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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觀察－電視 

 

    在上一章節，討論了普丁的治國方針與媒體政策後，可以發現俄羅斯媒體業發展的

走向趨於保守的，尤其是電子媒體上最為明顯。從普丁利用整肅寡頭的手段，讓國營企

業控股媒體，也等於是間接地讓私營媒體成為國營媒體，徹底地讓媒體國家化。當今俄

羅斯主要的全國性電視台，分屬於「全俄廣播電視公司」集團及「國家天然氣媒體集團」，

一是國家完全掌握，另一則是國家控股集團，這讓俄羅斯電視台的經營狀況顯得十分矛

盾，一方面要想有新聞自由，一方面卻在預算及制度上必須相當依賴執政當局。 

  

    普丁自上任後，俄羅斯恐怖事件頻傳的危機，讓普丁執政的威信受到嚴重打擊。雖

然，在 2000 年時普丁因發動第二次車臣戰爭而當選，但在第一任期中遇到莫斯科劇院

爆炸事件時，還是令人質疑其面對恐怖攻擊的政策與危機處理能力；到了 2004 年貝斯

蘭中小學人質事件時，普丁再度運用了電視媒體，發表演說。 

 

    俄羅斯最受國內外矚目的政治活動，就是每四年一次的總統大選，候選人可以透過

電視媒體進行宣傳活動或是舉辦辯論會，但問題出在於俄國多半是「國營」電視台，對

執政者而言這是個絕對優勢，普丁從 2000 年競選時，就一直是「媒體寵兒」；在選舉期

間中，在國營電視台的電視畫面上更是不會少了候選人普丁以總統一職出現於電視上，

這對民主國家來說，是一個頗為諷刺的畫面。 

 

    本章最主要的內容，先略述俄羅斯電視媒體的發展概況，做一簡單的說明，並探討

俄羅斯國營電視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接著，針對俄羅斯境內兩項重大的政治議題：反恐

戰爭及總統大選，觀察俄國電視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要來觀察普丁政府如何操

縱及運用電視媒體的效果，塑造個人、政府及俄羅斯的強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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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俄國電視發展概況 

 

    俄羅斯的電子媒體在 1990 年代後逐漸取代報紙，而成為主要的傳播工具；背後的

原因除了電視能夠提供更多元、優質的節目外；從經濟的角度上來說，電視是最便宜的

媒體，這一點或許才是讓許多俄羅斯人在整體經濟情況不佳的時候，捨棄購買報章雜誌

而選擇電視的原因。在俄國媒體開放後，根據俄羅斯記者協會（Союз журналистов 

Pоссии）的統計 1996 至 2001 年間三種電子媒體：廣播、電視與網路媒體當中，電視台

登記家數的成長幅度為三類當中最高，在六年內就增加了十倍之多，1所新成立的商業

電視台，逐漸朝向專業化、分眾化2（Demass）發展，例如娛樂台、電影台、音樂台與

體育台等，各種專業化的頻道都對觀眾進行了非常細緻的劃分。此外現今最熱門的網際

網路媒體的興起也是另一股值得注意的力量，許多平面媒體在傳統印刷紙本外，同時也

紛紛推出網路電子版的刊物內容，嘗試利用新科技另闢競爭場域。 

 

    現今莫斯科可以接受到 21 個電視頻道，另有 56 個電視頻道透過衛星傳播。根據俄

國市場與傳媒研究 КОМКОН 公司（Comc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07 年第四季針對

俄羅斯十萬人以上城市，10 歲以上觀眾的統計，俄國收視率前十名的電視台詳如表 4-1。

在表中前十名的電視台裡，其中俄羅斯電視台、文化電視台是屬於全俄羅斯國家電視廣

播公司；屬於國家控股的是第一頻道；中心電視台隸屬於莫斯科市政府，其他家電視台

皆屬私營。以下為主要幾家電視台的相關簡介： 

 

 

                                                 
 
1
 俄羅斯電視媒體從 1996 年的 92 家到 2001 年的 912 家左右。俄羅斯記者協會，＜http://www.ruj.ru/＞. 

 
2
 「分眾」（Demass）源於大眾傳播理論中的閱聽人分析，係指異質的閱聽人群體，相對於大眾（mass）。

請參閱：鄭翰林 編譯，《傳播理論簡明辭典》，台北：風雲論壇，2003。 



 79

 
表 4-1：俄國境內收視率前十名電視台一覽表 

 

排名 電視台 

1 第一頻道(Первый канал) 

2 俄羅斯電視台(Россия) 

3 獨立電視台(НТВ) 

4 第一娛樂頻道(СТС) 

5 TNT (ТНТ ТВ) 

6 REN-TV (РЕН ТВ) 

7 文化電視台(Культура) 

8 中心電視台(ТВ- Центр) 

9 第三頻道(ТВ- 3) 

10 音樂電視台(МУЗ-ТВ) 
      

資料來源：КОМКОН, «Недельные аудитор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телеканалов Россия», 
    IV квартал 2007, ＜http://www.comcon-2.ru/default.asp?artID=1828＞. 

 

 

    第一頻道（Первый канал；1-TV），原名俄羅斯社會電視台，2002 年 9 月改用現名；

51%的股份為國家所有，其餘股份為 12 家民間企業或公司佔有，幾個大的金融、工業

集團在公司中幾乎都擁有股份。它為俄國境內規模最大、接收區最廣，也是最受大眾歡

迎的電視台。俄羅斯的幅員廣闊，跨十二個時區，該台從東向西為分五個播放區，其節

目的播放時間是根據不同的播放區而單獨制定的；觀眾達到俄羅斯總人口的 95％。作為

全國性電視台，不論在節目內容及新聞專業上，第一頻道力求能夠盡量滿足各階層電視

觀眾的需要。就播出節目來看，新聞性節目為該台主要節目，播出時間最長；綜合娛樂

節目則受到年輕人的青睞；同時，談話性節目也普受觀眾歡迎。3 

 

 

                                                 
 
3
 Первый канал，＜http://www.1tv.ru/owa/win/ort8_main.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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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羅斯電視台（Россия Телеканал；RUTV）成立於 1991 年 5 月，傳播地區基本上

涵蓋了全俄國，觀眾達到俄羅斯總人口的 98.5％；在獨立國協和波羅的海還有超過五千

萬人在觀看此台。現在西歐、近東和北非的居民都能看到俄羅斯電視台（又稱名為：

РТР-Планета）的節目，同時該台也已開始在美國傳播。其節目種類繁多，包括：新聞、

連續劇、政論談話、益智節目、電影、體育等節目轉播。4 

 

