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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五月了，通傳會開始陸續關閉類比訊號，往數位匯流目標又前進了一

步。行政院也提名了新的通傳會主委、副主委與新委員，組織運作又將有

新的風貌，我上一本《NCC 與數位匯流》書中指出的一些問題，多少有一

些突破。

離開通傳會時就承諾要寫書，一本書寫不過癮，繼續寫下去，主要是

匯流時代，產業、主管機關以及消費者（公民）的互動出現不少新的議題，

傳統的教科書或是研究報告都無法完整敘述全面性、排山倒海來的挑戰，

我身為傳播學者，有幸到政府服務兩年，相當瞭解產業界的期待、主管機

關的努力與困難，以及消費者等不及的媒介使用行為，因此本書就以傳播

學者較為正規的寫法，從媒介政策、通訊傳播政策開始，到我國究竟有無

政策，到我在通傳會時主導的廣電三法修法，到政策一定會碰觸的結構規

約與內容規約，算是將台灣的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頻道究竟出了什

麼問題、修法時考慮的重要面向，以及未來可能會碰到的爭議一一說明，

雖不能詳盡，但總不能忽略身為傳播人的基本關懷。寫法上除了引用國內

外文獻、通傳會在修法時的考慮重點外，因為工作角色之故，多少夾雜了

一點個人的觀察與意見，這是與傳統教科書稍有不同之處。

多少年前，五六月，春夏之間，我從政大新聞系廣播電視組畢業、繼

而拿到博士學位開始於芝加哥教廣播電視，都發生在這個迎接炙熱的季

節。春天本來就該耕種，經過夏天，等待秋收。我國通傳會成立六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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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還在播種，大家的努力，應該都為了未來收成。

我的父母都在這個季節離開我們，但他們相當瞭解我持續耕種的人格

特質，並給予高度支持。台灣只要更多人願意為這塊園地耕種，我相信秋

收的成果不會太差。謝謝許多陪我一起耕種的朋友，也感謝通傳會同仁、

政大助理郭馨棻、呂嘉薰等陪我完成人生部分理想。陳雅琪協助文字潤飾、

妹夫強鴻元封面設計，一併致謝。

																												　　　彭芸

                          民國一零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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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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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傳會在檢視我國現有廣電政策時，面臨的是歷史的痕跡、政治的角

力，任何公共政策都不會在真空當中產生，本章重點在於介紹媒介政策的

制訂與重大議題，文獻的討論以歐洲為多，因為美國從開國起，以憲法修

正案第一條為基礎，保障言論自由，其他則以法律來規範媒介發展。

二十一世紀一談媒介政策 (media policy)，第一句要問的通常都是：

何謂媒介？本書將 media 翻成「媒介」而非「媒體」(medium)，認為後者

更關注媒介作為一個組織的主體性（註一），而「媒介」是將這種通路

(channel) 的特性彰顯。二十一世紀，因為媒介成為匯流平台 (platform)，同

時大眾媒介 (mass media) 的時代過去，一些國際傳播研究組織就將大眾媒

介改為媒介研究 (media study)，是以二十一世紀討論媒介與傳播政策時，

都一再強調要以新思維，要走出過去以「部門規約」(sector regulation) 的

限制（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3），就因為這種改變極其複雜，

牽涉的層面甚廣，更應該好好加以檢視。

我們熟知的傳播史 (communication history)，或是媒介史 (media history)

都喜依年代，從非語文 (nonverbal)、口語 (oral)、文字等人際傳播，到紙張、

活字印刷術發明後出現的大眾傳播史 (mass communication history)。二十世

紀廣播電視興起，更將電子媒介 (electronic media) 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每

一種樣貌勾勒得相當清楚，因此可以說學界「對傳播的規約長期以來是與

傳播科技相連結」(Jassem,2010: 23)。

一般所稱部門規約指的就是傳統依照媒體屬性而分別進行規約管制的

歷史，我們熟悉的傳播史，通常就將印刷媒體的規約以及廣播電視等電子

媒體的規約分開討論，一來自歷史因素，另一則與科技屬性有關。Napo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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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 2 ) 在討論電子媒介管制的原則與過程時，開宗

明義就說「在美國，傳播政策制訂是依『科技特性』之處理方式，及決策

者是基於個別科技特性來設計各項管制措施」。

討論媒介政策時固然將其視為公共政策，但因為媒介在民主發展過程

中重要而獨特的角色，就有別於其他的政策考慮。而一旦說到「規約」

(regulation，或譯為管制、規制、監理、規管等 )，從一開始就是政府，或

更早之前的執政權力行使的範疇。我們熟知的政府規約媒介的歷史，即依

照媒介的發展歷程，從「事前管制」的執照制度開始，印刷媒介強調「言

論自由」，以所謂監督政府為天職（彭芸，2008, 2011a），而政府則以「執

照」(license) 來進行管理也已經維持五、六個世紀，不想放鬆。

在匯流紀元，過去依科技特性來規約管制碰到困境，各國乃建立獨立

機關 (National Regulatory Agency, NRA) 予以因應，最有名的當屬英國的傳

播規約機構 Ofcom（江耀國，2008；馮建三、羅世宏等，2008）。獨立機

關建置代表規管典範的轉移，我們從那裏來，要走向何方？政策、規約在

討論典範轉移中的意義為何？而近來流行的媒介治理 (media governance)

又是什麼？本章將釐清這些概念，同時為接下的幾章奠定討論的基礎。

第一節　媒介規約（管制）：政府介入

管制理論 (regulation theories) 甚多，如果說從監理、到管制，到規約，

皆指涉「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 之概念。因著政府「態度」

的差別，自然在介入其要「互動」（或「管理」）之產業的方式、作為、

效果差異甚大。媒介的管制理論與其他管制理論最大不同在於管制對象為

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是一個國家民主自由最重要的表徵，媒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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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督政府，為所謂的第四權，政府如果「管制」過當（介入甚深），媒

介難以監督政府，就無法扮演其第四權的角色，媒介與政府之間微妙的平

衡關係相當脆弱（彭芸，2008），政府介入的多寡與方法就成為研究媒介

規約最重要的課題。

媒介規約在美國並不是學術界的重要領域，認為談論「管制」難免有

妨礙言論自由的問題（在美國討論傳播政策、傳播法的文獻甚多，課程、

書籍不缺，但媒介政策的討論就相對不成比例），加上自律機制成立甚

早，成績也算差強人意，因此以法律作為底線，輔之以公民團體的監督，

就構成美國媒介規約的架構（有興趣參考 Noam, 2008，Baker, 馮建三譯，

2008）。

「 歐 洲 化 」(Europeanization, or EU-ization) (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1:2) 是近年國際政治上的重要議題，在此過程中，媒介的角色

就備受矚目。歐洲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對印刷媒體的管理多以法律為之，

在電子媒體部分因為公共廣播電視制度之故，透過公共系統的管理機制，

政府介入不那麼直接。歐盟成立，對於媒介政策的重視，企圖建立「歐

洲性」（Europeness），繼而企圖要求各國配合建構歐洲公共性的各國媒

介政策，同時歐洲希望媒介建構的公共領域成為典範，以對抗美國商業

媒體的一些弊病，從電視無疆界指令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 Directive, 

TVWF Directive)到視聽媒介服務指令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都顯示歐盟強烈的企圖心，欲在電子媒介的規約方面樹立其權

威與獨特性。

在歐盟架構下，各國依國內特殊的政經情勢、媒體發展與人口等條件，

有獨立的規約機構，大體上依循歐盟的相關指令來規範國內媒介、傳播機

構 (Anthony & Preston, 2007)。Saurwein & Latzer (2010:153) 認為歐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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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的規約文化，一方面其目標在於減少、簡化傳統規約工具（如命令

控制式立法），並同時鼓勵他類的規約 (alternative regulation) 模式，如自

律與共同規約，歐洲議會設定的目標首先要將達到政策目標的效率提升，

並可以藉由包含各類利害關係人進入規約過程而增加規約的合法性。

英國為媒介政策、媒介規約最完備的國家，相關文獻也最完整。從公

共廣播電視制度開始，英國人相當自豪其電子媒體的發展，隨著傳播科技

的發展，英國公共廣播電視制度也受商業力，也就是市場全球化的影響，

因應匯流、數位化過程中，不論規管機制、規管原則等都有所調整，從媒

介政策演進到傳播政策，按部就班，是為典範，1998 年英國通傳政策綠皮

書寫明「通傳政策的重要目標不僅要維護民主的立場，同時要吸引部分全

球收入、創造就業」，可見各國面臨全球化與科技發展，都在通傳政策上

進行調整。

Ofcom 執行長 Ed Richards 在牛津演講 (2012, January.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Oxford Media Convention,Oxford.) 時則指出「我們也需要新的管制方

式來支持英國媒體產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必須幫助而非阻礙產業去競爭、

增加投資與創新，也惟有如此才能鞏固英國作為數位服務與創意的中心地

位。」他同時建議建立一套簡化的管制體系，而不是成立單一監理機構就

好，這套體系要靠一組核心原則來支撐，他認為這套體系在數位時代裏，

於任何可能之處簡化管制程序，不會因為個別事件而變得更為零碎繁瑣。

當然，因著政治、經濟、科技使用等因素，近些年針對「管制」、「解

除管制」，以及「再管制」各國都在傳播政策上多所討論，並在法規鬆綁

方面有一些作為，但如劉孔中（2010:97）討論管制時所言，國家對於公共

事務之規範並沒有因為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自由化、解除管制或全球化而

有減少，改變的是介入的態度。因為電子媒體的發展使用國家寶貴的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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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又牽涉到國家競爭力，「國家介入」因牽涉到「再規約」（彭芸，

2011a）就成為二十一世紀研究傳播政策中的顯學。

研究國家介入，其實是要研究國家如何看待這個「介入」的產業，從

傳統對媒介的管制，到解除管制，到再管制，背後的哲學（即「規管哲學」）

為何？理由決定高度與氣度。也就是說，規約與否不是簡單「程度多寡」

的問題，從有印刷媒介開始，事前審查以取得執照，二十世紀電子媒體興

起，政府更是不能不介入，不論是我們熟知的「報業四大理論」，化約成

自由民主、威權式的兩種管理哲學，簡單說，就是在從全無到全有（零到

一百）的象限中移動。因此，在研究政府介入時，除了研究「演進」外，

更要研究「原因」，以及對產業（市場模式）、對民主歷程（公共利益模式）

的影響。

第二節　規管理論及其發展

一般在討論政府規管通訊傳播產業時，最喜歡引用 Gary(1994) 的四

種分類法 (ref. 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 )：即「不管模式」(the no-

regulatory model)、「共同載具模式」(the common carrier model)、「公共

信託人模式」(the public trustee model) 與「線纜模式」(the cable model)，

這四種相當傳統的分類法乃依「科技屬性」，並不符合現今匯流發展，

Saurwein & Latzer (2010) 在討論規約理論時，就認為共同載具重視公共利

益，有線電視則結合了廣播電視的公共信託人與線纜兩種模式。

除了以科技屬性分類外，研究規管哲學也有不同的學說作為討論基

礎，Hardy(2008) 以自由民主理論（Liberal democratic theory）、新自由主

義（Neoliberalism）、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以及批判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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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四種理論加以闡述媒介、民主與政策之關係。

前三者均以自由主義的概念為核心，而批判政治經濟學則是對現狀的一些

反思（有興趣請參考 Baker, 馮建三譯，2008，Mansell & Raboy, 2011）。

二十世紀討論媒介政策，二十一世紀則因應匯流而討論通訊傳播政

策，但演進的過程究竟為「漸進式」或是「革命式」，就有許多不同的假

說以及理論，如果承認媒介在社會中「獨特」角色，就認為國家不能沒有

媒介政策。如果認為媒介固然重要，惟畢竟有其經濟面的表現，因此在討

論政策時常以「社會管制」與「經濟管制」兩種思維來加以論述（Freedman, 

2008）。學者（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18-19）認為社會性管制

與經濟性管制之區分，在於社會性管制以關切大眾身體的、道德的與美學

的福祉為主。相較於僅專注「傳遞訊息」功能之經濟性機構，以社會性事

務為訴求的管制通常比純經濟的管制，需要管制者更多主觀性判斷。

類似的說法是以「市場模式」(market model) 及「公共論域模式」

(public sphere model) 兩種來加以論述（Croteau & Hoynes, 2006:39），前

者重視媒介在市場上的表現，後者則以其在建構公共論域的角色，討論其

服務「公民」，因此多元、創新、實在的內容都可以促進公共利益。各種

討論傳播政策的理論或學說，都承認傳播媒介「二元」的特質（彭芸，

1994），因此社會管制與經濟管制就都必須同時加以考慮。但社會管制與

經濟管制本不是截然對立的概念，傳播產業本身即具兼具經濟與社會兩種

組織的功能。Mansell & Raboy (2011) 討論媒介與通訊傳播政策時分為「載

具政策」(carriage policy) 與「內容政策」(content policy)，前者目前面臨的

問題為匯流，後者面臨的問題則為文化。

匯流較屬產業政策，內容更多考慮文化政策，因此規管的理論就從媒

介政策擴大到傳播政策，涵蓋載具與內容（本書第六章討論結構規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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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討論內容規約就是延伸這種政策思維）。石世豪（2009b:23-34）認為

數位化技術與跨業整合加速通訊傳播匯流，更將全面挑戰依產業別垂直劃

分的既有管制的界線，待之而起的，即為「通訊基磐—傳播內容」水平整

合的二元規範模式，也說明兩者相依的關係。

傳播政策制定者、規約者的責任兼具經濟性與社會性管制，同時，個

別管制決策也經常同時包含經濟與社會價值目標（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

譯，2005）。OECD 建議決策者的規約應考量經濟目標：即確保市場的有

效競爭，鼓勵創新與投資，以及社會目標，包括普及服務議題、接取、服

務品質、緊急呼叫、媒體多元化、多元文化、消費者和其他用戶之保護（彭

芸，2011b）。最常舉的例子為有線電視的費率管制，一方面，這些管制

政策可視為保護消費者免於受到市場獨占業者超收費用的對待（絕大部分

是一區一家），另一方面，有線電視費率管制係出自社會福利的動機，並

促使、維護與加強更多人之資訊接受的能力，進一步防止如數位落差等問

題。近來熱門的產業併購造成市場集中度的議題，也凸顯不光只有經濟因

素的考量，更有多元意見可能消失的社會管制之思考。

美國在第一憲法修正案的精神下，依 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

2005:25) 提出的傳播政策基本原則，就包含下圖（圖 1-1）中的幾個重要

的概念，其中競爭原則屬經濟管制的原則，多樣性則為社會管制的理念，

都在公共利益的大架構之下，服務消費者。美國通訊傳播重視的在地主義、

意見市場的自由、多元，配合通訊傳播的普及服務，就成為政策思考的重

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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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概念

                  來源：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25

Nieminen (2010) 在分析歐盟規約架構時，認為歐盟媒介與傳播規約有

三種途徑：一是共同市場原則，規範基礎是為競爭法，其次為言論自由原

則，這相對是一種較為「放任」的途徑；再來則是公共服務原則，也就是

大家熟知的歐洲公共廣播電視制度，簡單說，市場、服務以及表意自由，

這與美國傳播政策關注的重點差別不大。但歐洲共同市場形成後，歐盟架

構下，規約管制逐漸改變，它漸漸地從分配 (distributive) 政策轉移至政策

制定 (rule making)，從干涉 (interventionist) 到積極、正向 (positive) 的政府

管制 (Majone, 1996, 1999 , refer Latzer, 2006)。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1) 也認為過去類比的規約模式其特質有：首先，垂直規約（從生產到

傳輸到消費端）或沿著產業線加以規約，其次，依著傳輸平台而設計的規

約架構，因此不同規約機構負責不同媒體，而因為不同媒體，規約也就為

達到不同目標而努力（Hardy , 2008），就因為從類比到數位，匯流使得規

管哲學與實踐根本改變，部門規約並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世界各國均在思

公共利益

意見市場在地主義 普及服務

多樣性 競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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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規約、政策的匯流，我國亦不例外，以下進一步說明：

第三節　匯流規管的考慮因素

Drucker & Gumpert (2010)在討論規約匯流時，利用我們熟悉的「誰」、

「什麼」、「通路」及「效果」來分別探討（表 1-1）

表 1-1：規約匯流的因素

誰 什麼 通路 效果

傳送者

使用者 /閱聽人

規管機關

內容

訊息

媒介

平台

公眾或私人傳播

規管動機

來源：Drucker & Gumpert , 2010, p.7-15.

