權的姿態，收編知名的專業記者與團隊，繼續為政府經營的電視公司服務，形

成了媒體國家化的型態。 

 

    自由之家、無疆界記者組織、及國際研究與交換理事會從他們的問卷及調查顯示

出，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能否獨立且專業，最關鍵的因素即為「政治因素」。普丁的「管

理式民主」將「新聞自由」化為民主政治的口號，實際上則是透過國營媒體事業加強控

管，對記者或新聞從業員在司法上受到威脅，並產生寒蟬效應，讓大眾傳播媒體不得不

向普丁政府屈服，當然，也失去了大眾傳媒體存在的最重要的價值－「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