    獨立電視台（НТВ；NTV）於 1993 年 10 月正式開播，其口號為：「新聞為我們的

職業」。原本屬於寡頭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後來該集團被國營天然氣集團併

購，成為國營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旗下媒體之一。它以自己獨立的視野

和客觀的評述，帶給俄羅斯新聞界一股新的氣象，建立了新的新聞標準，也是新聞專業

化程度最高的電視台之一。在俄羅斯約有 1.2 億人口收看；該台不僅在俄國境內轉播，

還在西歐、近東、美國和加拿大轉播。獨立電視台在全俄國、獨立國協各國、紐約、倫

敦與布魯塞爾均設有自己的通訊社。5 

 

    第一娛樂頻道（Первый развлекательный телеканал；СТС）電視台是俄羅斯第一家

娛樂電視台，成立於 1996 年 12 月 1 日。收視觀眾約 1 億人，觀眾的年齡層是「老少通

吃」，最主要的觀眾群是 18 到 45 歲。此台的特點是現代化及生動活潑；主要節目有俄

國電視連續劇、世界知名電影、娛樂劇、幽默短劇及西方影集等，招牌節目為《21 點檔》

（Кино в 21:00）－專門播放全球知名的電影。6俄羅斯官方於 2007 年初表示，該台歷

史上首次公開發行股票（IPO），外界對其資本市值的估價一年內幾乎上漲了一倍。7 

 
                                                 
 
4
 Россия Телеканал, ＜www.rutv.ru＞. 

 
5 НТВ,＜http://www.ntv.ru/＞. 
 
6
 СТС-ТВ, ＜http://www.ctc-tv.ru/＞. 

 
7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N4307 от 2 марта 2007,＜http://www.rg.ru/2007/03/02/sm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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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幾家俄國境內的基本電視台外，在衛星節目上，俄羅斯也出現了英語電視

頻道－「今日俄羅斯」（Russia Today），該台於 2005 年 12 月開播，以俄國對外宣傳機

構俄羅斯新聞社（РИА Новости；Ria Novosti）基礎上所建立，耗資 3000 萬美元，約有

350 名記者。該頻道最大的特點是對歐洲、美國、及中東地區（阿拉伯語頻道於 2006

年時開播）全天二十四小時播出，每小時更換新聞，該頻道在每小時播送時段的前 30

分鐘都要播報世界各地的新聞，然後安排文化、娛樂、紀錄片或脫口秀等各型節目；在

海外，如美國、加拿大將透過 IA-5 衛星，歐洲將透過 Hotbird-6，亞洲與澳洲則透過 The 

Taicom-3 收視，俄羅斯觀眾可以透過獨立電視台收視。8這一家電視台的成立，基本上

是由普丁與克里姆林宮所強力主導，最大的新聞任務是向全世界介紹俄國現代生活，以

及俄羅斯在重大國際事件立場，改變外國人對俄羅斯刻板印象，重塑俄羅斯國際形象，

也是俄國對外政治最好的資源；因此，「今日俄羅斯」在俄國媒體業界有俄國版的 CNN

頻道之稱。 

     

    另外，從收視率表中可以發現，第一頻道、俄羅斯電視台及獨立電視台三大國營電

視台是俄國民眾最常收視的頻道，也是主要的消息來源，根據俄國 Ромир 公司（Romir 

poll）於 2005 年 9 月民調的顯示，9高達七成九的人選擇國營電視台為他們主要消息來

源；若是光從首都莫斯科人的角度來看，有六成的市民選擇看第一頻道，五成六的人會

選擇俄羅斯電視台，選擇獨立電視台的也有五成。10 

     

    俄羅斯境內的媒體業是很發達的，根據俄羅斯文化遺產保護和傳媒法規監督局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связи и охраны 

                                                 
 
8
 Russia Today  (RTTV), ＜http://www.russiatoday.ru/＞. 

 
9
 此調查樣本數為 1600 名 18 歲以上來自全俄國 100 個以上的城市的俄國人，抽樣誤差為正負 3%。 
Ромир（Romir poll）, 20 сентября 2005,＜http://romir.ru/news/res_results/172.html＞. 

 
10

 Ромир, 3 августа 2006,＜http://romir.ru/news/res_results/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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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Россвязьохранкультуре）在 2006 年的年度報告中顯示，在俄國

正式註冊的有 6 萬 2335 家平面媒體和 1 萬 6875 家電子媒體。同時，其局長鮑里斯‧博

亞爾斯克夫（Борис Антонович Боярсков）表示，在 2006 年俄羅斯電視傳媒呈現出空前

繁榮的局面；俄羅斯不斷的有新的頻道出現，其中有：＜Вести-24＞新聞頻道，以及專

為小孩子設立的＜電視保姆＞（Теленяня）和＜我們的電影＞（Наше Кино）等衛星電

視頻道。11 

 

    前述在了解俄國幾家電視台之後，就會發現上表中的頻道，幾乎都是屬於國營集團

的電視台。1980 年代末期戈巴契夫實行「公開性」改革以來，俄羅斯媒體先從共黨和國

家的完全掌控中釋放出來，進入九Ｏ年代後，卻因為經濟因素而再度出現失去獨立性的

危機。在這段時間，把黑手伸進傳播媒體除了國家外，還包括了因私有化政策得利的寡

頭金融工業集團，與執政者時而結盟、時而相互攻擊，然而在經過 1996-2004 年幾次的

全國大選後，國家的力量逐漸佔了上風，從現今俄羅斯媒體所有權的分布，可見端倪。

現今俄羅斯媒體的所有權主要可分為三類：12 

1. 由國家直接所有：俄羅斯第一頻道、全俄羅斯廣播電視公司、莫斯科中心電視台。 

2. 由集團、政黨所有：TV-6（2002 年頻道被政府撤銷）、獨立電視台（2000 年時被國

家天然氣集團併購）。 

3. 由自主經營者經營：均屬平面媒體。 

 

    在前述表 4-1 中，三大全國性電視台中俄羅斯電視台及文化電視台（Культура）屬

於全俄羅斯廣播電視集團；獨立電視台則是屬於國營天然氣媒體集團，一是完全的國營

                                                 
 
11
Р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N4307 от 2 марта 2007,＜http://www.rg.ru/2007/03/02/smi.html＞. 