這種傳統的區隔方式在傳播研究中維持約一世紀，不論是個人的傳播

者或是機構的傳播者，至少二十世紀受制於通路，於「大眾傳播」時代服

膺於大眾的邏輯。重點既是「大眾」的「媒介」，因此「訊息」以及「閱

聽眾」就成為二十世紀大眾傳播研究的主流，「通路」相對受到的重視為

少，不過就是印刷與電子兩大類。而規管制機構即為政府，「執照政策」

管通路（從事前審查到事後懲戒），因為管了通路，傳播者與閱聽眾無法

連結，效果可在控制的範圍內。只是，二十一世紀匯流，這種區隔還有意

義嗎？使用者本身就是訊息製造者，內容、訊息差別不大，媒介成為平台，

公眾與私人的界線也愈趨模糊，因此從政策研究的角度，「規管動機」就

成為重點。

愈來愈多研究探討政府對媒介規管的「動機」，Braman (2010) 在討論

美國中介媒介環境中的法律解釋時指出，多重因素要加以考慮：情境（公、

私）、內容（政治 vs. 經濟 vs. 文化 vs. 個人）、類型（事實 vs. 虛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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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vs. 意見，新聞 vs. 歷史）、說者（公 vs. 私，個人 vs. 企業 vs. 政府）：

接收者（志願 vs. 非志願，成人 vs. 弱勢）以及政治情勢（戰爭 vs. 和平，

選舉 vs. 非選舉），這些因素就決定了最後一個國家呈現出來的媒介環境

與內容。而規管政策的形成與執行，也自然不能不正視這些因素的交叉互

動。

第四節　政策典範的轉移

媒體與通訊傳播政策都是國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政策清楚就形塑規

約工具，而由於規約的範圍擴大，以及公民社會形成，治理的概念就引進，

成為顯學。Freedman (2008:14) 在討論規約政治時界定這幾個概念如下：

媒介政策 (media policy)：先發展目標與規範，導引至工具的創造，

其設計用以形塑媒介制度的結構與行為

媒介規約 (media regulation)：聚焦於發展特定、合法束縛的工具以達

成政策目標。

媒介治理 (media governance)：乃是各項手段的總合，不論是正式或

非正式，是國家內或跨國，是中央或分散，目標乃依據媒介政策辯論的解

決，以組成媒介系統。

Van Cuilenburg & McQuail (2003) 檢視媒介政策的概念及其歷史發展時

提出三階段論：第一階段重視效率，第二階段則由民主所驅動，第三階段

考慮政治、社會及經濟領域的福祉。

McQuail (2010:239) 進一步解釋：第一階段從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稱為「傳播產業政策形成期」，政府策略性利益是為促進新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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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話、有線電視、廣播等）產業與經濟發展，除此，國家並無一致、

固定的政策目標。第二階段為「公共服務」，由於認知必須對廣播立法，

傳播不光是科技，「傳播福祉」(communication welfare) 的概念引進，國家

就不光只是分配稀有的頻譜，政策積極的促進某些特定的文化、社會目標，

並消極的禁止一些可能對社會的傷害，而因為要限制壟斷及維持商業壓力

下仍應具備一定的水準，公共政策討論中將報紙也列入，這方面的成績在

歐洲於七零年代達到高峰，隨後即開始下降。政策的第三個階段 (1980/90

年代至今 ) 可稱為「新典範」，肇因於國際化、數位化與匯流。政策固然

仍受政治、社會、經濟目標引導，但這些目標被重新解釋、並調整了順序，

經濟目標（包含了競爭、發展、就業、消費主義、創新等）大過其他目標。

Hardy(2008) 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將傳播的規管分成三個階段（Phases 

of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第一階段從十九世紀到第二次大戰結束，

第二階段為公共服務的媒介政策時期，第三階段為傳播政策時期，特色為

國際化、數位化以及傳播與規約的匯流，在這個階段，經濟目標傾向取代

社會、政治以及文化價值，主要統理的價值包括市場競爭、商業競爭，以

及消費者福利（即消費者的選擇權）。

最近 Mansell & Raboy (2011) 在其編的《全球媒介與傳播政策工具書》

(The Handbook of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的第一章，就指

出媒介與傳播政策在西方媒介與傳播研究中變成一個領域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後、五○年代以後的事，重視不同媒介、傳播的種類，以及彼此的關

係，研究的單位以國家為主，到了六○、七○年代，因為一些年輕、批判

的學者，比較性研究就出現了，政策也考慮南北資訊流通等問題，八○年

代起，跨國的問題就進入媒介、傳播研究，同時，因著科技與地緣政治的

改變，「全球」媒介與傳播研究就要考慮一些新增的因素，九○年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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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特殊的現象成為全球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反動」，或抗拒力量。

在媒介這一塊，國家與市場、對社會福利國家（如公共廣播電視系統）的

義務是否還要堅持，就成為辯論的重點。

隨著資通訊產業不斷進步，媒介、通訊傳播產業匯流，政策就往更商

業、多元、分眾媒介發展走，由於美國高爾副總統提出國家資訊基磐，在

1995 年 G7 會議中討論的重點包括如何達到全球資訊基磐的發展目標，後

來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有興趣可參考彭芸，2011，第四章第一節，p.110）也是這種討論的延伸。

這時的重點基本放在硬體建設部分，也就是因著電信發展而產生匯流，其

他內容等都相對屬於「陪襯」，在本書內容規約部分會有更詳盡的討論。

不論硬體的載具，或是軟體的內容，或前面提及的載具政策或內容政

策，都該是公共政策不可忽略的面向，同時公共政策制訂要置產業與消費

者利益於一個和諧的位置，理想上當然希望兩者皆能照顧到，不至於過於

傾向哪一邊。英國學者 Curran(2010) 即明白指出媒介政策或通訊傳播政策

應該藉由政策工具幫助業者更有效的表現，他並表示報業發展並沒有政

策，因為不需要，廣播電視非要政策，否則產業發展不起來。

Mansell & Raboy (2011) 在討論全球媒介與傳播政策時，也特別以全

球化後市場改變來加以說明，他們認為全球媒體與通訊傳播政策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GMCP) 是新興的研究領域，考慮到科技

創新、制度動力學、民主化、過程重視包含與多元，而非排他及不平等。

公共政策既是研究官僚組織與權威角色，公共政策就是由許多「次過程」

(sub-processes) 共同形塑一個完整過程的歷程，歷程中可見「決策與行動

的網，以用來分配價值」，是故分析時，所有相關個人與團體的價值、行

動以及連續的交互及衝突都要列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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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外來力量影響了政治系統與政策制定過程，國家界線被打

破，電腦、電信與電視的匯流，不僅帶入了新的行動者，也為傳播領域

帶入了全球化的生產、投資與分布，包括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 世 界 貿 易 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智財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網際網路名稱及號碼指

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歐

盟等組織，均致力於處理國際系統間的種種問題，並影響著國家的政策，

除此之外，另外一些非營利組織在近十幾年來，也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

色。(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彭芸，2011b)。

Latzer (2006:153) 為近年對規管轉變做甚多研究的學者。他認為現在

政府的功能乃透過制訂規約以糾正市場失靈，他特別提出「他類規約」的

概念，包含了自律與共同規約，其執行乃透由部分，或是全部由私人，或

半私人的規約機構為之，就與我們熟悉的傳統、政治性主導的國家機制有

所差異。他舉的例子為 ICANN 是個管理網路位址的機構，網路內容分級

協會 (Internet Content Rating Association, ICRA) 則是一個規管網路內容分類

的機關（我國也學這套模式，運作尚屬順暢，前者由交通部所管轄，後者

則為 NCC 所屬），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媒介治理是時勢所趨，這在下

面還會仔細加以說明。

談到傳播政策，不能不談國家。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

說明傳播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有三種論述途徑：一是利益團體看媒介政策，

不可否認，因為匯流，愈來愈多利害關係人關心傳播產業，這一派認為，

政策的形成僅反映公民社會中壓力團體間的平衡。二是以國家為中心看媒

介政策，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論者，均認為公共政策不會只反映利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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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相反的，國家偏好也同樣重要。當國家偏好和利益團體的影響分

歧時，國家扮演的角色其實相對自主 (relatively autonomous)，例如英國電

信部門的去管制和自由化，並非利益團體影響的結果，而是政府所引導的。

在歐洲，從多元觀點的角度，國家被視為代理者，國家管理者、政府

機構、政客、政黨等均各自有其偏好。當政策的權利轉移到歐盟層級，

對於「誰能夠決定」以及「決定是什麼」增加了不確定性，而此時更凸

顯出國家角色的重要 (Sadeh and Howarth, 2008, refer 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14 )。

從多元論的角度看，當國家被視為是一代理者，是個中介者，或許會

受不同利益團體的制約，但國家自主，並扮演主動的角色，可以形成獨立

的偏好與目標。學者以英國和美國數位轉換為例 (Freedman, 2008)，長期建

立的產業規則相較於政府力量較為鬆散，對於數位電視規格、設備與服務

的時程、頻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影響均高過於市場。此取徑強調政府管

理階層主導與執行的力量，控制了資源與資訊，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改變社

會。然而此觀點最大的限制在於輕忽社會的影響力，固然國家可以造成改

變，但是國家政策也被許多國內外因素所改變，現代的國家很難像過去「政

府說了算」一般運作。

因此產生第三者折衷的論述，是為國家 ─ 社會觀點和制度取徑，這派

以為在強大的國家底下，國家會辨識出政策議題相關的利益，如此可使政

策過程中兼容利益團體的共同合作。透過此種架構可以解釋政策在歷史上

的流變以及不同國家的觀點，政府有其自主性形塑民主政策議題以及如何

管理媒介部門。也有學者認為此種觀點更適合稱做制度取徑 (institutional 

approach)，用制度觀點考量個體與政策相關單位的關係，思考他們之間的

正式規則、程序、標準執行方式。特別針對新媒介政策，要合作多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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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途徑乃最合宜的方法。

而新制度取徑則是此觀點下發展出來的另一種看法。較傳統制度論，

新制度論較採中間路線，認為制度的角色必須以系統化的觀點來看（最著

名的當屬 Hallin & Mancini(2004) 討論媒介制度一書，有興趣請參考其著

作，是近年最經典的一本討論各國媒介制度的書）。從情境下的媒介管制

就有以下特點：一、所有的媒體組織 ( 不論是私人或是公共的 ) 都無法與

其制度設定脫鉤，二、制度規則將會影響組織如何觀察和評估它所處的環

境，組織背負著制度賦予的內涵，制度規則是媒介管制的基礎，所有形式

的規約都來自於制度管理，三、制度規則來自媒介、政治和經濟行動者。

因此媒介政策的核心特質，不是由誰、哪裡制訂政策 ( 以發生地為基

礎的途徑，a venue-based approach)，或是考慮哪些特殊發展出來的工具 (

工具途徑，an instrumental approach)，或者只在乎達成的結果 ( 以結果驅使

的途徑，an ends-driven approach)。媒介政策的制訂是一個過程，必須以更

動態的方式來加以界定，要考慮不同要角的互動，以及這些要角工作的制

度結構，以及其追求的目標 (Freedman, 2008:13)。

第五節　媒介治理

既使面臨匯流，各國對媒介的規管不會完全交由市場機制，前面提及

歐洲因重視文化，因此對媒體的公共角色有相當清楚的優先順序，Flew 

(2007:17, refer Iosifidis, 2010:7) 則認為媒介政策既是一組法規與規約，就會

考慮如下的重大議題，包括：促進本土內容，可以反應國家文化與認同；

促進可滿足主流及少數群體需求的內容；控制市場進入，以確保媒體產業

有效運作；限制媒體所有權集中，以保留多元主義以及多樣性；防止對社



第一章　典範轉移：從媒介政策到傳播政策 19

區有害內容的傳播；設定節目標準，以確保對公共利益事務公平與正確的

報導等。

McQuail（2003）則認為政府並不能確保媒體的品質與表現，但政府

可以形塑法律與規約來確保這些目標。也就是說，媒介的規管有較為一致

的看法，保護青少年、避免庸俗、不雅，不要造成傷害，內容要有品味…

都是公共利益中重要的概念。這些基本的看法雖然大家不至於反對，但在

實作上，如果媒體是國家的（如共產國家），問題較不一樣，在公共廣播

電視系統中，自律機制也屬完整，目前大家憂心的的是愈來愈自由化的媒

體，因為自律機制常常抵不過商業機制，政府的介入有時主動，大部分屬

被動。

商業機制重視市場，收視率常常決定其價值，政府介入的「父權式管

理」常陷入兩難，如果管太嚴，有侵犯言論自由的顧慮，放任不管，任由

市場決定一切，政府「問責」（或「責信」機制就出了問題）。當然在討

論政府規管時，介入是否一定屬於「父權式管理」？也值得進一步討論（洪

貞玲，新頭殼，2012）。

從前面的討論可知國家的角色依然重要，但是國家從「完全介入」淡

出，藉由與利益團體、公民團體等機制合作，以柔性介入在二十一世紀的

紀元中發揮「治理」的精神與實踐，就成為現今政策討論中的熱門議題，

歐盟視聽媒體指令就是從媒介規管轉而為媒介治理的最佳範例。Latzer

（2006) 認為，現今考量到規管機構時，可知政府規管乃以獨立管制機關

與專業專家的結合，以增強政策的可信程度。獨立規管機構和自律與共管，

顯示出從政府規管到治理、從介入主義 (interventionist) 到更積極 (positive)