 
12 程曼麗，＜轉型期俄羅斯新聞業透視＞，《國際新聞界》，2002 年 1 月，頁 25；蔡冰冰，＜俄羅斯傳播

媒體自由化之分析：以 1996 年俄羅斯總統選舉為例＞，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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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另一則是國家控股。全俄羅斯廣播電視公司（ВГТРК）為國家完全掌控的國營媒

體集團，旗下還包括了：13 

1. 電視：＜俄羅斯＞，＜文化台＞，及＜運動台＞（Спорт Телеканал）、兒童頻道＜

Бибигон＞；八十九個地區電視廣播公司，在全俄羅斯聯邦主體播送。第一個俄羅斯

全天新聞頻道＜Вести＞、全俄語衛星電視頻道＜РТР-Планета＞，及＜歐洲新聞＞

（Евроньюс，此為部份控股）。 

2. 廣播電台：＜俄羅斯＞（Радио России），＜燈塔＞（Маяк），＜文化＞。 

3. 國家網路頻道＜俄羅斯＞，此聯合了將近二十個網路資源。 

 

    接著介紹國家控股的國營天然氣媒體集團屬於大型商業性媒體集團，旗下包括了電

視、廣播、出版、廣告及電影等相關媒體事業。由集團名稱就可以了解此集團的大老闆

就是國營天然氣集團，除了獨立電視台外，旗下媒體有：14 

1. 電視台：＜獨立電視台＞、＜ТНТ＞、衛星電視＜НТВ-Плюс＞。 

2. 廣播電台：＜莫斯科回聲電台＞（Эхо Москвы）、＜Попса＞（Первое популярное 

радио）、＜NEXT＞、＜CИТИ-FM＞、＜Relax-FM＞、＜Детское радио＞。 

3. 平面媒體：七日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емь дней»）；雜誌《總結》（Итоги）、《七日

電視》（7 дней — Телепрограмма）、《歷史商隊》（Караван историй）、《Коллекция 

Каравана Историй》；報紙《論壇報》（Трибуна）、《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Час-пик》、電視

指南《Панорама ТВ — Страна》。 

4. 電影製作、電影院：＜НТВ-Кино＞；電影院＜Oктябрь＞、＜Кристалл-Палас＞。 

5. 廣告公司：＜Газпром-Медиа＞、＜Телебазис＞、＜КОМСТЭК＞、＜СМС＞。 

 

                                                 
 
13

 全俄羅斯廣播電視公司(ВГТРК)），＜http://www.vgtrk.com＞. 
 
14 國營天然氣媒體集團（Газпром-Медиа），＜http://www.gazprom-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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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兩個集團中可以發現，從葉爾欽至普丁時期，可以看出屬於公有稀少資源的六

個無線頻道曾受到政府與金融工業集團的瓜分，而透過併購、甚至撤照等各種手段，政

府也逐步鯨吞蠶食原屬於寡頭集團的媒體版圖。重要的是，由國家佔有過半股權或完全

由國家控制的俄羅斯國營媒體，與西歐公共廣播服務制度15下的公營媒體完全不同，並

非是完全的公共服務，而是逐漸的成為替執政者服務的工具，尤其是在選舉的時候。 

 

    而遇到對外事務時，如烏克蘭等國家發生「顏色革命」16（colored revolutions）時，

俄國在與西方的媒體戰中失利。之後，俄羅斯政府提高了警惕，進一步加強了官方對媒

體的控制，對於與官方不和諧的聲音，當局則堅決採取行動。與此同時，普丁也採取限

制外國資本對俄羅斯媒體的滲透，限制境外資金對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和外來傳媒的影

響，加緊對在俄羅斯境內的國外媒體的活動的控制。國營媒體也成為俄羅斯國家形象最

佳的塑造者。普丁總統辦公廳於 2005 年做出建立「今日俄羅斯」英語頻道的決定，這

個新聞衛星頻道針對歐盟、亞洲和美國在內的國外觀眾，介紹俄羅斯的現代社會生活以

及俄在國際事物中的各種立場，加強克里姆林宮內外政策的對外宣傳，使俄國在國外特

別是在西方樹立良好形象。 

 

    俄羅斯政府相當注重國家廣播電視媒體在傳播領域中的主導地位，《國有媒體報導

國家政權行為秩序法》（«О порядке освещен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的產生正是為了保障國家

                                                 
 
15

 公共服務電視廣播制度是依據國家控制及公共服務的傳播政策原則建立，此制度發展最成功的例子為
英國廣播公司（BBC）。 

 
16

 顏色革命（colored revolutions）指的是：2003 年在高加索、東歐及中亞地區藉由選舉舞弊所發生的抗

議行動，包括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蘭的橘色革命，及吉爾吉斯的鬱金香革命，廣義上也包括伊拉

克的紫色革命及黎巴嫩的雪松革命。關於「顏色革命」的經過詳情請參閱： 
  USAID, Democracy Rising, (Washington D.C., Sep. 2005,) pp. 1-25, 
  ＜http://www.usaid.gov/our_work/democracy_and_governance/publications/pdfs/democracy_ris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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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台在宣傳政治機制中佔有絕對的優勢。17其主要是負責協調國營媒體在傳播相

關於國家機關消息及資訊時出現的問題，同時也是實踐民眾「知的權利」及資訊接近使

用的具體法案，是俄羅斯政府邁向資訊公開化、法制化及政治民主化的必須作為。由於

現今新聞媒體已經具有多種型態，影響力龐大，在第二章中筆者曾提及「新聞自由」的

定義，其多引申自「言論自由」與「出版自由」的概念，先進國家則以資訊公開法來要

求政府公開資訊及保障人民資訊使用的權利。如果光用這點觀之，俄羅斯的《大眾傳播

媒體法》可以是相當理想化的法律，因為就落實的程度來看，政府依舊掌握了媒體的發

言權，人民的意見也沒有於大眾傳播媒體上完全展現，國營媒體成為普丁政府控制輿論

的最佳利器。 

 

    從俄羅斯國內的電視發展中，可以再次觀察到普丁政府落實了「管理式民主」的政

策與治國理念，從新聞法制上著手，對新聞工作者軟硬兼施，以落實「國家利益」下的

新聞自由，同時，為收視戶大宗的主流媒體－第一頻道、俄羅斯電視台及獨立電視台等

國營媒體事業群，已經成為俄羅斯國家利益的重要支持者和愛國主義的有力宣傳者。 

 

 

 

 

 

 

 

                                                 
 
17 胡逢瑛、吳非，《轉型中的俄羅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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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反恐主義」與電視媒體 

 

    1999 年俄羅斯發動了第二次車臣戰爭，相較於第一次車臣戰爭的失敗，普丁運用了

多數民意的支持發動了一場捍衛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的戰爭。在戰爭之後，俄國境內就

不時傳出了恐怖攻擊事件，其中在普丁任內最大的二起恐怖事件分別是：莫斯科劇院爆

炸事件，及貝斯蘭中小學人質事件，本論文就這兩件恐怖攻擊事件做一相關的討論。18 

 

    莫斯科劇院爆炸事件發生在 2002 年 10 月 23 日晚間九點多，身穿迷彩服的非法武

裝份子闖進莫斯科的杜布羅夫卡（Дубровка）劇院。武裝分子將劇院內所有的觀眾和演、

職員扣押為人質，為首的巴拉耶夫（Мовсар Бухарович Бараев）恐怖分子要求俄羅斯在

一周內將武裝力量撤出車臣，否則將引爆杜布羅夫卡劇院。26 日清晨俄羅斯特種部隊負

責執行襲擊任務之後，向劇院內發射含有酚達尼的霧狀麻醉劑，雙方發生槍戰後，救援

行動隨即結束。事後俄羅斯總檢察院公布的正式數據，在恐怖事件中共有 130 名人質死

亡，其中包括 10 名兒童，8 名外國人士，將近七百人因酚達尼中毒接受住院治療，部分

人質因此殘障，12 人聽力受損，69 名兒童因父母喪生成為孤兒。 

 

    2004 年 9 月 1 日，俄羅斯聯邦南疆的「北奧塞提亞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а Северная 

Осетия；North Ossetia）貝斯蘭市第一中小學，發生了震驚世界的恐怖分子劫持人質事

件。當時武裝叛軍在開學日攻佔了學校，其中某些人綁著炸藥帶；當時學童與家長紛紛

抵達該校以迎接新學年開始，結果叛軍將上千名人質鎖入體育館中，並朝接近的警察開

火，造成一名叛軍和另外 11 人喪生。9 月 3 日叛軍提出要求允許車臣共和國獨立；但稍

後校內傳出了二次爆炸聲，隨後俄軍和叛軍雙方持續交火。事件中死亡人數有 348 人之

                                                 
 
18

 這二起事件的相關內容，可以參考俄國各大媒體網站：РИА Новости ,<http://rian.ru/>；НТВ, ＜
http://www.ntv.ru/＞；Первый канал,＜http://www.1tv.ru/owa/win/ort8_main.main＞；Россия Телеканал,
＜http://www.rutv.ru＞；BBC,＜http://news.bbc.co.uk/hi/russian/news/default.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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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至少有 155 名為學生，另有逾五百人受傷。此事件是歷年來俄羅斯境內所發生

之單一武力衝突中最嚴重的平民傷亡，死傷人數遠超過上述提及的莫斯科劇院挾持人質

事件。 

 

    探究俄國境內恐怖活動的日益頻繁的原因，不僅僅是戰爭所引起的，自蘇聯改革開

放後，新舊體制的轉型，而造成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盪，是主要的原因。恐怖活動頻

繁的原因如下：（1）經濟困難，貧富差距現象嚴重。（2）階級鬥爭日益尖銳。（3）民族

分離活動歷久不衰。（4）思想混亂，法制落後。19 

 

    俄羅斯政府於 1998 年制定過《反恐怖活動法》。2004 年普丁鑒於該法很多內容已經

不適應當前俄羅斯反恐戰爭的需要，於 2004 年 12 月向聯邦議會提出了一項新的《反恐

怖主義法》（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терроризму»）草案；經過一年多的審議和修改，

2006 年 2 月 26 日國家杜馬三讀通過了該草案，1998 年的《反恐怖活動法》同時失效。

20同年 7 月國家杜馬還通過了一項《反恐怖法的修改補充法》草案。21當中禁止媒體報

導反恐行動使用的武器裝備及戰術；新聞工作者在反恐區域內的活動將受到限制，他們

只能從反恐行動指揮官處獲得有關反恐行動進展的資訊。（內容請詳見附錄） 

 

    在俄羅斯的大眾媒體法中，保障了新聞自由，對妨礙新聞自由的個人、國家機關及

公職人員可以追究刑事、行政、紀律和其他責任；若是機關或是公職人員，最嚴重的懲

處可以是撤銷機構的設置及人員編制。22但這項規範，遇到了《反恐怖主義法》，就無法

                                                 
 
19

 劉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五南，頁 378-380。 
 
20 РИА Новости, 26 фев. 2006, ＜http://rian.ru/politics/parlament/20060226/43776045.html＞. 
 
21

 РИА Новости, 26 июля 2006, ＜http://rian.ru/politics/senat/20060714/51339795.html＞. 
 
22

 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法第七部分：第 58 條，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сь-89», 2006, стр.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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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按照當中的規定：在實施反恐怖行動的地區，反恐怖行動指揮部領導人有權調整

大眾新聞媒體工作人員的活動。例如：大眾新聞媒體若報導恐怖行為的新聞，應當遵循

反恐怖行動指揮部領導人確定的形式和篇幅。該法還規定，禁止報導下列新聞：（1）暴

露反恐怖行動戰術和專門技術的新聞。（2）有可能使反恐怖行動更加困難，使反恐怖行

動地區內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新聞。（3）為恐怖活動、極端主義（экстремизм）行

為辯護和宣傳服務的新聞。（4）有關反恐行動指揮部人員、各種專門機構人員、協助反

恐怖行動人員的新聞。23 

 

俄羅斯媒體在 2002 年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之後，立即簽署了一份反恐公約。該公

約內容強調：恐怖事件不能作為鉗制新聞自由的理由，但是媒體之間要發揮新聞自律的

精神，遵守公約中搶救生命與人權優先於任何公民權利與言論自由的原則。2004 年，面

對貝斯蘭中小學的人質事件，俄羅斯媒體工會緊急發表聲明，希望各家媒體能夠遵守兩

年前所簽署的反恐公約，並再次重申「在發生極端事件時，救人與保護生命的人權要優

先於任何其他權利與言論自由」。24  

 

    2004 年的貝斯蘭中小學人質事件，相較於 2002 年莫斯科劇院事件更加嚴重，也更

受到全世界媒體的關注。俄羅斯境內各大傳播媒體的網站，皆將人質事件列於新聞頭

條、加上醒目的照片，作一系列專題報導，第一頻道及俄羅斯電視台也直接放上新聞畫

面的報導連結。25對於這件事情，學者認為俄羅斯媒體報導事件整體是及時、連續的，

且事實陳述多於評論，媒體注重了現場家屬的反應及動作；中央政府對此事件的媒體策

略是採取部分資訊公開與放鬆媒體採訪權，現場集中了三百多家的國際媒體記者在事件

                                                                                                                                                         
 
23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терроризму»，＜http://www.medialaw.ru/＞. 
 
24

 俄羅斯＜生意人報＞，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No.163（3002）, 03. Сентября 2004,  
＜http://www.kommersant.ru/daily.aspx?date=20040903＞. 
 