的規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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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原字是拉丁的 Gubernare，意指 steering or guiding，從九○

年代中起，政府治理就在不同產業的規管中被提出，全球治理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界定治理為「個人與機構、公與私，處

理其共同事務多種方法的總和，是個持續的過程，衝突或多元利益可以妥

協，合作因此產生」(refer Mansell & Raboy, 2011:10)，Freedman (2008) 將

治理 (governance) 的概念形容為政府 (government) 於水平與垂直面的延伸，

在水平層次上，考量的是私人與社會部門是否包含在管制網絡中；而在垂

直層次上，則是制度在地區、國家、超越國家與跨國之間多重管理結構的

改變。

一般而言，先有政策，繼而設計規管的法令、行政命令與相關規約的

手段，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模式當屬 McQuail (2003, 2005, 2010) 所提出規

範性的媒介治理的形式（如表 1-2），也就是正式／非正式，內在／外在

的幾種組合，人們熟知的正式、外在（即他力）就是一國的媒介政策與法

律，至於正式組織的自律，非正式市場力的介入，以及傳播學者大聲呼籲

的專業主義等，都成為近年媒介治理討論中甚為重要的形式（Latzer 2006, 

2009, Iosifidis, 2010）。

表 1-2　媒介治理的主要形式

正式 非正式

外在 法律與規約 市場力，遊說團體等

內在 管理，自我規約，組織文化 專業主義，倫理與行為規範

來源 : McQuail, 2005, p. 235

第六節　公共利益、公共使用及其問題

學 者 (Goodman, 2009) 在 檢 視 美 國 廣 播 電 視 規 管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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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與電信規管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差異時，認為如果廣

電如電信一般成為「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就不會對廣播電視業者

加諸那麼許多的要求，如意見多元、接近、地方性。也就是說，各國規管

廣播電視都更為嚴格，除了結構規約外還加上內容規約，就在於頻譜的使

用需有公共利益的考量 (Pavlik, 2008)。

前面提及共同載具重視「普遍、方便、價格」，因此不論普及服務

(universal service)、價格上限 (price cap)、費率管制等都是重要手段，對內

容則多採「技術中立」的立場。進入匯流紀元，廣播電視與電信之間的界

線愈見模糊，美國 1996 年電訊傳播法成為解除管制的代表，促使人們思

考網路、平台、營運，甚至內容，都必須以更宏觀、更全面的角度加以檢

視，同時，人們身處匯流時代，從單向轉向互動，就希望速度更快、品質

更好，當然價格又不能太高（這成為 2011 年十二月第一次總統電視辦論

中討論的一個議題）（彭芸，2011b）。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的思維與「公共使用」的載具思維有同

有異，公共利益在傳播學上的討論甚多，甚至可以說，二十世紀大眾傳

播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公共利益」(McQuail, 2010)。媒介，不論

印刷或是電子，既然是「大眾」的媒介，重視「言論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強調因著公共利益而塑造公共論域，人們因獲得資訊而能夠判

斷，就可提升個人福祉，進而具社會資本來提升社會福祉。更明白的說，

公共利益的概念反映的是瞭解政策結果將造福「公眾」而非「個人利益」

（Iosifidis, 2010:5），因此整個媒介政策即奠基於「公共利益」的追求與

承諾之上，Napoli (2001:63) 以為：「公共利益的功能就如一個大傘的概念，

包含著所有的傳播政策之基本原則」，這也是前面討論美國第一憲法修正

案所談及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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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印刷媒體是為爭取言論自由，電子媒體則因使用國家資源，「公

共利益」成為最關鍵考量，美國成立了獨立機關美國聯邦廣播委員會（後

改為聯邦傳播委員會 FCC），其主要功能就是規管電子媒介，因其向國會

負責，因此國會的影響不能漠視 (Bittner, 1994)，但只要碰到有關公共利益

的考量，政治力也要退讓，美國最高法院捍衛公共利益為「美國聯邦傳播

委員會這機構可以行使權威的基石」，並指出公共利益為衡量廣播電視業

者是否有效服務公共的指標 (Freedman, 2008:66)。

雖然也有學者提出公共利益標準的意義不明確，將一個原先應用於其

他龐雜不相干的產業且意義不明確的原則，放在傳播產業，並不適合，但

因為「能符合憲法精神，而成為行政當局管理核發執照的原則」（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74-75）。Goodsell (1990:97, refer Napoli, 邊明道、

陳心懿譯，2005:77) 指出「公共利益的概念或許缺乏學術聲望，然而其仍

在實際的政府制度的操作範圍內，維持高度的顯著性」。

Downs (1963, refer Iosifidis, 2010:25) 將公共利益的討論分為三個學

派：主流學派 (Majoritarian)，指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集合了多數人

的偏好就是公共利益，第二種則指的是不管人們怎麼想，公共利益要根據

一些絕對的價值標準，如公共廣播電視系統，就依據一些標準如保留本國

文化與認同、有教育、資訊服務的要求等，第三種學派則是「實際派」

(realist)，認為政治機構經由決策過程做出的決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這

種「公共善」的途徑強調終極的目的，如「資訊社會」之達成乃符合公共

利益。公共利益的規約假設在特殊的政治或經濟菁英利益之上，存在著「公

共善」，這對媒介而言，尤具意義，如內容規約、頻譜管理、以及如補貼

報業等，都是基於「公共善」的考量。

類似的說法，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8-9) 區隔公共利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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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說法：實用主義說（即主流說）、一元論說，以及共同利益說，共同

利益其實是綜合主流說與一元論的看法，共同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的總和，

卻是一種分享的利益，因此在偏好上不會產生太大的爭議，如技術標準、

頻譜分配、廣告規範等。

Held (1970, refer McQuail, 2005:165) 就認為公共利益簡單說即是「主

流說」(Majority rule) 與「一元論」，「主流說」也可稱之為「優勢原

則」(preponderance)，為多數主義的觀點，白話講，就是給民眾想要的

(giving the public what it wants)。而「一元論」(unitarian) 或「絕對說」

(absoluteist)，較屬於規範性的理論討論。為了反映重要的價值，公共利益

的原則對公共政策提出了實質的指導方針，支持者認為規範性概念能反應

永續與最終的價值，公共利益最好能概念化為「最至高的共同關心」。在

主流說的原則下，規約者的定位是社區政策偏好的詮釋者，要將社區的偏

好轉換成為有效的政策，但如果遵循一元論，獨立機關以規範性原則來規

管欲規約的產業是為崇高的理念（其實最近針對旺中案的討論，也可以用

這兩種理論來加以探究）。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根據公共利益原則運作迄今八十餘年，固然爭議

一直存在，但是相較之下，仍屬大家較能接受的一種標準，也是政府、公

民團體皆能接受的一種準則，歐洲有公共廣播電視系統，因此公民社會為

人們相當引以為傲的生活方式，學者 ( 石世豪，2009b ) 認為廣電的「公共

服務」概念對於德國而言，是一項自英國移植而來的「舶來品」。德國在

戰後重建的年代中，一方面借用英國 BBC 的典範，另一方面則以德國公

法上「內部多元」的「營造物」式公共電台組織架構，將此項概念進一步

具體化。根據「公共服務」的概念，廣電事業負有增進公眾共同利益的義

務，必須提供全體國民普及的、超黨派的、周延的的內容。依照德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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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的見解，廣播電視係促成個人與公共意見交流、形成的「媒介與

要素」。廣電所產生的導引作用，並不僅限於政治領域；其所發揮的「媒

介與要素」功能，普遍及於所有生活領域內的意見交流與趨勢導引之中。

公共利益的討論在匯流時代尤具意義，因為多元、自由等重要的概念，

經過二十世紀的爭取，對先進國家而言，大致呈現不差的成績，但由於通

訊傳播產業使用國家資源，公共利益的考量應該更被重視。在匯流紀元，

廣電電信化，電信廣電化，公共使用與公共利益交集在一塊兒，既要普及、

方便、便宜，又要注重公共利益，有一些可以重疊，但也有一些衝突，政

策制訂本來就要尋找最大的交集，同時讓衝突減至最低。國家在思索這些

問題時，也不能只個別考慮產業或消費者，只顧產業，消費者的權益在哪

裡？只重視消費者，產業無從發展，最終消費者還是享受不到匯流的果實。

因此，美國、英國、歐盟為何這十幾年積極回收頻譜，就是希望在數位時

代中，有更新的局面 (Marsden & Arino, 2005 有關數位紅利的討論，請參考

彭芸 2011b, 第三章 )。只是，在此過程中，聽到的多為業者的聲音，對此

重大公共政策議題，確實需要更多的公共辯論，否則就有「公共利益私有

化」的問題。

第七節　公共利益私有化

八○年代後向市場傾斜 (privatization of market) 的公共政策，尤其在

通訊傳播這個範疇，被批評是「公共利益私有化」（privatizing the public 

interest）(Freedman, 2008:68, Chester, 2007)，也就是認為過去討論媒介的諸

種角色，以及在社會享受的一些特殊地位，原是來自於其履行公共利益的

承諾，但當這些利益逐漸「私有化」，何能履行其拿到特許執照的承諾，

以及對公民社會該有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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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八零年代迄今，歐洲從電視無疆界指令、到匯流綠皮書、以及

接下來的電子通訊傳播指令，有學者就認為歐洲逐漸離開公共服務原則，

而朝向放任的市場傾斜（such as Nieminen, 2010:17)。當新自由主義的媒

介政策成為二十世紀末探究市場開放時的主流學說，當新自由主義倡議將

閱聽眾視為消費者，知識均商品化、所有權集中、公共資源釋出，轉入私

人的手中（Calabrese & Mihal, 2011, Freedman, 2008），批判學者們（such 

as Wasko, et al., 2011）對此大加撻伐也不是沒有道理。著名的 McChesney( 

2000:6 ) 就指出「新自由的政策即是將市場與獲利的角色極大化，非市場

機構的角色卻極小化」。Baker（馮建三譯，2008:107）尤其對市場成為測

量偏好的機制（第四章）非常不滿，他強烈質疑「確認偏好」的方式，而

其解套的建議為「政府應介入，一是創造非市場導向的傳媒機構，二為影

響以市場為營運機制的傳媒實務」。

批判學者的觀點與建議代表一種完整的思維，不論在美國或歐洲都有

一群堅定的鼓吹者與追隨者（就如最近旺中案反對併購者的言論），但

是面臨匯流，全球化讓各國政府對「國家疆界」的控制感到棘手。更因

為如網際網路的普及，規管的力道、介入的程度都相當困難。McChesney

（2010）是美國近年來對媒體改革最知名、並著作等身的學者及社會運

動家，他認為匯流最重要的議題並非管制和自由市場的對立，相對的，是

在以公共利益規管 (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ests) 與純服務私人利益的管制

(regulation to serve purely private interests) 中取得平衡。媒介政策分析應關

注：哪些特定團體擁有主導權、哪些人在權力的運作下被邊緣化？這在第

六章結構規約部分會有更完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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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小結

不論理論如何討論，學說如何分類，「政府介入」這種似乎違反監督，

以及言論自由的角色，從公共利益理論的觀點，政府加諸的規約乃為糾正

無效與失衡的市場機制，規約機構透過對費率、獲利等監理，為一般大眾

福祉扮演看門狗的功能，政府，從這個角度，就是介於企業權力與公共利

益之間的中介者 (Freedman, 2008)，本章一開始說明政府介入的歷史、不同

學說，接著討論從媒介政策到傳播政策的演進，以及目前最熱門的媒介治

理理論，固然匯流規約有一些基本的考慮，但媒介（不論傳統或是新媒介）

在社會中獨特的角色，政府介入的力道與時機，要得到相關利害關係人，

尤其公民團體的支持，方可水到渠成，這也是發展中媒介治理會受到重視

的原因。

傳統載具規約重視公共使用以及普及，內容規約以公共利益為先，美

國以公共利益來界定廣電媒介在社會中的存在以及發展，歐洲更以公共廣

電制度為傲，但面臨匯流，載具與內容，魚幫水、水幫魚，當公共利益私

有化，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如何思考「介入」就是這本書全書探討的主題。

本書第二章討論我國的媒介政策，第三、四、五、六章討論我國通傳

會正在修訂的廣電三法（無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

電視法），接下來討論媒介政策核心的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國外討論媒

介政策一定會將公共媒介的角色好好加以說明，包含財務、節目等，本書

受限於篇幅，以及本國公共廣播電視發展的坎坷歷程，就不包含在本書的

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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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媒體、媒介在本書中交叉使用，作為組織就用「媒體」，但作

為通路、平台，就多以媒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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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簡述我國媒介規管歷史

第二節　國民黨的媒介政策

第三節　回顧民進黨及民間團體的媒介政策

第四節　行政體系的更迭

第五節　管制思維

第六節　結構管制與內容管制

第七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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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剛剛送走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國究竟有無「媒介政策」？在 1988 年

解嚴以前，我國因為動盪以及遷台後的戒嚴，對媒介從黨營、侍從主義走

到報禁解除，嚴格說來，並沒有清楚的媒介政策。解嚴以後的百花齊放，

造成市場秩序混亂，對電子媒介更沒有完整的「執照政策」，因此為何從

三家無線台成為四家（即「民視」）？公共電視的產生也是一波好多折，

有線電視為何是「一區五家」？中廣、警廣、漢聲、復興廣播電台等黨政

軍背景擁有的廣播頻譜佔用寶貴資源，難有競爭者，八零年代開放十梯中、

小功率電台的執照，發予的理論為何？又為何地下電台如此猖獗？這些事

實都與國家的廣播電視政策有關。

從第一章媒介政策到通訊傳播政策的討論，不論屬規範性，或是實務

操作方面的考慮，都談及國家介入的思維，歐美國家對媒介的介入非常謹

慎，不管是哪種學說，只要牽涉到言論自由、表意自由，以及公民權利，

在先進國家的規管機制中，都相較其他規管（如金融等），更為慎重 ( 註

一 )。

對新興國家而言，公民社會正在建立，聯合國積極倡導的公民的傳播

權 (citizen’s communication rights) 逐漸成為國家傳播政策中重要的概念之

一，我國在思考通訊傳播政策時，究竟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再追求未

來？確實需要更多的討論與論辯，如果新自由主義的開放不是好的方向

（如批判學者所言），公共廣播電視系統在台灣幾年實驗，備極辛苦。政

治力介入不分藍綠，我們究竟期盼我國媒介（尤其廣播電視）在匯流紀元

怎麼生存？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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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簡述我國媒介規管歷史