25 Первый канал,＜http://www.1tv.ru/owa/win/ort8_main.main＞；Россия Телеканал,＜http://www.rutv.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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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採訪報導，不過俄國及世界各地的記者都經過層層安檢才得以進入貝斯蘭地區採

訪。26 

     

    這次俄羅斯電視媒體的表現基本上是令中央政府比較滿意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

中發現缺失。在貝斯蘭事件中人質和綁匪人數的消息多變，相互矛盾。政府的安全、內

務、衛生等多個部門與現場指揮部以及當地政府，各自向媒體發佈資訊，造成資訊混亂。

由於事發突然，各部門短時間內難以查明情況。但民眾感到不滿的是，官方 9 月 2 日宣

佈的人質只有 354 人，但最後統計的結果，2004 年 9 月 3 日解救行動中，證實的實際人

質數量高達到 1100 多人。各部門後來統計的傷亡人數也是改來改去。這不僅暴露了俄

國政府在反恐怖指揮體制上的缺陷，更嚴重地損害了俄國安全機構在民眾心中的威信；

引用官方資訊的俄國媒體也受到民眾責難。所以，統一資訊發佈管道且即時讓公眾瞭解

真相，是政府和媒體在應對恐怖事件時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要問題。27 

 

    根據俄羅斯《新消息報》（Газета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的報導在這件人質事件後，

俄羅斯記者協會的代表們，開了一次圓桌會議。28參與者有俄記者協會代表亞辛．札蘇

爾斯基（Ясен Засурский，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系主任）、韋內季可托夫（Алекс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莫斯科回聲電臺總編輯）、特列季亞科夫（Виталий Третьяков，獨立報的

總編輯）、古列維奇（Владимир Гуревич，新聞時報總編輯）、列文科（Евгений Ревенко，

第一電視台＜新聞＞節目資訊部副總經理），與會的還有美國副國務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以及布魯金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員；此次媒體會議目的

為討論大眾傳播媒體在當代俄羅斯的角色。這當然與在貝斯蘭事件中俄媒體態度與立場

                                                 
 
26 胡逢瑛、吳非，《轉型中的俄羅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 258。 
 
27

 郭建國，＜別斯蘭人質事件中輿論力量調控的啟示＞，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11/05/content_2181179.htm＞。 
 
28

 Газета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http://www.newizv.ru/news/2004-09-14/11331/&gra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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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議的宗旨都是在強調記者堅持真相的專業素養：第一，言論自由與新聞的快速

性並不能優先於新聞的正確性，堅持事實查證與報導真實性是俄羅斯媒體近期發展的首

要原則；第二，不要因為謊言而刺激恐怖分子。 

 

    會中幾位學者相繼提出了看法，《獨立報》（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的總編輯特列季

亞科夫表達了言論自由應與新聞自由有所區別，尤其是在緊急事故中更要堅持此一原

則。莫斯科回聲電臺的總編輯韋內季可托夫會中表示，在貝斯蘭人質事件一發生時，電

臺立刻公布三項禁令：不要直接轉播恐怖份子的聲音、不要描述救援行動者的移動位置

及不要污辱恐怖分子。同時，韋內季可托夫認為在恐怖事件發生後，記者不要發佈道聽

塗說與不經查證的新聞，因為這可能會激怒恐怖份子；札蘇爾斯基也同意此一見解，他

認為這次部分媒體充滿不實的消息，若要先強調公民自由，得先防止謠言的傳播，充滿

謠言的新聞會助長恐怖份子的聲勢與行動，將傷害俄羅斯政權與新聞界的形象。29 

 

在處理 2002 年與 2004 年莫斯科劇院和貝斯蘭中小學的人質事件中，可以看出普丁

對於反恐怖主義始終採取最強硬的態度。在處理的過程中，造成上千人傷亡；從人權的

角度講，普丁不妥協的政策備受質疑，從俄羅斯多民族共存的角度而言，如何不傷害民

族感情又能維護領土完整，的確是一條艱難的道路。2004 年 9 月 4 日的晚上，普丁在貝

斯蘭人質事件後，發表首次的電視演說，30這篇演說透露了俄羅斯國家安全危機的存在、

建立新的國安體系的必要性，及重建危機處理機制的企圖。普丁的電視演說、俄羅斯三

大國營電視台的報導模式與政府對危機事件資訊公開的原則，都讓俄羅斯暫時緩解了自

1998 年金融風暴以來累積的最大政治信心危機。普丁自上任後，俄羅斯恐怖事件頻傳的

                                                 
 
29

 Ibid.  
 
30 演說全文請參閱＜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04.09.2004, 
  ＜http://www.1tv.ru/owa/win/ort6_main.main?p_news_title_id=69762&p_news_razdel_id=1&p_page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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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對普丁的威信與形象打擊很大，對俄羅斯整個民族國家傷害更大。31 

 

在發生貝斯蘭中小學的人質事件後，普丁對於「恐怖主義」與「新聞自由」之間發

表了看法，普丁認為，在全球恐怖主義威脅的情況下，媒體不應該只是旁觀者，不能漠

視恐怖份子利用媒體與民主加強心理與資訊壓力的詭計；恐怖主義也不能成為損害新聞

自由與新聞獨立的藉口。在資訊社會中媒體自我也形成了一種有效的工作模式，讓媒體

在打擊恐怖主義中發揮應有的功能，杜絕恐怖份子利用媒體施壓，同時媒體報導必須兼

顧受難者的情感。32在這次貝斯蘭人質事件後，國營電視台在反恐議題上已經與普丁政

府重新建立了默契關係，在未來俄羅斯解決國家安全時，會發揮促進全民團結一致的最

大功能。 

 

    普丁所設想的媒體功能與專業模式，可以是普丁「強國政策」下的一環，在國家安

全發生危機時，政府可以透過媒體展現危機處理的過程及能力，並透過媒體帶給人民信

心及穩定的氣氛。除此，普丁認為俄羅斯的媒體得要回到憲政體制之下才行，媒體要完

全按照法律執行。普丁曾強調要為俄羅斯建構公開與透明的法制環境，在尚未有法律規

範的情況下，政府與議會將主導與媒體協商具體的辦法，這使大眾傳播媒體業者與政府

更加進一步的結合，讓俄羅斯大眾傳媒的政治色彩更加濃厚，獨立性及自由度也將更為

縮小。 

 

 

 

                                                 
 
31

 胡逢瑛、吳非，《轉型中的俄羅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 26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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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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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國總統大選與電視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在 20 世紀末的俄羅斯社會變革中扮演了非同一般的重要角色，這一

點表現在 1996 年和 2000 年這兩次具有歷史意義的總統大選中。在葉爾欽上台後的幾年

裡，由於國家政治混亂、經濟蕭條，幾乎喪失了俄羅斯民眾的支持。為了確保 1996 年

總統選舉的勝利，葉氏利用時任總統的執政地位，控制大眾傳媒，展開了一系列艱巨的、

修復總統名譽的宣傳工作。 

 

    媒體的努力雖未能徹底挽回時任總統葉爾欽的形象，但卻成功地改變了受眾的態

度。而俄共在宣傳鼓動方面則力量不足，處於被動地位。這就使那些儘管對其不滿，但

不希望國家動盪而持中間立場的廣大選民最終又選擇了葉爾欽。1996 年 6 月第一輪選舉

結果表明，葉爾欽的支持率從半年前的 8％上升到 32％，繼而在七月的第二輪選舉中繼

續上升至 54％。331996 年的總統大選讓俄羅斯人領教了現代傳播媒體技術的威力。正確

地說，葉爾欽的連任並非人民的選擇，而是利用傳播媒體締造了俄羅斯第二任總統。從

此，現代傳播媒體在俄羅斯開始普及，大眾傳播媒體成為人們追逐政治和經濟利益的工

具；大眾傳播媒體是俄羅斯政治的密切參與者，尤其是在資訊時代，大眾傳播媒體與政

治永遠是形影相隨的合作夥伴，普丁的當選再次印證了此一事實。  

 

首先，我們先來看關於總統大選在大眾傳播媒體上的相關規定，其中最常引用的是

有兩項法律：一是《俄羅斯聯邦總統選舉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另一為《俄羅斯選舉權與公民參與全民公投權的

基本保障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33

 根據 ВЦИОМ 在 1996 年選前的調查，葉爾欽的一月民調為 8%，四月中旬為 18%；第一輪投票（6 月
16 日）其得票率為 35.8%，到了第二輪投票（7 月 3 日）時得票率為 54.7%。轉引自：Jerry F. Hough, et 
al., The 1996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p. 
80.；Russiavotes: ＜http://www.russiavot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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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將俄羅斯憲法中的精神予

以具體化及法制化。俄羅斯憲法第二十三條明白揭示：除了經法院宣判為無行為能力者

以及入監服刑者，所有公民均享有消極與積極的權利，亦即在包含總統、下議院代表以

及地方立法機構等政府公職上，均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 

 

    除了規定選舉權的普遍性、平等性、直接選舉與秘密投票等原則外，上述二部重要

的選舉法源，也將「公開性」的原則納入了競選活動的規範當中，務求在選舉中做到資

訊透明，《俄羅斯聯邦總統選舉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俄羅斯聯邦總統選舉必須以合

於公開與公共原則的方式籌備與進行，亦即要求選舉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做到透明。

34《俄羅斯選舉權與公民參與全民公投權的基本保障法》則是規定候選人付費所刊登的

文件內容，必須註明該筆資金來源；若為免費刊登，則更必須清楚標示。文件中的出處

以及內容所涉及的對象也都必須註明。35 

 

    俄羅斯聯邦法律基本上大眾傳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區分為二類：（1）選舉中

對於媒體的運用。（2）媒體對於競選活動的主動參與。在第一種的情況下媒體所扮演的

是「服務提供者」，接受法定單位，如中央選舉委員會、候選人等的委託，傳遞給民眾

各種選舉所需之必要資訊。若是在第二種情況下的話，媒體則必須積極發揮其在民主社

會中的功能，成為一個具獨立性的民主監督機構。然而，由於政治現況多半複雜且難以

界定，《俄羅斯聯邦總統選舉法》當中也規定，媒體參與宣傳活動以及媒體為了客觀報

導選舉而參與競選活動，二者一致對待。36 

                                                 
 
34

 例如在選舉期間，候選人與銀行依法有義務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報告財務以及選舉資金流向，中央選舉
委員會則必須向大眾傳播媒體公開以上訊息。 

 
35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во и СМИ,
＜http://www.medialaw.ru/laws/russian_laws/index.html＞. 

 
36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во и С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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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羅斯總統選舉法》當中對大眾傳播媒體的規定及使用原則，十分瑣碎，除了上

述二點之外，還包括了以下與媒體相關的規定：第一、保障候選人擁有平等的媒體接近

使用權以供競選之用；當然中央選舉委員會、自治團體及完成登記的候選人依法應業務

需要可以接近使用媒體，包括選舉資訊通告、提供時間或版面宣傳。第二、對於競選活

動可以透過大眾媒體、集會遊行、散佈各種印刷與影音內容以及其他法律所允許的方式

進行，運用「授權媒體」37來進行宣傳，這些媒體必須提供相等份量的時數或版面供每

位候選人免費使用外，也必須保留付費的時段或版面供候選人購買，作為競選宣傳之

用。第三、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除非媒體能夠保證提供遭受攻擊的一方相當時數或版

面作出申辯，否則不應播放會損害候選人名譽、尊嚴以及商業信譽的內容。上述這些條

文，均為了維持選舉公平的媒體競選活動。38 

 

    俄羅斯中央選舉委員會曾於 1999 年國家杜馬改選前，對於競選活動的定義、執行

方式與限制，以及新聞記者的角色、媒體與選舉的關係，都作出重要的界定，包括了 2000

年的總統大選，其內容如下：39 

1. 競選活動意指鼓勵、意圖鼓舞選民參與選舉活動，並表達出對候選人的支持與反對。

競選活動的經費必須由競選基金統一支出。競選活動期間係由候選人正式登記開始

至投票日前一天的深夜十二點。 

2. 競選活動得透過媒體、集會、散佈各種印刷及影音內容，以及其他法律所允許的方

式進行。法律保障公民以及政治團體有權在法定時限內進行競選活動。 

                                                                                                                                                         
＜http://www.medialaw.ru/laws/russian_laws/txt/22.htm＞. 

 
37

 根據《俄羅斯聯邦總統選舉法》第四十九條，「授權媒體」係指（1）政府或相關政府機構所創立或協
同創立之媒體事業。（2）在選舉前一年的整年度內，有百分之十五以上的預算是由政府或地方自治機
關所補助的事業媒體。這些媒體包括了電視、廣播及印刷刊物。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во и СМИ,＜http://www.medialaw.ru/laws/russian_laws/txt/22.htm＞. 

 
38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во и СМИ, 
＜http://www.medialaw.ru/laws/russian_laws/txt/22.htm＞. 