我國從「軍政、訓政、憲政」的階段走來，中間因為戰爭，以及戒嚴，

媒介為「黨國服務」大家都不陌生，而通訊涉及「國家安全」，更不可能

交由民間主導。解嚴迄今，政黨輪替，民進黨在傳播、社會賢達人士的協

助下完成「政策白皮書」（洪貞玲，2009），但執政後覺得媒體可為其執

政在輿論上有所助益，操控或許不那麼直接，但學者最詬病的「置入性行

銷」就是在民進黨執政階段成為「常態」。

政黨再度輪替，媒體亂象依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雖然於 95 年成

立，但身為獨立機關的身份，不論在大法官 613 號解釋文、通訊傳播基本

法、組織法，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認知中，對這新生下來的機關，大家

都在摸索其存在的價值與功能，因此迄今表現不盡如人意。科技繼續發展，

媒體內容未見大幅改善，民眾期待「大政府」要有所作為，業者稱會自律，

通傳會內部對如何規管也意見紛歧，閱聽眾則自尋出路。

中央研究院第 28 次院士會議中，有院士鑑於我國媒體與國會亂象，

乃決議委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小組，進行專案研究，在媒體改革部

分，研究結論建議我國要積極訂定國家媒體傳播總體政策，說明是「媒體

亂象主因是長期缺乏整體通訊傳播政策。在戒嚴時期提出管理媒體屬敏感

問題，臺灣解嚴後對媒介政策從極端管制到極端放任，面對新興媒體，諸

如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公共電視又多慌亂因應。政府應積極主動擘畫並

落實通訊傳播政策，以發揚傳播權利為目標，提出清晰具體的未來企圖及

願景，透過法令導引，營造優質媒體產製環境，規範市場良性競爭，確立

傳播倫理。」（瞿海源，2010）這樣的結論，四平八穩，沒有人會反對，

但目前我國的匯流願景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NICI) 規劃。或許可以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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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匯流政策，而通訊傳播政策的全貌理應由獨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來設計，接著方可立法並執行之，然而在實際操作上，困難重重（彭芸，

2011b）。

如果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

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特制定

本法」，說得相當模糊。科技匯流、多元文化是比較學理的名詞，各

種理論著述討論甚多，但國民權益、消費者利益，相對而言，本是任

何政府都需念茲在茲的施政重點，通訊傳播法更應重視全球都積極提

倡國民的傳播權，包含自由、包容、多樣、參與等（劉昌德，2011，見

註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固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成立，卻因獨立性受到質

疑，加上政黨對立，難有極佳表現，第一屆委員林東泰在探討通傳會廣電

監理政策時，第一句就說「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實並非政府

懍於民主政治真諦，對於廣電媒體產業監理有所積極作為，而是電信產業

受到外力要求獨立監理所連帶整合造成的結果」(2009:363)，一語道破這

個機關在廣電政策上面施展的困境。

而第一屆致力完成的「通訊傳播管理法」，第一條立法目的為「為確

保通訊傳播自由及效能競爭，促進通訊傳播技術互通應用，增進通訊傳播

服務普及近用，保障消費者及弱勢權益，並維護多元文化之平等傳播權益，

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之精神，特制訂本法」，不管是從垂直管制走向水平

管制，其基本概念如「通訊傳播自由」、「效能競爭」，「技術互通使用」，

「普及近用」、「消費者及弱勢權益」「多元文化」、「平等傳播權益」

都相當具創新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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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傳會第一屆提出的通傳大法，不但內部有許多不同聲音（石

世豪，2009a ），產業界更是質疑聲連連（彭芸，2011b），一般的反應

是國家應該先有「政策白皮書」，經過公聽，得到相當共識後再制訂法

律，而在未有大家共識就推出大堆頭的法條，影響產業面甚鉅，因此不

易得到支持。其實，第一屆通傳會也舉辦了許多公聽會，蒐集意見，但一

方面政治氛圍不佳，通訊傳播既牽涉到過去獲取執照者的權益，又加上許

多想進入者的希望，更有國際、本土交雜的因素，複雜程度超乎想像。媒

改團體對通傳法草案的批評，認為屬「去除管制」的思維，「向業者利益

妥協，降低業者公共責任，在程序上偏財團，輕視公民團體」（管中祥，

2009:302），但政策就是政治的，要跳脫政治談政策，鏡花水月，不易成真。

由以上討論，或許我們可以說，我國目前是有匯流政策，但無傳播政

策，也無媒介政策。這其實很值得探究。以下先說明國內兩大黨如何看待

媒介？有無媒介政策？接著討論我國行政機關對規管媒介的法律授權以及

主要職權。

第二節　國民黨的媒介政策

國民黨究竟由無媒介政策？這確實不易回答，戒嚴時期就不說了，解

嚴後，曾否仔細、深思熟慮的思考我國媒介究竟應如何促進我國公民社會

的形成，並扮演公共論域的角色？如果從結果看，國民黨並無良好的媒介

政策。從新聞局的層級不高，以及歷屆新聞局局長多由外交、國際關係背

景的學者專家出任，說國民黨執政的政府視新聞局為國際宣傳的機構應無

疑義，其他如國內與論蒐集、廣電、出版、電影等都屬相對例行的工作。

沒有廣電政策、沒有電影政策，就算內部有一些具理想性的文官想提出媒

介政策的議題，或是透由修法來反應媒介的「應然面」思維，如果沒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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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在政策上、優先順序上給予強烈支持，實不易成功。而今文化部成立了，

在文化政策思維下的影視產業與媒介發展，還需要更多的關心與討論。

印刷媒體部分，九○年代，由於自由時報改弦更張，在市場上瓜分了

過去兩大報（聯合、中時系統）幾乎寡占的報紙市場，接著香港的蘋果日

報以純然不同的經營策略以及行銷手法，在台灣報業市場掀起「革命式」

的編採、行銷新作風（彭芸，2008）。小報化、瑣碎化，從此報紙嚴肅的「文

人辦報」傳統被打擊的節節敗退，而傳統報業相對保守的辦報理念，對新

科技發展躊蹴不前，多少影響其生存空間。但不管怎麼說，印刷媒體畢竟

沒有利用到國家資源，電子媒體不然，尤其無線電視，民進黨既對老三台

這種有國民黨黨政軍血統的電視台至為不滿，國民黨對無線電視，或是整

體電視結構亦缺乏想像，更無熱情。

李金銓（2009:12-13）討論台灣於民主變革的前前後後時，指出「商

業資本勢力不斷抬頭，逐漸與國家建立新的聯盟關係」，因此在「開放」

的大帽子下，政府的「不管」其實相對消極，卻相當討好，學者（洪貞玲，

2009）整理（表 2-1）解嚴後國民黨的媒體改革進展，絕大部分都是「回

應式」的作為，不論解除報禁、開放電台申請、有線電視法、民視成立、

（見註三）公視法通過、設立公共電視台，到廢除出版法等，都不是前瞻、

規劃好的政策。

表 2-1　解嚴後國民黨政府 (1988-2000) 的媒體改革進展

時間 事件

1988 年 1 月 1 日 政府解除報禁，結束長達四十多年的報業控制。

1989 年
反對人士開始設立地下電台，試圖突破國民黨壟斷廣電

資源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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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0 月

新聞局公佈地方調頻電台開放的時間表，隔年 12 月 13
家中功率電台獲准成立，是我國凍結頻道申請以來，首

波開放的廣播電台。

1993 年
民進黨公佈政策白皮書，以媒體解禁及反壟斷為主要媒

體改革方向。

1993 年 8 月 11 日
有線電視法公佈施行，非法的第四台取得執照成為合法

的有線電視系統。

1995 年 2 月 18 日
澄社等十一個民間團體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

盟」，主張政治力退出電子媒體。

1995 年 6 月
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申請，「民間全民聯合無線電視公

司」取得經營執照。

1997 年 6 月 18 日 公共電視法公佈施行，隔年 7 月公共電視正式開播。

1999 年
廢除出版法、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

中視上市。

來源：洪貞玲，2009, p.83

如果「開放」是唯一的答案，也要討論開放的時程、理由，以及配套，

如果我們檢驗解嚴以後的媒介開放，必須說，開放並無不可。冷戰結束，

全球化，開放幾乎是世界各國必須的選擇，但是國民黨對媒介的看法或許

依舊承襲戒嚴時期的思維，開放乃妥協下的不得不為，因此政治的思考凌

駕專業的判斷，否則，舉例說，有線電視法「一區一家」怎麼會變成「一

區五家」？

第三節　回顧民進黨及民間團體的媒介政
策

民進黨基本上由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各方勢力，以黨外為基礎，從《自

由中國》、《美麗島》、《黨外》雜誌醞釀出憧憬建立不一樣的公民社會，

因此對媒介的重視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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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黨外衝撞制度，地下電台、非法第四台等都代表對國民黨控

制媒介的不滿，解嚴後，第四台合法化，一些地下電台也在開放中取得合

法執照，但畢竟不是人人滿意（馮建三，1995，陳炳宏，2009）。同時老

三台還在黨政軍的操控之下，所以民進黨與媒改團體就將「黨政軍退出媒

體」當作重要的議題加以訴求知識份子及社會大眾。

2000 年陳水扁競選總統之《公民社會傳播政策藍圖》以市場、國家與

公民社會為基礎架構。提出三面向的政策建議：包含規範政府機關的傳播

媒介政策；規範傳播媒體本身的傳播媒介政策；以及對媒體使用者提供服

務的傳播媒介政策（洪貞玲，2009）。由於民進黨諮詢的對象基本上以留

歐的傳播學者為主，對許多傳播學者言，多麼希望能以歐洲先進國家公共

廣播電視系統作為典範，因此建議的方向就以此為目標，由傳播學界提出

的「政策白皮書」中，對無線電視台改革提出臺、華視公共化，白皮書撰

稿人更於 2000 年選後籌備「落實及監督新總統傳播政策聯盟」，以及「無

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後轉型為「媒體改造學社」（林

麗雲，2003，陳炳宏，2009）。

媒改團體認為台灣電子媒體的主要問題在於由新自由主義思維設計的

市場鬆綁，在結構上就有其問題，因此不論是黨政軍退出媒體、建立公共

廣播電視制度都是追求的目標。「無盟」提出「反對全面私有化、台視華

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主化」等四大主張，成立的目標

明確定位於「全力促成無線電視台的公共化、專業化與民主化，讓無線電

視台能夠提供更公正、多元、優質的新聞報導與節目內容」，強調將擁有

國家資本的台視、華視公共化，並與現有公視整合成立「公電視集團」。

2006年初，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確立台視民營化，

華視未來朝向百分之百公共化，收購民股部分由政府於三年內編列預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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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及客家電視、原住民電視和宏觀電視之節目製播交由公視基金會辦

理等（管中祥，2009:297,299）。電視改革的路走得辛苦，擁有行政權的

民進黨，一方面是朝小野大，另方面民進黨後來支持維持現狀（洪貞玲，

2009:84-85），因此對原來支持民進黨的傳播學者來說，乃透由媒改的諸

種行動，持續追求台灣媒體朝更為公義的方向努力（管中祥，2009，羅世

宏，2009）。

相較於民進黨的媒介政策白皮書，國民黨或因為在 2000 年前一直擁

有執政權，並無成文的媒介政策的相關文獻，最多只是針對一些出現的問

題，如斷訊、地下電台等進行研商，由新聞局局長到立法院報告時提出說

明，質詢完，收到抽屜裡，加上幾乎一年換一個新聞局局長，業務剛熟，

就要走了。整體來說，近年來最清楚表達媒介理念的，一是修改的廣電三

法（何吉森，2006），二是廣播頻譜重整計畫，這在本書其他章節都會仔

細說明。

前新聞局廣電處處長洪瓊娟在其「廣電開放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2009）中，敘述我國開放廣播電視的種種歷程，呈現的是「過程」，而

非「思維」，也就是說，告知大眾開放的階段與內容，說明執行的成果，

固然文中指出「媒體解禁的核心思想在於追求公平、公義，合理地分配國

家有限的媒體資源，故期待媒體營運能服務全民的需求，引導社會國家朝

更良善的方向發展」(p.33)，但也指出在建立空中秩序部分，因為主管機關

首長職務異動，頻譜重整計畫宣告中斷，同時政治、經濟因素不斷影響，

專業是否退位？多少說明一個文官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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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政體系的更迭

從戒嚴到解嚴，從新聞局、文化局，再回新聞局，真正的決定者還是

「黨國制度」，文獻顯示：「台灣的傳媒行政管制體系的建立與演變，有

承繼大陸時期黨國遺緒者，也有直接來自最高領導當局指示者，例如教育

部文化局的設立與裁撤乃直接出自蔣中正與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指示」（王

洪鈞，1995，引自羅世宏，2009:130-131）。

第一任文化局局長、新聞學者王洪鈞曾經表示：文化局時期廣電政策

以文化為取向，但旋即新聞局廣電政策又回歸以政令宣導為取向。一般學

者（羅世宏，2009，石世豪，2009b）咸認為我國廣播電視之監督及管理

缺乏完備之法律根據以及充分負責之行政機構，自然妨礙廣播事業之健全

發展。批判的傳播學者更認為「戰後台灣的傳媒行政管制體系的建立深受

軍事戒嚴與政治威權的制度影響，傳媒行政管制體系明顯具有國民黨化和

軍情化的性格，對於出版、廣播、電影及電視採取了高度政治化的控制」

（林麗雲，2000，2004），既使經過兩蔣政權到解嚴，但控制媒體的心態

改變不大，最多只是手法細緻程度的差別（彭芸，2011a）。

在國家並無清楚媒介政策下，我國無線三台誕生於台灣經濟起飛之

時，執照授與並無法規可循，拿到執照後的管理也乏人聞問。理論上，新

聞局掌理無線三台自是當然，只是其他行政體系對無線三台的使命也多有

興趣。台視的大股東為省政府，華視股權主要為教育部、國防部，自然要

多少反映其任務需求，中視身為黨營事業，政策目標的配合不在話下。李

金銓（2009: 536）以媒介政治經濟學觀點指出「台灣的電視台資本全屬於

國家機器，經營權也屬於國家機器，董事會形同虛設，董事長和總經理只

知反映黨國意志而已，既維護保守意理，又追逐商業暴利，大致說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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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董事長屬於酬庸性質，只是酬庸對象各異，總經理掌握實權，俱與權力

核心掛鉤。」

傳媒行政管制體系，就廣播電視而言，主管機關從「原來之一元、一

層制轉變為二元、二層制」（鄭瑞城，1993：22），歷經教育部、交通

部、新聞局、教育部文化局，1973 年之後復歸行政院新聞局主管，一直到

2006 年成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前，新聞局統管出版、報紙、雜誌、廣

播與電視等事業（參見下表，表 2-2）。

表 2-2		我國廣電行政管制機構、法律授權及主要職權

時期 廣電行政機關 法律授權與主要職權

1950 以前 交通部給照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

決議成立「中央廣播事業指導

委員會負責廣播電台之監督與

管理」

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負責

指導全國公私營廣播事業之發

展，缺乏法律授權。

1950-195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主

導成立「廣播事業輔導會議」

廣播事業輔導會議缺乏法律授

權

1952-1958 教育部「廣播事業管理委員

會」

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缺乏法律

授權

1958-1967 交通部接管，輔以廣播會報並

於 1959 年修訂公佈有關廣播

事業之設置、工程及節目之規

則

行政院新聞局全責管理廣播及

電影事業

警備總部負責文化審檢，對大

眾傳播媒體、出版品實施檢查

與限制

依據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

(1952)，1954 年 1 月 1 日，新

聞局成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於 1958 年成立（合併原「台

灣防衛總司令部」、「台灣省

保安司令部」、「台灣省民防

司令部」及「台北衛戍總司令

部」等單位）。

1967-1973 教育部文化局主管廣播電視及

電影事業時期

依據教育部文化局組織條例

(1967) 設立，其職責為掌理全

國文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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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2006 行政院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事

業

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 (1973)
第 7 條設廣播電視事業處，增

列「電視事業之輔導及管理事

項。」其他法律依據包括廣播

電視法（1976 制定）、有線廣

播電視法（1993）、衛星廣播

電視法（1999）。行政院新聞

局主管闡明國家政策，宣達政

令、政績，輔導與管理大眾傳

播事業及發佈國內外新聞等事

項。

200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廣播

電視事業的監理管理業務

行政院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事

業的輔導獎勵業務

交通部負責頻譜資源之規劃

通訊傳播基本法（200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2006）、 廣 播 電 法（1976

制 定 ）、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法

（1993）、衛星廣播電視法

（1999）及電信法。

資料來源：羅世宏，2009,P. 132 

羅世宏 (2009:131) 在討論我國傳媒行政管制體系時，認為體系雖見更

替，但其被賦予實現言論壟斷與控制傳媒的政治任務大體上並無改變，這

如果形容解嚴前後，或許如此，因此大家才期盼獨立機關的出現。在立法

院嚴重衝突中，通訊傳播基本法通過，第一屆通傳會在非常艱辛的環境中

存活，並在短短兩年中完成「通訊傳播法」，雖在送交行政院後被退回，

至少代表其努力，第二屆（2008-2010）兩年將廣電法小修版、有線廣播電

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完成修法，送交行政院後，經過多次審查，目前

正在立法院審議中（彭芸，2011b），雖不是非常理想，但多少呈現委員

會努力的方向，修法的困難本就在過程，如何一方面將理想融入法規修正

中，又同時顧及現有業者的生存，甚至轉型，確是非常艱辛的一段「漫長」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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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基本法的十七條條文，確立一些基本原則，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為第三條第一款「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

影響通訊傳播委員會運作甚鉅的三條二款；「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

導、獎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則多少限制通傳會「大展身

手」的企圖心。

依現有制度下傳播事業之政府管制體系架構（圖 2-1），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位階為獨立機關，根據通訊傳播基本法、通訊傳播行政作用法來

規管通傳事業。但獨立不是孤立，還需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同時接受國

會監督，最重要的，國會要通過通傳會送出、行政院認可的法案（如二屆

的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同時，被通傳會裁罰不服的業者

會走行政訴訟一途，因此法院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而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

院長任命，剛修過的組織法更授與行政院院長可以任命通傳會的主委、副

主委，因此行政院在人事、法案等方面，就決定了通傳會可能的發展與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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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法院

通過同意案
及預算，監
督行政機關

制定及
修訂法律

國會

解釋法律

解釋法律

審理訴訟案

通訊傳播基本法

視聽眾

通傳事業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通訊傳播行政作
用法

其他行政機關

任命

提案

提案

圖 2-1 傳播事業之政府管制體系架構

                  鈕則勳、賴祥蔚 (2011)《傳播倫理與法規》，p.19

第五節　管制思維

威權時代，黨政不分，國內多位學者（洪貞玲，2009，鍾起惠，

2009，程宗明，2002: 310）對台灣無線電視發展歷程的描述，基本上都同

意國民黨視電視為另一種文宣的媒體。如果依部分傳播學者的理想，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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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或日本「公共廣播電視制度」為最嚮往的模式，但回溯過去，從我國

第一家無線電視台—台視的創立由蔣夫人主導，走美國系統就似乎不可避

免，當時國家又窮，公民社會也尚未建立，走歐洲公共廣播電視制度的條

件相對欠缺。而以媒改社為首的傳播學者希望「重來一遍」，走回公共廣

播電視制度，只怕是「再回頭已百年身」。

國民黨時期，媒體的功能為「文宣、教化」，將電視媒體視為黨國

的部分，哪會允許其他勢力加以介入，要對政府進行監督也就有一點緣

木求魚。即使後來解嚴、允許第四家無線電視台—民視成立（何貽謀，

2002），中間也都充滿算計，另外，戒嚴時期的非法第四臺、地下電台於

解嚴後希望「合法」到地上來呼吸空氣、享受陽光，政府一開始仍採「依

法行政」，嚴格取締，直到有線廣播電視法通過，國民黨、民進黨都看到

機會，各自擁有對其友善的電子媒體（陳炳宏，2009），媒體結構性問題

只有愈加嚴重。

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掌握電視資源，動搖改革立場，延緩改革

進程」（洪貞玲，2009:83），在無線電視台部分，雖然通過了黨政軍退出

媒體的條款，但此時無線電視台的市場已未有往昔光輝，外資大舉入境，

掌握大部分有線電視股權。這些多系統經營者 (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 不思改善媒體環境，對內容產製興趣不大，只想賺取不錯利潤，數

位化腳步緩慢，對耕耘這塊園地興趣缺缺，對任何修法的企圖，阻擾再三，

使得我國無線電視佔有頻譜，卻播放韓劇、大陸劇，有線電視系統播放的

自製節目多以低成本談話性節目為主，無法外銷，我國節目製作這一個產

業就在全球化下成為邊緣（甚至區域化都難）。

一般傳播學者期盼的公共電視，從出生到成長都爭議不斷，經費有限，

加上政治力不時伸手，距離大家期盼的「公共論域」還有一大段距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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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力一旦伸手進入公共媒體，造成不論是預算、人事都紛擾不休（谷玲玲

等，2010），問題迄今未解（蘋果日報，101.1.19）。

在戒嚴時期，短暫的文化局（1967-1973）以及 1973 年新聞局繼續規

劃廣電法案，當時三台都已經設立，這種「事後補票」就無法在「結構管

制」上多下功夫，重點就以「內容管制」為主。程宗明（2002）在討論這

過程時，就說當時因為三台已經成立，「電視政策」在立法院的辯論「並

不具政策調配資源的意義，頂多只是一套低位階的管理辦法，政策的對話

壓縮在如何使消極的內容管制辦法，可以暢行又不影響商業的獲利運轉」

（p.316）。

民國六十三年 (1974) 行政院修訂完成「廣播電視法」，送入立法院，

也終於在六十五年 (1976) 立法院通過，這個法案迄今只有小修，未完成大

修，而後出現的新現象，就以廣播電視法的思維繼續立法，包含有線廣播

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錄影帶法，明顯看出是「科技立法」（或稱「部

門立法」），即出現一種新傳播科技，為方便管理，就立一個法（或規則），

由於思維為「方便管理」，難說有太多理想以及前瞻的意念。加上戒嚴時

期，法案要經過立法院通過，當時立法院黨外人士區區可數，想要創新並

不容易，大多數情況乃將行政院送來的法案「加碼」通過，只會更嚴，不

會更寬。

舉例來說，程宗明（2002）分析在立法院討論廣播電視法的過程時，

將立法委員分為「封建儒」、「御用儒」、增額立委，以及新聞局等不同

立場的角力。他認為「御用儒」以「國家宣傳之需要」為策略，強力保障

商業經營之利益，新聞局與支持行政院版本的立委則扮演較為實用的功

能。不論當時的情境為何，戒嚴期間，或即使解嚴後的管制思維如果不具

前瞻，什麼儒，或是再多儒，是否就可以構造我國理想的廣電生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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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戒嚴到解嚴，傳播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界關心媒體生態的知

識份子，都多少投入不少心力致力建構一個更佳的媒體環境，最積極的媒

體改造團體—媒改社當時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簡稱「三退聯

盟」），提出「三台股權大眾化」、「全面翻修廣電法」、「成立監督委

員會」，以及「確立編採自主權」（管中祥，2009:295）。現在或許可以說，

監督力存在，編採自主權隨著報業的衰退、無線電視股權轉讓，小規模的

自主權或許是有，但經營權的問題，確實還有很多長路要走，而根本問題

還是廣電法修法的幾大議題，在接下來幾章會討論的更為完整。

第六節　結構管制與內容管制

第 一 章 對 於 媒 介 政 策、 規 約 做 了 理 論 的 探 討，Hamelink & 

Nordenstreng (2007:227-228) 兩位北歐的傳播學者論及「媒介政策」時，指

其為「公眾及官方對媒介的規約，包含所有權結構及運作條件，因其終將

影響內容」，媒介政策也有媒介的自律，以及共管，也就有所謂結構規約

與內容規約兩大領域（鄭瑞城，1993，彭芸，2011），而在實際運作上，

則加行為規約。

如果說我國在戒嚴時期對媒體的管制是結構管制加內容管制，嚴謹說

來，前者不過是「便宜行事」，後者則隨著社會的開放，從總統、院長到

黨國大老「不悅」的內容中掙脫，走向世俗化，既使廣電法中各種對內容

的規範，概念仍相當模糊，直到今天還常為內容規管的範圍、定義及內涵，

爭議不休。

如果說在新聞局時代的管制乃屬「解除規約」的去管制思維，說有什

麼完整理念也不見得，出現問題後加以面對，如有線電視、地下電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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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局位階不高，各種委員會煩請學者專家來審議（如有線電視審議委員

會），更談不上規管哲學，結構上傾向開放，因此將更多心力花在內容規

約，一方面是符合立法委員、兒少團體的要求，另外當然是在法未修訂前，

依法行政。從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到衛星廣播電視法，思維一致，

從申設、營運、評鑑到換照都照表抄課，一切依照程序走。公務員依法行

政，過去如何做、不出事，就繼續這種作法，不易突破，業者知道程序，

官員也就依法來加以處理，從解嚴至政黨輪替，都用差不多的方法來加以

處理。通傳會成立，因為 TVBS 周姓記者作假，通傳會當時只有罰錢，沒

有撤照，引起不滿，後來東森 S 台的撤照風波，沸沸揚揚，最後行政訴訟

判政府敗訴，目前還在上訴中。

零星個案難以窺出全貌，國內的業者經過這麼多年與政府打交道，也

個個練的一身好功夫，尤其在通傳會成立之後，第一屆委員會的重點除了

建立制度並制訂通傳大法，個案的處理相當小心，在藍綠對峙的政治氛圍

中，總不希望搞得兩敗俱傷，但二屆委員上任後，對內容的規約甚為嚴厲

（彭芸，2009），業者怨聲載道，作為獨立機關，行政院也不好插手，而

到今年八月一日，另一批委員上任，究竟會在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方面有

什麼大改變？且拭目以待。

理想中，政策是由所有利害相關人一起經過討論、協商而最後妥協的

結果，但是國內這種「審議式民主」的文化還在建立中，大的是政策，小

的為程序，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媒改團體重視最大的「結構」，產業公

會則重視小的細節，前者希望如歐洲公共集團的出現，或是不可有媒介集

中，後者盼所有細節清楚，好讓業者方便遵循。規管既是一種「介入」，

如何介入、何時介入，當然就是最大的藝術，好的、智慧的規管者 (smart 

regulator) 在目前法規未修之前，如何一方面更多與外界溝通、蒐集政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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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另方面在規管細節上，努力朝著共管的方向努力。

石世豪（2009a:213）在針對第一屆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的討論中指出：

「我國現行廣播電視法制脫胎於戒嚴制度下之『官控商營』格局…至於解

除戒嚴後制訂的有線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雖就內容管制等直接觸及

言論自由與所謂廣電媒體『編輯自由』事項略微鬆綁，對於申請設立、營

運管理、營業地區、收費標準等影響產業結構及市場動態發展至鉅之相關

事項反而強化政府管控密度。」目前通傳會的運作，申設、評鑑、換照都

由營運管理處的同仁先加處理，再送到委員會討論。

第一屆通傳會制訂的通訊傳播法，立意乃由垂直管制走向水平管制，

但是通訊傳播指的是「通訊」加上「傳播」嗎？還是匯流以後一種新形式

的產業？通訊傳播法是要將結構管制與內容管制同時在新法中一起處理，

抑或分開、分階段加以處理呢？第一屆制訂的通訊傳播法共 185 條，核心

理念即為：垂直監理改為水平監理，政策方向以中高度匯流精神，將垂直

監理模式改為基礎網路層、營運管理層及內容應用層三層模式。政策主要

推動方向為構築於尊重服務市場既有之競爭機能，解除新進業者之參進限

制，減少政府不必要之干預，將通訊傳播相關產業由封閉、獨占，導入良

性公平競爭之境界，並透過市場競爭之活絡化，刺激產業投入經營與研發

之意願，促使上下游市場產生向前與向後之良性效果，以達消費者及產業

共榮互利之效應（「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立法說明）。

第二屆因決定「二步到位」進行修法，因此在召開「通訊傳播匯流政

策系列座談會」中，傳播內容管制部分的議題，就包含置入性行銷、不

雅、妨礙兒童身心，以及本國自製節目比例、文化保護等。其他則屬通

訊傳播的網路及資源管理、結構與行為管制兩個大領域。接著，因應匯

流，我組了一個廣電新法「特攻隊」，針對重要議題邀請專家學者密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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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題如廣電三法是要併一法，或依舊是三法？所有權（含股權、跨媒