 
39

 俄羅斯中央選舉委員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ikrf.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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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候選人如擔任公職，則只能於非執行公務時間進行競選活動。而擔任公職之候選人

的言論與競選活動無關時，那該行為將部署於聯邦選舉法所管轄的範圍，而改受聯

邦法律《國有媒體報導國家政權行為秩序法》所約束。 

4. 公務員、新聞記者、以及其他電子或印刷媒體工作者，一旦登記成為候選人或候選

人之代理人，則不得參與原服務單位針對競選活動所做的報導。 

5. 媒體應事先公佈託播競選廣告的時間與費率。單一媒體通路對於所有候選人應給予

相同的條件。未事先公告上述資訊並告知中央選舉委員會者，不得參與後續的媒體

競選活動。 

6. 關於選舉的純淨新聞報導以及政論性節目，必須讓觀眾能夠清楚辨識。純淨新聞不得

接受候選人選舉基金的資助，且避免報導內容的偏頗，或是倒向任何一方的候選人。 

 

    筆者認為上述六點對執政者而言是十分有利的，而且可以運用的「灰色地帶」相當

的寬廣。以普丁 2000 年選舉為例，身兼總理及代總統的普丁，居然選擇在這次選舉中

「缺席」－不參與任何的競選活動、不曾使用任何選舉法賦予候選人的競選時段或版

面。然而，事實上卻是：普丁受到媒體最多的關注，成為「媒體寵兒」，大量被報導，

且正面消息居多。媒體會對普丁有大幅報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普丁身為總理與代總

統本身即具有新聞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國營媒體的刻意營造。 

 

    以上述的第三條來看，普丁是真的可以不用「請假」來競選，只是因為他特別的「公

職」身分。第二，以第六條來說純淨新聞與政論性節目的播出，以俄羅斯的電視來看，

這類節目基本上大量存在於國營電視台中，普丁不須以「選舉基金」來贊助媒體，當媒

體看到普丁背後所代表的「政府預算」時，國營電視台的新聞及談話性節目，是很難不

對普丁偏頗的；而且以 2000 年的媒體還是屬於金融工業集團寡頭所掌握，寡頭們為了

繼續在政治上保有影響力，並定會在旗下媒體中大力宣傳普丁。除此之外，普丁 2000

年能夠當選一個很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第二次車臣戰爭的爆發，身為俄羅斯聯邦的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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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普丁順理成章地以俄羅斯國家利益捍衛者之姿出現在公眾面前，他的形象被塑造

成一位強悍、果決的指揮官，暗示他將帶領國家在對抗「恐怖份子」的戰爭中走向勝利。 

 

    國營媒體，一直是俄羅斯總統選舉宣傳中執政者的最大優勢，以 2004 年普丁競選

連任時來說：選前退出的總統候選人雷布金（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Рыбкин），在 2004 年二月

底抗議四家國營電視第一頻道、俄羅斯電視台、獨立電視台以及中心電視台技術性地阻

礙其使用法定免費時段以播送競選廣告。另外，俄共參選人哈里托諾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與獨立參選人哈卡馬達（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也曾舉

辦遊行，抗議第一頻道和俄羅斯電視台在二月時完整地播放普丁對其競選團隊的演講。

40而實際上，除普丁之外，其他的候選人競選宣傳都有經過電視台審查修剪，因此在競

選活動進行中，其他候選人質疑國營頻道淪為普丁政府的打手是其來有自的。 

 

    根據歐洲安全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針對俄羅斯 2004 年總統大選觀察報告中表示，普丁在電視頻道上有著絕對的優

勢，在全國性電視台主要新聞時段中，普丁所曝光的時間是最多的，正面新聞也是最多

的。在選前一個月（2004 年 2 月 12 日至 3 月 12 日）的觀察裡，普丁出現在新聞頻道的

時間，遠遠超過其他幾位候選人，以第一頻道為例，普丁就超過 4 小時，而共產黨候選

人哈里托諾夫卻只有 21 分鐘；而在俄羅斯電視台，普丁佔了超過 2 小時，而另一位候

選人格拉濟耶夫（Сергей Юрьевич Глазьев）卻只有短短 4 分鐘的負面報導。41更特別

情況是，在大選的前一個月（2004 年 2 月 12 日），屬於國營電視台的第一頻道及俄羅斯

                                                 
 
40

 OSCE/ODIHR,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Report On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14 March 
2004, (Warsaw: OSCE/ODIHR, 2 June 2004), p. 18-19.  

  ＜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2004/06/3033_en.pdf＞. 
 
41

 OSCE/ODIHR,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Report On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14 March 
2004, (Warsaw: OSCE/ODIHR, 2 June 2004), p. 16. 

  ＜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2004/06/3033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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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居然完整播放普丁對其競選團隊的演講分別 57 分鐘及 62 分鐘。42 

 

    基本上，關於 2004 年的俄羅斯總統選舉來說，以歐安組織選舉觀察團之評估，在

選舉透明度與處理選務爭議程序上是相當值得肯定的。然而就整體來說，仍然有許多可

以進步的空間，以下為歐安組織對於日後俄羅斯總統選舉大眾傳播媒體修正之四項建

議：43 

1.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其他監督機構應確認國家管理的媒體，能以自然而公平的方式提供

選舉新聞。中央選舉委員會應領導自己的媒體來監督選舉期間不公平，或具偏袒的

報導，並對這樣不法的行為採取迅速而有效的對策。 

2. 聯邦高層應該迅速擬定將國家管理的媒體轉型為獨立媒體之政策；此舉有益於在選舉

期間，媒體帶給人民公平且政治客觀的新聞。 

3. 任何意見都應納入建立一個獨立於任何政治官員的媒體協調會，具有明確指令，並能

保持進入國家管理媒體的管道是自由而公平的。此協調會的成員資格應該要多樣

化，要具有媒體相關的、法律機構的、政治黨派等的專業能力，這些成員不應被直

接指派。 

4. 聯邦高層不應為了影響選舉結果，而插手干涉媒體運作或其人事組織；任何地方或中

央行政機構都不應對任何媒體有恐嚇、威脅及關閉其公司, 或是施壓等情形出現。 

 

    在 2000 年總統大選時，電視成為普丁競選時最好的舞台，透過畫面的塑造，普丁

勤政愛民的形象表露無疑，讓選民自然而然就知道要把票投給誰；再加上發動第二次車

臣戰爭獲得民意支持，以及對外針對車臣發表看法時，都顯示出了他的「強人形象」；

                                                 
 
42

 OSCE/ODIHR,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Report On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14 March 
2004, (Warsaw: OSCE/ODIHR, 2 June 2004), p. 18. 

  ＜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2004/06/3033_en.pdf＞. 
 