體）管理的根本概念（頻譜稀少、公共利益、線性與非線性）、如何確保

市場公平競爭、釋照方式、必載規範、以及一般內容管制議題（彭芸，

2011b:39）。必須說，在結構管制部分，面臨匯流，該鬆綁就要勇敢面對，

並同時引進創新的思維，而在內容規管方面，則更應朝向共管的機制努力，

至於行為規約，要在規管機關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下，排出優先順序，與業

者、公民團體一起努力。

過去許多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媒介規管「自律做不到，他律不可行」，

既使近年國內外多所提倡的共管（彭芸 , 2011），在第一屆（林東泰，

2009，石世豪，2009a，2009b），第二屆（彭芸，2009）針對規管，都提

出其重要性。而通傳會從成立以來不論通傳大法、廣電三法均將共管的機

制納入正式法規中，這是規管的一小步，卻是我國媒介政策的一大步，這

在本書後面內容規約部分還有進一步的說明。

第七節　小結

不論是新聞局時期修的廣電三法，或是頻譜重整計畫（見註四），皆

屬值得肯定的努力，但都在送到行政院後就不了了之，顯示行政院（不管

藍綠）並沒有認真面對國內媒體結構性的問題，石世豪（2009b:63）認為

「我國廣播電視管制體系發展初期，並未透過立法為其建立明確的形式依

據。在此欠缺法律明文規範的時期中，國家各項干預措施不僅未經立法授

權；其實際管制活動甚至遠超過一般產業 ( 外部 ) 管制，進而以直接或間

接的手段參與廣播電視事業 ( 內部 ) 經營，形成電台『官控商營』的特殊

制度。至於其後陸續以個別立法方式所頒布的各項法典，形式上雖然賦予

主管機關進行管制活動、司法機關據以審理相關案件的合法基礎；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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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卻發現：歷來行政及司法實務所累積的裁判

見解，往往無法精準掌握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的真諦，對於廣播電視相關傳

播科技的理解也未必切合實際。」

約二十年前，關心我國廣電媒體的一些學者出版了《解構廣電媒體

——建立廣電新秩序》(1993) 中，針對我國頻譜、結構、內容、公共電視、

有線電視等有相當完整的資料整理與建議。二十年過去了，大家希望的獨

立主管機關也成立六年了，我國廣電媒體的「新秩序」建立了嗎？還是舊

秩序繼續主導的媒介生態？李金銓（1993:545）在〈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

結論中提到「廣電媒體之所以今天變成社會之瘤，割之不去，國家機器難

以辭其咎，因為它一向只知便宜行事，無遠慮，而有近憂」，而其在建議

中第一句就說「重建台灣的廣電秩序既刻不容緩，也千頭萬緒」，然後提

出「黨政分家、文武分治、行政中立、廣電自由」的看法，前三者應該都

做到了，但是「廣電不自由」，修法的路程既漫長、且艱辛，更涉及多少

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而想想現今在立法院待審的廣電三法，行政機關再努

力，社會其他條件未成熟，我們就只有繼續眼見媒介環境的惡化，好在媒

改團體與關心此議題的社會人士均能鍥而不捨，只要更多人關心，還是會

在漫漫長路中找到方向，並勇敢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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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有關獨立機關的討論甚多，不是本書的重點，有興趣參考彭芸

（2011b，第五章），相較之下，劉兆玄院長對獨立機關的機制非常尊重，

堅持通傳會不須要參加每週的行政院院會，以顯示其獨立性。

註二：傳播權的概念，可溯及 1948 年聯合國公佈的《世界人權宣言》

第 19 條所稱，「人人具有意見表達的自由權。此一權利包含擁有意見不

受干預，以及透過各種媒介尋找、接收和發送消息和觀念的自由，不受疆

界限制」。承繼了這樣的精神，196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經濟社會和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於 1976 年在

締約國超過 35 國之後生效。2009 年我國完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顯示台灣沒有自外於國際，或者

至少是認同兩項公約的進步意涵。根據以上這些國際公約所指出，可能侵

害公民上述傳播權利的對象，包括了政府與商業機構。因此為了維護公民

傳播權，社會的傳播規範、特別是國家的媒介政策，必須同時一方面節制

可能的侵害行為，另一方面也必須透過對媒體市場秩序規範等手段，更積

極地提倡與促進傳播權。

在數位科技快速進展後，近年來國際社會也對新科技的傳播權維護有

所行動，例如「資訊社會傳播權運動」的推動。這項運動在其提出的《傳

播權宣言》中指出，「要藉由資訊傳播科技來落實傳播權能夠提供政治互

動、社經發展及文化永續的嶄新機會，必須以普及近用所有傳播資訊工具、

以及世界上多樣的媒介為手段」。在此一國際性運動下所推動的「世界傳

播權論壇」中，界定了傳播權的建立，必須藉由自由、包容、多樣、參與

等四項原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之後所推出的廣電管制指導原則，即符

合了傳播權這樣的概念，建構廣電管制應顧及的面向，包括獨立的管制機

關、管轄權、執照、所有權及多元性、內容管制、其他公共政策目標及聚

合等。（劉昌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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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一九九 ○ 年三月，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表示「將竭力突破廣電

禁忌」，截至同年九月，「民主之聲」收音機電台陸續在中和、高雄、高屏、

三重與潮州等地開播，但似乎沒有持久，這是反對黨首次以「非法」行動

設立地下電台。十月，康寧祥在《首都早報》經辦失利以後，申請設立收

音機電台，是第一個反對黨員合法申請頻道的動作。十月二十五日，成立

於九月二十三日，而以電視解禁運動作為訴求的民進黨全省二十一家民主

電視台聯合會，正式開播。一九九一年二月，民進黨公佈電視解禁計畫，

七月，「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與「台灣學生制憲聯盟」以「反對（電子）

媒體壟斷」為題舉行座談。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立委陳水扁決定提「電

子媒體使用壟斷是否違憲」解釋案，同年四月中旬台灣教授協會，以「媒

體改造與自由民主」為題，舉行研討會，主要攻擊標的是電視。九月一日，

李鎮源、李應元、蔡同榮、吳樹民等學界、政界與報界等人士，組成「民

間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並展開二十億元的電視台資金籌措工作（馮建三，

1995:33,34）。

註四：無線調頻廣播頻譜重整計畫：新聞局會同交通部於 93 年 8 月 8

日宣佈推動「無線調頻廣播頻譜重整政策」，主要目的在建立廣播之新秩

序、健全廣播產業永續發展，並促使類比與數位廣播順利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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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無線電視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兼談修法方向

前言

第一節　我國無線電視台—從興盛到衰退

第二節　數位電視政策與公共利益

第三節　轉型的契機及其問題

第四節　數位轉換中的本國無線電視產業

第五節　修法議題

第六節　未來：數位無限？



54　NCC 與媒介政策－公共利益、規管哲學與實務

前言

無線既稱之為無線，就是利用頻譜來傳輸訊號，一般來說，傳播學者

較不重視頻譜的價值與使用，認為是技術問題，而將大部分心力放在結構

與內容規管的相關議題上，但其實更上游的問題為「誰在分配電波？」「電

波使用公平嗎？」「電波使用有效率嗎？」這些根本的問題如果不釐清，

我國無線電視這具有五十年歷史、伴隨大家從小長大的媒介未來為何？今

年七月一日，無線電視類比頻道關閉，無線電視台全轉為數位，這究竟代

表什麼意義？同時，第一個無線電視台—台視，今年要慶祝五十歲，未來

六十、七十歲時，會很健康嗎？會開創炫麗的第二春嗎？

無線三台曾是國人接收外界資訊、獲取娛樂的主要來源，但隨著第四

台合法化 (1993)，無線三台的觀眾逐漸流失，民視出現，本土化策略成功，

不多時就拉攏了喜歡鄉土味的觀眾，接著公視又以高品質、文化、兒童等

節目吸引固定觀眾。有線電視因為二十四小時播出，加上市場區隔，無線

電視老三台觀眾流失，不易回籠，固然也想在策略上，如數位化、多角化

（彭芸，2011a）改弦易轍，但都不成功，最後只好減少自製，購買大陸劇、

韓劇，甚至不斷重播老片，無線台從最光輝的時代走到現在，回首也真令

人欷噓。

政府宣布今年 (2012) 為「數位元年」，國家終於訂出今年六月將類比

傳輸訊號關閉，七月一日起國人要收視無線電視，不是利用數位機上盒，

就是數位電視內建的機制，可以收看十五、十六台數位節目。另外，預計

今年要開放第二單頻網數位電視執照的申請，「數位年」真的來了。本章

將討論我國無線電視從類比到數位的歷程，過去無線電視的表現因與政策

關連不大，就不仔細說明，重點放在數位化以及修法的重大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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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視發明以來，除了從黑白轉成彩色以外，電視「機」本身並沒有

什麼技術上的突破，直到數位電視的出現 (Goodman, 2008)。也就是說，在

人們接受電視半個世紀之後，數位電視的出現，強調高畫質，讓類比電視

的畫面立時不再那麼迷人，這時爭議就在：觀眾在乎嗎？一派的說法是：

如果內容不佳，類比、數位不都一樣？另一派則說，數位電視的畫質清晰，

呈現立體，可以帶動內容產業更上一層樓，同時類比回收後頻譜可以有更

多用途（如開放給 4G 使用），因此討論的重點有鉅觀的頻譜、數位壓縮

後的多餘頻率，也有微觀的閱聽眾的收視習慣與經驗，前者涉及到國家政

策，後者則屬個人閱聽的習慣。

根據現有資料，我國無線數位電視化自民國八十七年 (1998) 開始發

展，當初採美規技術標準（ATSC），五家無線電視台在交通部與行政院

新聞局支持下，各使用兩個 6Mhz 頻道進行試播；90 年隨歐規技術標準

（DVBT）日趨成熟，且單頻即能成網，頻率使用效率較高等因素，改採

歐規標準進行數位無線電視試播。嚴格來說早期經濟部的高畫質電視政

策，只是一種電視機政策（2008:335），因此並未將社會、文化等因素考

慮進來，民國九十四年 (2005) 六月行政院院會通過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

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中明訂政府（行政院新聞局會同交通部）

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底以前，分階段、分區域收回類比無線電視頻率。

期望藉由政府的政策導引、輔導獎勵、租稅優惠等措施，以協調、管理、

輔導與漸進的方式進行數位無線電視產業推動，加速我國數位無線電視之

普及，並藉以帶動「兩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可惜該草案因故未能於立法院第六屆會議完成立法，由於下屆不予繼

續審議，行政院新聞局爰重行研議報行政院轉請立法院審議。民國九十五

年二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相關廣播電視監理業務改隸通傳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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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惟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之發展、輔導事項、回收後頻率資源之總體規劃，

仍由行政院新聞局與交通部分別主政，有關五家無線電視台數位訊號塔站

建設、頻率之回收協調、補助，仍由兩機關依相關程序辦理，直到民國

九十九年，這項業務才移交給通傳會（由於這個延宕，監察院還進行調查，

並予以糾正）。

一開始主管機關認為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不單是技術性的問題，還包含

類比頻率回收及再利用、機上盒（含電視機內建）標準及租稅減免、低收

入戶機上盒之補助、數位內容產製、營運模式調整、法規管制架構檢討的

通盤產業結構問題，相關問題的主政機關分散在交通部、經濟部、財政

部、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及通傳會，加上牽涉修法的諸多議題，使得這

個政策並非只是簡單技術性關掉類比即可，後在行政院科顧組（尤其政務

委員張進福）努力之下，障礙一一加以克服（行政院匯流專案辦公室，

2012）。

對現有業者來說，憂慮來自一旦類比關閉，數位的明天在哪裡？這

「老三台」加上民視、公視的無線電視台，各自有其發展歷史、包袱與對

數位電視的不同準備，如果沒有良好的規劃，以及法規的明確性，無線台

即使在政府的期限前配合政策進行轉換，還是問題多多。前一章已經言明

解嚴之後，無線台的風光日子每況愈下，而台視賣給非凡（見註一）、中

視雖是上市公司，股價直直落，中間先是轉給榮麗公司（有興趣見石世豪，

2009a, 2009b），後由旺旺集團蔡衍明接手（通傳會第 301 次委員會）。

整體來說，無線台經營的困境並非是最近發生的事，要想透過數位轉換，

立即覓得生機，困難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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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無線電視台—從興盛到衰退

	從時間上說，我國第一家無線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於民國五十一

年 (1962) 成立，繼而民國五十八 (1969) 年中國電視公司、民國六十 (1971)

年中華電視公司相繼開播，雖於戒嚴時期，基本上屬威權時代，在所謂「侍

從主義」下，黨政不分，三家無線電視台的黨政軍色彩（鄭瑞城，1993，	

彭芸，2011a）左右其經營與節目表現，文工會直接控制各電視台。當時尚

未有專法來規範電視台的設立資格、節目規劃，無線三台既分屬省政府、

國民黨與軍方、教育部，民股極為有限，三台的高階主管皆由文工會認可

的人士擔任，有一些具有專業，但更多屬於政治任命（洪貞玲，2009）。

在戒嚴時期想要申請執照來開辦廣播、電視台，簡直想都不要想，無

線頻譜動輒與「國家安全」連在一起（迄今亦然）。曾參與多次開放業務

規劃的前新聞局副局長洪瓊娟（2009:29）說「戒嚴年代，頻道的分配或成

為執政當局的禁臠，多集中於政府、政黨使用，其功能著重於政局管理，

解嚴後，媒體開放政策的執行目的…. 希望透過開放措施改變當時的媒體

版圖，抑制黨政軍的媒體數量。」但開放迄今二十餘年，我國廣播電視的

問題一樣不令人滿意，因此通傳會在我任內希望能好好修廣播電視法，企

盼透過更完整、前瞻的法規，導引我國的無線電視在二十一世紀有一個新

的風貌。本章以無線電視為核心，暫不討論廣播電台的問題，原因在媒介

訴求對象不同，聽廣播的人數、產值，甚至頻譜價值都差別甚大，就不在

此一併討論（有興趣可參考林承宇、溫俊瑜，2005）。

從政府遷台、戒嚴到解嚴，過去想申請電台均不可得，一開始理由為

「沒有頻率」，其實「頻率」一直有，只是目的不正當，就分配不到，或

未符合「上意」，拿不到執照。新聞局內部的報告如「真實與謊言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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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頻率分配、使用之現況及未來（1991）」（引自洪瓊娟，2009:27）討

論究竟有無廣播頻道，並檢討歷來頻道分配過程不公之處，建議政府應儘

速開放廣播頻道，多少道出分配上的一些問題。就廣播電台而言，不是轉

為地下，就是收購拿到合法申請的執照，一般而言，我國想要經營廣播電

台的，除非野心很大，要想拿全區的電台執照非常困難外，其他只要真有

心，經營電台並不太過困難。

無線電視台的問題較為複雜，因為頻譜相對稀少、頻率的使用拉到國

家安全的層次，老三台外，解嚴後出現的民視與公視資本額高，人力、經

費的投入都相當驚人，民營的要獲利，公視年年為預算在立法院奮戰。無

線電視台誕生於「頻譜稀有」的年代，「公共利益」的要求最高，外資迄

今不能投資，同時在政府規管的法規中要求最多，如置入性行銷等都被嚴

加看管。

美國三家無線台，加上後來出現的 Fox（福斯電視台），以及公共電

視，固然也多少受有線電視、以及直播衛星等新興媒介的影響，但基本盤

仍在（從未崩盤），國家大，全國性廣告多，收視人口算穩定，加上如體育、

新聞等全國性的節目類型，收視群固定，生存條件相對不差（光看超級足

球盃的廣告即可知一二）。歐洲因採公共電視系統，無線台在市場上很健

康，節目品質佳，口碑好，既是民眾付費，就不需要犧牲品質，對文化、

公民社會，都有其一定貢獻。

因著媒介政策的差異，各國無線電視經營模式不同，但由於數位轉換

為全球策略，歐、美都在這幾年積極推廣數位電視，我國亦不例外，事實

上，鄰近各國如日、韓因為資通訊業成長、創新在世上屬一屬二，於數位

化的努力，更是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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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電視政策與公共利益

各國發展數位電視的歷史不盡相同，學者指出，美國柯林頓總統寄望

數位電視出現是要「糾正」現有類比電視的一些弊病，高爾副總統被柯林

頓授權組一個委員會來檢視數位電視的公共服務責任，其基礎為「電波使

用不光只是為娛樂的功能，而該是為教育、啟發以及公民辯論」（Gore, 

1997, refer Freedman, 2008:173），至少從高爾當時提出的看法，顯示美國

政府對數位電視的發展確實寄以厚望，除了改善畫面、聲音品質，並可提

供互動以及隨選服務，如此對消費者有利，並可同時回收頻譜，做更多元

（如保障弱勢收視權）的規劃。

從現有文獻中可以看出，最早美國要發展數位電視的「理想」的確

不錯，可是後來的討論就較少看到這些更為「人文」的思維，反而都從

頻譜回收的「市場價值」加以申論。例如美國歐巴馬總統在 2010 年六月

二十八日發佈的備忘錄 ( 歐巴馬總統備忘錄：發動無線寬頻之革命 ) 表示

「要有適當之可用無線電頻譜，來支持即將來到之無數無線設備、網路、

與應用，才能使美國邁向全球科技領導之新紀元，且能夠帶動新的經濟發

展。為達此目的，要善用美國人的獨創性，從稀有的頻譜資源中，擠出更

多的資源，找出更有效率使用無線電頻譜的方式。也要開發那些低度使用

頻譜之價值，且藉由發展先進、情境感知、與頻譜分享之技術，以提高頻

譜之價值。」反倒是歐盟因為追求資訊社會的目標甚為清楚，因此數位紅

利 (digital dividend) 的討論更具人文的觀點（彭芸，2011b）。

對於從類比到數位的轉換，美國聯邦政府公布許多公共利益的目標，

其中兩點最重要：一是將其他非廣播使用的頻譜騰出，以及在保有過去傳

統電視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傳遞更佳的廣播電視服務。對所有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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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公共利益目標本為大家的共識，但不可否認，彼此間存在著緊張關

係，如廣播電視服務愈強大，所需的頻寬就愈多，而行動通訊愈發達，愈

想從廣播電視的頻譜中取得好處，匯流時，究竟應該由誰提供電視服務（我

國近來二單頻網開放就一直有這方面的問題）？在廣大的頻譜中，新的數

位服務應該放置何處？數位化後呢？	

因此美國討論數位轉換與公共利益的政策時，認為面臨三項挑戰：一、

既存的廣播電視架構是否應該複製到數位時代中；二、廣電業者應該使用

數位頻道做數位高畫質節目，或是保留空間提供其他數位服務；三、政府

在數位廣電業者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例如設備建設商、有線與衛星業

者）應該扮演何種角色。雖然聯邦政府希望扮演一個平衡、甚至妥協的角

色，但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它還是相當保守地保持現狀，以維持現有以本

地、無線傳輸、廣告支撐的廣電系統 (Goodman, 2008:178-179)。

歐洲因為採公共廣播電視制度，因此數位轉換的複雜度相對簡單，但

因為數位轉換是歐盟的政策，各國如何一方面配合歐盟的計畫，另方面考

慮本國的條件，就成為重大的政策議題（Iosifidis, 2011）。

第三節　轉型的契機及其問題

世界各國對頻譜管理或認為屬技術問題，但更多為政治問題，美國

最早會成立通訊廣播委員會 (FRC)，後改為通訊傳播委員會 (FCC)，一

開始就是為處理頻譜分配。經過一個多世紀「命令控制模式」(Command 

&Control，有興趣參考彭芸，2011b，第三章 )。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由於

傳播科技不斷進步，人們發現原有頻譜或是使用浪費，或是可以再壓縮利

用，命令控制模式已經不符合現今思潮，更因為行動通訊愈來愈普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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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頻譜，各國都在動原來剩餘、或使用沒有效率頻譜的腦筋，而過去

在命令控制模式下產生的諸多問題也被提出來檢討。

在命令控制的頻譜管理機制下，主管機關容易受到既有取得頻譜業者

競租行為的影響，造成管制套利之弊病（劉孔中，2010），在核發頻譜上

各國政治恩寵（惠）主義盛行（羅彥傑，2008），同時既有業者對新進

業者造成的進入障礙，迄今仍在世界各國上演著（Nuechterlein & Weiser, 

2007:243）。我國頻譜之分配與指配亦呈現嚴重失衡，公部門占用許多頻

譜，卻未能充分運用公共資源，另外如國防部、警政單位等長期擁有重要

頻段，是否值得檢視，也是嚴肅議題，而頻譜使用的效率不彰更多為人所

詬病（謝穎青，2008）。因此對於即將開放的第二單頻，究竟資格為何？

理由？目前討論不多。

不論電信學者或傳播學者對於頻譜使用都有一些看法，前者重視使用

效率，後者更關心因為分配造成政治上的不公，以及對民主發展的不利。

解嚴不久，傳播學者陳世敏（1992）發表〈國家與廣播頻道使用權之分

析〉，鄭瑞城繼而為文，並召集學者出版《解構廣電媒體》，屬解嚴後第

一批傳播學者就我國廣電媒體現象，提出結構管制上的根本疑問。作者並

于書中一開始 (1993:58) 討論我國頻率與頻道資源的管理與配用，認為我

國政治化、權責不明、混淆的管理機制，造成規範制訂上出現如：管理規

範制訂遲緩、先有行政命令，後有正式法律，以及所制訂之規範偏向內容

管制取向，而非結構取向。

事實上，在現有的廣播電視法（未修正）中，共有七章，從總則、電

台設立、節目管理、廣告管理、獎勵輔導、罰則到附則，共五十一條，明

顯看出節目、廣告屬內容管理，而總則、電台設立則從定義、設立的結構

因素加以規範，第八條「電台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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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為闡揚國策，配合教育需求，提高文化水準，播放空中教學與辦理

國際廣播需要，應保留適當之電波頻率…」。由此可知，「電波頻率」相

當重要，同時「分配」、「目的」等均很關鍵，這三個概念息息相關：一

是「有無頻率」，二為「如何分配」，三則為「目的為何」，有了頻率、

目的「正當」，就會得到「分配」。這種彼此相關的概念在戒嚴時期是由「侍

從主義」的討論為理論核心，隨著自由化，當然應有新的思維。

澄社報告《解構廣電媒體》(1993) 中，鄭瑞城在代前言裏敘述書中包

含解析既有無線廣電媒體的制度與生態，以及新興的廣電問題，並引用

Porter(1989,1990 ) 的看法，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電視均由政府直接管制，或

經由規範機制從旁管制，鄭瑞城（1993）的〈頻率與頻道資源之管理與配

用〉文一開始就介紹頻譜原理，在廣播頻率之配用部分，作者討論了發射

機，強調是度量無線電頻譜配用的有力指標，而就電功率、地區分佈也將

當時我國廣播電視台使用的狀態作了說明，屬傳播學者整理頻譜使用最完

整的一篇。作者介紹完頻寬與頻道後就跳到政府角色與結構管制論，並未

對頻譜的價值、分配進一步討論，作者也說明無線頻譜配用所涉及的課題

很多，包括配與使用執照、執照轉移與執照更換，文中清楚說明「現狀」，

但對為何「如此」並未多做討論，作者認為「這些課題與媒介所有權直接

關連，所以亦均屬於下層結構問題。」(p.15)，在作者的討論中，上層有內

容、文化等，將近二十年過去，因為匯流，現今政府規劃匯流政策，就將

這些要素一起考慮（行政院匯流專案辦公室，2012）。

十五年後，卓越新聞基金會繼續檢討我國傳媒的問題，出版《台灣傳

媒再解構》(2009) 一書，包含「解構傳媒思維」、「重構廣電結構」、「建

構傳媒匯流」、「架構傳媒政策」，討論幾個重要的傳媒問題，如黨政軍

退出媒體、節目品質、媒體改造、公共媒體、媒體素養等，但除了洪瓊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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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電開放政策的回顧與前瞻」外，對頻譜政策均無涉及。

傳播學者迄今對於我國無線電視的關心若一直環繞在「黨政軍退出媒

體」、或是「公共廣播電視」是唯一出路，那麼無線台佔有寶貴頻譜的問

題，難道不值得關心？（我在華視更換負責人時，寫了一部不同意見書，

就是想提醒大家更關注無線電視台的問題，2010，通傳會第 364 次委員會，

附錄一）

第四節　數位轉換中的本國無線電視產業

前面章節提及我國對廣播電視最具前瞻的作為有頻譜重整計畫與廣電

三法完成修法送進立法院，但新聞局當時規劃的頻譜重整計畫主要針對廣

播業者，希望解決地下電台的問題。至於無線電視部分，除了開放民視、

公視外，新聞局時代就計畫要進行數位電視計畫，只是從規劃開始，十餘

個年頭過了，講高畫質電視也超過二十年，究竟什麼因素讓數位轉換的時

辰一延再延？這中間有技術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如同世界各國類比關

閉都非一蹴可幾，我國老三台加上民視、公視，各有各的問題。

以頻譜使用的觀點言，我國無線電視於民國 51 年 (1962) 開始播出，

從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到公視，無線台取得的頻譜都屬極佳的頻段，

也幾乎沒有付出什麼代價，未若行動電視業者（尤其 3G 業者）一開始付

出很高的權利金，還要寫出很動人的計畫書，經過相當漫長而競爭的階段

方取得營運執照。還因為「公共使用」，要履行「普及服務」義務（有興

趣參考彭芸，2011b，第四章）。

老三台根本沒有「申請」就生下來了，民視的申請過程則是政治多過

於專業討論，這在戒嚴時期以及解嚴初期，也是國家歷史的一部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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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掌理執照的核發、評鑑、換照，屬基本的行政流程，執照到期，行禮如

儀的繼續營運，執照更新不過是一個六年到要再整理一次資料、寫一份報

告，就完成換照，在經營管理上向收視率屈服，節目品質如何，大家都看

在眼裡，碰到政府決定數位化，態度、作法上都不甚積極（通傳會內部報

告，2009）。究其原因，是因為生存受影響？是因為過去習慣的營運模式

受到挑戰？還是有其他原因？

依照目前規劃，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後，頻道數由五台增加至十五台，

加上公視高畫質，總共十六台，以數位訊號傳輸與接收電視節目，不同於

類比訊號易出現鬼影或雪花，畫質會更為清晰穩定不受干擾；此外，亦可

增加高畫 ( 音 ) 質、多國語言 / 字幕等功能。為了全部以數位訊號傳輸，

自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機上盒補助，從偏遠地區之類比改善站開

始，採分區分時方式進行關閉，並從 3 月 1 日起，針對全區之大型類比訊

號轉播站 ( 主站 ) 同步開始以降低功率漸進縮小類比頻道訊號涵蓋，並於

101 年 6 月 30 日前關閉所有類比無線電視發射機，收回所有類比頻道。

為避免民眾在全面關閉類比訊號，無法收視的情況發生，通傳會自 99 年

佈建無線電視數位改善站時，即同步進行民眾的宣導工作。通傳會亦編列

5,162 萬元做為宣導經費。而一般民眾則可視目前家中電視機設備及收視

需求，直接至大賣場或電器行選購適合的數位接收機上盒或內建具數位接

收功能的電視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

時程訂了，業者不配合也不行，但必須承認，無線電視業者畢竟不像

在戒嚴時期，收視人口多，廣告收入豐厚。從解嚴以來，非法第四台合法

化後，閱聽眾轉移到有線電視，無線四台中除了民視策略成功，同時既有

無線台也有有線新聞台，定位清楚，廣告收益佳經營最為穩定（見註二），

較之「傳統三台」（或稱「老三台」），不論收視率、廣告等都為無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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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首，而老三台則節節敗退，華視因屬公廣集團，屬另一層的問題，台視、

中視皆易手經營（洪貞玲，2009）。有錢時不轉換，窮了，要轉換成數位，

要產製高畫質節目，哪會容易？因此在多次公開場所（如 100.9.5 在立法

院由周守訓委員召開的公聽會，以及學者舉行的研討會）都反應其面臨的

困境，希望政府可以協助其「轉型」，而政府因為「數立元年」的政策，

確實給予許多實質的協助。

通傳會在第一屆時，由於致力通訊傳播基本法，對無線台的管理就依

循新聞局時代的模式。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台視、中視經營權轉手（見石世

豪，2009a），在第 21 次委員會及第 93 次委員會，石世豪都針對中視負

責人變更提出看法，他並於第 170 次委員會就台視申請總經理變更提出不

同意見書，顯示無線電視台這些年在經營權轉手過程中，社會的關注明顯

不足，傳播學者固然有一些論述，但畢竟聲音相當零星。

目前傳播學者最關心的當屬「跨媒體」後的市場集中度問題，不論媒

改團體，或是關心此議題的政治人物（尤其反對黨），針對旺中集團欲併

購中嘉多媒體系統均不表贊成，反對的理由包含資金來源、言論集中、負

責人的適格性等（本書第六章有完整討論），這些議題的確重要，但拉大

視野，無線電視究竟要不要生存、轉型？也就是說，如果我國的無線電視

依舊如現今的經營模式，就先不說頻譜使用費繳交是否過高，這些電視台

如果不能在政策引導下走出新的路徑，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會一直循環：

沒有新的經營模式、不易生存，如何與新興平台競爭？因此通傳會拋出議

題、舉行公聽、並委託研究，都為了要讓這複雜的議題能有更完整的思維，

然而，最關鍵的乃在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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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修法議題