43

 Ibid.,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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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更是不用說，挾著執政優勢的普丁，媒體自然而然成為最佳助選員。從俄羅斯的

總統大選中，可以發現國營媒體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受到執政者的牽制，另一方

面也被選舉法規定要進行平衡報導，若是國營媒體可以從中找到解決辦法的話，相信這

對俄羅斯的大眾傳播媒體發展是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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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以俄羅斯國內的電視台概況中來看，呈現了形式上「多元化」的發展：44 

1. 播送方式的多元化：從葉爾欽時代開始，俄羅斯大眾傳播媒體開始運用「現場直播」

的技術，使用 SNG 車設備播報重要新聞，讓新聞更加即時且具有臨場感。衛星電視

的出現帶來更多元化的生活，例如：＜俄羅斯＞衛星電視台，主要播放是西方的新

聞台與電影台的節目。衛星電視台也可以將俄國人及政府的觀點傳播到全球各地，

衛星電視可以在俄羅斯收看之外，美國、近東，及歐洲地區也可以收看，無遠弗屆。 

2. 表演形式多元化：俄羅斯電視節目多採以台內自製，電視台內普遍使用製片人的制

度，整個節目的製作與發行均掌握在製片人手裡。 

3. 電視觀眾分佈的多元化：俄羅斯的電視台（全國性電視台）會隨著時區及地區的不

同來播放不同性質的節目；媒體集團旗下擁有不同屬性的電視台，例如體育台、兒

童台等，為了就是年輕及兒童族群所成立的。 

4. 電視台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國營及非國營的電視台同步存在。 

 

    蘇聯解體後，俄羅斯的電子媒體業，產生了巨大的變化，私有化的發打破了俄羅斯

舊有的廣電體制，短短幾年內私營電台和電視台在幾年之內發展到一千多家，至今，全

俄國內登記了一萬六千多家的電子媒體。在葉爾欽時期，由於政府缺乏資金，無力扶持

電視媒體的發展，讓金融工業集團的寡頭們趁虛而入，控制了俄羅斯主要的電視台；政

治菁英們也用交換國家特許的利益，使寡頭集團媒體維持了他們的政治優勢，並且左右

了社會輿論。雖說在這段時間內，他們創造了廣泛的新聞自由，但也嚴重影響了俄羅斯

政府的各項政策和實施，甚至危害到國家安全。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和利用電視媒體，

就成了普丁上任後最迫切的問題。 

                                                 
 
44

 胡逢瑛、吳非，《轉型中的俄羅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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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丁執政後，對金融寡頭操控的電視媒體進行大刀闊斧的整頓，將旗下電視台陸

續收回國有，經過整頓，俄羅斯兩大國營媒體集團「全俄羅斯廣播電視公司」，及「國

營天然氣工業媒體集團」旗下的國營電視台，均成為愛國主義的最佳宣傳管道。除此，

普丁也運用傳播媒體為國際宣傳的工具，為了提升國際形象，增強俄羅斯文化吸引力，

更好地應對「顏色革命」，反對外來的思想滲透和侵襲，俄羅斯政府一方面加強媒體控

制、整合傳媒機構，另一方面增加人力和物力的投入，加強對外宣傳，改善俄羅斯的政

治形象，增加對外、獨立國協等周邊國家的吸引力。 

 

     2002 年 7 月，俄羅斯台的「環球」俄語節目開播，主要面向在歐洲、美國和澳大

利亞的俄羅斯公民和僑民；2003 年初，俄新社高層換人，向西方報導有利於俄羅斯的消

息成為俄羅斯新聞社的主要任務之一。452003 年 8 月，普丁會見俄企業界人士，要求他

們通過媒體來改善俄羅斯形象；2004 年 6 月，普丁與俄國駐外使節見面會上，特別指

出媒體外交于國家傳統外交的重要性。462005 年 3 月，俄總統辦公廳做出建立「今日

俄羅斯」英語頻道的決定，這個新聞衛星頻道針對歐盟、亞洲和美國在內的國外觀眾，

介紹俄羅斯的現代社會生活以及俄在國際事物中的各種立場，加強克里姆林宮內外政策

的對外宣傳，讓俄羅斯在外國，特別是在西方樹立良好形象。 

 

    普丁透過俄國的大眾傳播媒體，表現出俄羅斯泱泱大國的實力，並且繼續對抗恐怖

主義的攻擊；同時對媒體要求國家利益下的新聞自由。經過普丁的八年的執政後，俄羅

斯電視最終逐漸呈現了井然有序「國家化」的型態。普丁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內，政府與

媒體之間維持了一種媒體國家化與自由化路線之爭，媒體尚保留著新聞自由中的言論自

由。然而，言論自由軌跡的逐漸減弱有一段發展的時期。在普丁任內一連串的恐怖活動，

                                                 
 
45

 Россия Телеканал, ＜http://www.rutv.ru＞；РИА Новости, ＜http://rian.ru/＞. 
 
46

 President of Russia official Web,＜http://www.kremli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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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使的俄國人民人心惶惶，更是希冀普丁有魄力解決此一問題。因此，「反恐怖主義」可

以是普丁執政過程中的最大任務；而兩次人質事件的爆發，使俄羅斯新聞自由從普丁上

任的爭權時期過渡到收斂時期。自從 2006 年 3 月 6 日反恐法通過之後，新聞內容的報

道規範受四項法案的嚴格限制：《緊急狀況法》（закон «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戰爭法》（закон «О вое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極端主義法》（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和《反恐怖主義法》。俄羅斯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從對

媒體體制的改革開始，再到對新聞內容規定作出法律要求；普丁的媒體改革，從限制新

聞體制進入到新聞內容的箝制階段。 

 

    俄羅斯的總統選舉中，國營事業電子媒體總是扮演執政當局「助選員」的角色，讓

執政者在大眾傳播媒體的運用上，有著絕對權利及優勢，普丁也不例外。普丁透過媒體

傳播視察全國各地的畫面、在媒體上演說及與民眾閒話家常等等，有時也無意間透露了

他私領域的生活狀況，塑造了他親民、健康的形象。若要將對媒體的操弄如何影響民主

選舉的結果，作一比較，2000 年的總統大選可說比不上 1996 的總統選舉來得精彩與戲

劇化，但 2000 年看似平和、無趣的選舉，卻已傳達出一個重要的訊息：俄羅斯大眾傳

播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及反映出的「現實」，似乎逐漸如同媒體的所有權一樣，再度走向

一元化－國家化。不幸的是，在 2004 年普丁連任的總統大選中，這項事實更加的明顯。

於是，俄羅斯的新聞自由正式進入「第四權」終結時代。 

                                                 
 
47

 從普丁為總理開始，1999 年 8、9 兩個月，莫斯科市地鐵爆炸事件和公寓爆炸成廢墟事件；第一任期中
發生杜伯羅夫劇院人質事件（2002 年），貝斯蘭學校人質事件（2004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