廣播電視法 ( 又稱無線廣播電視法，簡稱無廣法 ) 由行政院新聞局於

民國 58 年起草，民國 65 年 1 月 8 日公布實施，迄今已逾 30 多年未作大

幅修正。新聞局在民國 82（2003 年提出廣電三法的修正，功敗垂成，這

項整併現行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的努力，主要

「為因應當前廣電科技匯流趨勢，充分掌握媒體發展脈動，切合時代需

求，並解決主管機關對於不同媒體管理寬嚴不一之情形，以營造一個公平

競爭之媒體環境」，初修訂有 108 條版本、對外公開，並於 4 月間完成全

文 117 條的草案版本提報行政院。行政院核定版「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在小幅修正並增訂衛星平台業者申報訂戶數、違反共同天線管理辦法有

關罰則、罰鍰逾期強制執行共 3 條執法依據，全文增至 120 條（石世豪，

2009b:112）。後因立法委員更迭就胎死腹中。

延續新聞局的努力，第一屆通傳會的通傳大法，重點為從垂直到水平，

希望將數位無線平臺變成為有效競爭平臺，在法源上需考慮給予更大營運

結構彈性。思考項目就包括 ( 通傳會內部資料 ,2008)：

1. 製播分離

將電視臺硬體與軟體之營運分離，使電視臺業者可因應不同營運模

式，做彈性運用，希望能發揮資源之最大效用並能有效降低成本，並帶動

其組織分工及擬定商業模式策略。

2. 平臺共用

製播分離除可使無線電視臺業者思考除頻道類型節目或其他加值或出

租容量等運用模式外，並可與其他無線電視臺業者共同建置，以節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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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維運成本。同時為創造市集效應提供發展契機。

3. 外資持股比例適度放寬

數位無線電視臺之發展，無論在資金、營運模式與節目製作規劃等項

目，均有取法或尋求國外相關資源之需求。因此，適度外資持股比例之放

寬，應予慎重考量。另基於保護文化內容與取得和有線電視平臺及電信等

其他新媒體平臺之競爭公平性，對於內容層（製）與平臺硬體層（播）之

兩大不同屬性部分，亦可考量訂定不同外資持股比例規範。

第一屆委員會的理想確是往匯流前進的重要關鍵，本書不同章節都有

討論通傳大法的諸多面向，在無線廣播電視部分，劉孔中（2010）指出「無

線五家十三個頻道，經營規模不大 … 多數處於虧損，政府規劃再將第二

單頻網的頻譜釋出，供數位電視業者使用，前途並不看好」(p.8-9)，他尤

其對開放外資採贊成的觀點，認為「我國廣播與電視市場的前景黯淡無光，

要從泥沼中突圍唯一的機會就是數位化，同時在獲取數位化所提升之收益

前，必須先有龐大資金支出以建構基礎設施，豐富可提供之節目與服務項

目」（p.224-225）。

通傳會委託「廣電事業股權規範之研究」（陳人傑等，2009），針對

朝向製播分離的規範、集中化之管制、廣電事業執照消極資格及持股規範，

以及廣電事業資訊揭露等都有所討論，並給予法條上明確的建議。因為朝

向「平台化」發展，文中對「傳輸平台市場」，建議是結構管制與行為管

制並重 (p.165-166): 其說明為「現行無線電視台可以思考轉型為單純的無

線傳輸平台，或者兼營無線傳輸平台及無線電視頻道兩者」，並由於無線

傳輸平台係一多工平台之性質，因此對於同一集團取得執照之張數，以及

對於提供非廣播電視服務的傳輸容量，均應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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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第一屆檢視我國的無線廣播電視產業，通傳會二、三屆規劃的廣

電法（我稱之「廣電新法」修法），檢視許多重要議題。簡單說，一是嚴

肅面對匯流時代新興視訊出現，無線電視這種「舊有大眾媒體」，原以公

共利益為主要的服務概念，還能生存嗎？	通傳會的說帖指稱「面對科技

及匯流服務發展之趨勢，傳統廣播電視正面臨其他視聽平臺競爭所帶來的

轉型挑戰，而因壓縮技術日益精進，廣播電視可提供消費者多媒體加值服

務，並利用剩餘頻寬提供其他服務；此外，因應全球化之趨勢，政府應以

鼓勵競爭方式來代替原有不合時宜之管制，以利產業發展。因此，為使法

律規範與時並進，現行廣播電視法實有通盤檢討並大幅修正之必要」，因

此通傳會二屆於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修畢後，就著手修訂歷

史最悠久的廣播電視法，以下就重要的議題進一步闡釋：

壹、促進數位匯流、頻譜有效利用

二屆通傳會修法希望能「活化」頻譜，但何謂「活化」？如何「活化」？

後又希望能「增進頻道使用效能」，通傳會的說明為「為活化頻率使用，

針對廣播電視數位化壓縮產生多餘頻道，允許業者將獲核配頻率內所能承

載之多頻道，透過出租、出借或轉讓予其他頻道業者加以利用，可增進頻

道使用效能。」

目前我國管理仍採頻譜與業務執照結合發放，以傳統命令控制模式為

主，並禁止次級市場交易。雖然交通部電信總局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

「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中有建議未來將朝「頻率與業務執照之核發分

離」方向發展，惟迄今尚未貫徹落實（謝穎青，2008）。建議「就長期效

益而言，解除頻譜用途與技術的不必要限制，並允許頻率自由交易，以促

使頻譜資源作更有效率之利用，應為我國頻譜管理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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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孔中 (2010) 指出「目前頻譜的釋出非常慎重，因此非常緩慢，分批

少量釋出，使得頻譜在自然的稀有性之外，復因為人為的管制而更形稀有。

想突破此種人為造成的稀有性，建議修法允許現有的頻譜持有人可以自行

設質、出租、出借、交換、轉讓、分割或整合其頻譜，不論當初是否以拍

賣首次釋出頻譜。如此一來，會形成一定規模的頻譜次級市場（也因此受

到競爭法關於市場集中、獨占市場力量規範拘束）。經營不善的頻譜持有

人可以藉設質、出租、出借、交換、轉讓、分割或整合頻譜謀求退場，整

體產業的體質與競爭力可因此改善，需要頻譜的業者則可藉此取得頻譜。」

二屆委員會乃思索：

1. 由垂直管制轉向製播傳三層水平管制，營運層至少自營一頻道

2. 活化頻率使用效能

3. 參照電信法第 15 條規定之精神，是否適度開放業者可間接讓與

頻率方式

4. 引進無線電新技術之應用，活化閒置頻譜

無線電視因為壓縮技術而新增頻道，就不再是二十世紀流行的類比頻

道，數位化之後，成為數位平台，通傳會說帖指出：「通傳會認為未來廣

電服務可能不再只是對不特定多數公眾之傳播，廣電之收視或收聽者有可

能為特定對象且具有限定性；其次為利用單一傳輸網路同時提供電信與廣

電之使用。隨著技術的開發應用，已逐漸確立「平臺」的商業經營模式，

未來若能引入平臺監理觀念更能符合電信與廣電事業之發展方向。

貳、鬆綁結構、提升產業發展

因為數位匯流，因此市場根本發生變化，第一章討論的載具政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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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對全球化下競爭從國內到國際，因此如跨媒體、外資、必載等核心議

題，不能不面對，二十世紀結構規約最重要的理念，到二十一世紀就必須

重新加以檢視，競爭的公平加上公共利益的考量，就構成現今鬆綁的最高

原則。如第二章媒介政策所言，我國獨特的廣播電視發展歷程，黨政軍擁

有媒介的歷史斑斑在目，對特殊股權的規管就得嚴肅面對。而跨媒體的議

題更要好好思量，因此二屆委員會當時思考的重點如下：

1. 檢討廣電股權分散

2. 跨媒體所有權經營規範

3. 檢討廣電外資管制

4. 特殊股權管制 -- 政府政黨

5. 聯播與聯營 ( 容許條件與程序 )

股權分散、跨媒體等重要議題在第六章結構規約中有完整論述，外資

的問題也為多人所關切，問題在如何鬆綁，無線電視因使用國家稀有資源，

不會過度放寬，政府股權的問題更是台灣從戒嚴走來的嚴肅課題，廣播的

聯營也有歷史的痕跡，通傳會因為要開放第十一梯廣播執照的申請，當時

的說明為「新開放電臺多為中、小功率之地區性電台，合理之聯播制度，

對於少數全區網電台可形成市場競爭。轉播臺之地方特色及近用服務應予

維持，故聯播比例應為條文或授權子法中明訂。」

同時廣播、電視分流管制有其必要，理由為「基於廣播與電視特性、

設立之門檻不同、產業規模不同，從營運及內容管理之層面，不宜採相同

管制對待。包括廣告秒數、置入性行銷放寬、裁罰標準等，仍俟由營運及

內容管理層面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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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委員會提出「促進廣電新興服務發展」（註三），更進一步將可

經營付費頻道、加值服務等考慮進來，面對目前數位轉換後，無線電視在

匯流紀元就不光只是「電視」，更是平台，轉型有其必要，這也是世界各

國在歷經數位轉換後面臨的問題之一。

參、管制革新 

一、必載義務檢討

必載這具有時代背景的重要廣電政策，隨著時間的轉變，於多頻道紀

元，是否可以用協商轉播，或稱必載協商 (retransmission consent) 的方式來

加以處理？通傳會的說明為：「民營無線電視臺數位化後，原有之頻率已

可經由數位調變技術為多組頻道；且配合未來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

開放政策，將有更多民營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服務，為衡平必載規範目的及

其他電視平臺系統經營者之權益，民營無線電視事業得指定一個頻道節目

及廣告提供其他電視平臺同時轉播。商業無線電視台於經營狀況穩定時，

可考慮回歸商業模式，與一般頻道節目供應者無異，由雙方協商定之。」

二、鬆綁及調整相關管制及內容

由於廣播電視法是於戒嚴時期制訂，採事前管制，解嚴之後，許多不

合時宜的規管本來就要與時俱進，同時因為衛星廣播電視法已經修畢，視

為頻道法，內容規約的精神與實際，就參考衛星廣播電視法的立法旨意，

方符合無差別管理的基本法第七條之規定。鬆綁與調整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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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節目內容禁止規定及節目表事前備查規定

2. 刪除節目分類、訴訟事件禁止報導、節目輸出入管制規定

3. 檢討節目廣告事前送審規定

4. 營運及內容管理參考衛廣法修正草案

5. 保護本國文化及弱勢權益

6. 公共服務義務

在保護本國文化方面，原有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廣播、電視

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現今考慮的更為細緻：

希望檢討本國自製節目定義及比率，授權訂定本國自製率限制之相關辦

法，朝向本國自製節目之認定、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於黃金時段露出、保障

特定類型本國自製節目（例如戲劇）、要求業者定期上網填報實際播出本

國自製節目之名稱、時數、比例以及新播、首播率等具體數據（擬建立相

關網路資料庫後要求業者上網填報）之方向規範。

肆、其他

1. 終端技術互通（技術標準經由產官學合組論壇共同決定）-- 機上

盒共通共容

2. 復徵無廣基金

3. 明定電視業者電波涵蓋範圍之義務

4. 促進弱勢團體基本通傳服務

在修正廣電法的整體思維應與匯流結合，因此在結構管制上的市場鬆

綁、內容管制的更為精緻、技術標準是否統一都很重要，最根本的是思考



第三章　我國無線電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兼談修法方向　73

乃在如何為無線電視尋找出路，一方面維持無線電視「免費」的概念以及

營運，另一方面引進高畫質內容，提升民眾欣賞的品質。當各國都在進行

數位轉換，無線廣播電視的議題牽涉的就絕不是只有技術的問題了。以下

就數位轉換、開放第二單頻網等議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個案一：數位轉換

根據現有資料，我國無線數位電視化自民國八十七年 (1998) 開始發

展，當初是採美規技術標準（ATSC），5 家無線電視台在交通部與行政

院新聞局支持下，各使用 2 個 6Mhz 頻道進行試播；90 年隨歐規技術標準

（DVBT）日趨成熟，且單頻即能成網頻率使用效率較高等因素，改採歐

規標準進行數位無線電視試播。民國九十四年 (2005) 六月行政院院會通過

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中明訂政府（行政

院新聞局會同交通部）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2010) 底以前，分階段、分

區域收回類比無線電視頻率。期望藉由政府的政策導引、輔導獎勵、租稅

優惠等措施，以協調、管理、輔導與漸進的方式進行數位無線電視產業推

動，加速我國數位無線電視之普及，並藉以帶動「兩兆」產業的進一步發

展。民國九十五年 (2006) 二月通傳會成立，相關廣播電視監理業務改隸

通傳會主政，惟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之發展、輔導事項、回收後頻率資源之

總體規劃，仍由行政院新聞局與交通部分別主政，有關五家無線電視台數

位訊號塔站建設、頻率之回收協調、補助，仍由兩機關依相關程序辦理。

2010 年，相關業務完全移交給通傳會之後，就全力衝刺，在補隙站建置上

快馬加鞭（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b:20-21），並配合政府政策於今

年六月三十日完成數位轉換。自 5 月 7 日開始，依序從中部、東部	 ( 含離

島 )、南部、北部各地區關閉無線電視類比主站發射訊號。NCC 指出無線

電視採用數位訊號播放，不僅大幅增加頻道數量，且提供更高品質、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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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內容（註四）。

個案二：開放第二單頻網

數位轉換討論的是現有類比電視台轉換成數位的現狀，而另一與此有

關的議題則是開放業務，亦即開放業者（或是既有業者或是新進業者）申

請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這個議題也討論多年，從一開始許多業者磨拳擦掌

的抱持希望，卻因究竟用電信法或是廣電法來執行開放業務，就爭執多年

（註五）。 

交通部依據 2009 年 6 月 11 日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開「數位電視發展

藍圖及 700MHz 開放規劃事宜」會議決議，辦理有關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開

放（第二單頻網釋照）規劃徵詢工作，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整備（由複

頻改為單頻）工作，業於 2009 年 7 月 2 日辦理完成。針對數位無線電視

頻率可供釋照使用及可用頻率資源及相關整備工作，涉及通傳會業務，通

傳會說明分析如下：（1）以頻道使用區塊化為原則，完成各項業務使用

頻道規劃，希望能引入競爭性，改變現有無線電視營運模式，開放張數及

使用頻率依行政院核定內容辦理。（2）如能將相關業務使用之頻道區塊

化，就頻率使用之彈性、市場規模等皆有助益，相關頻譜管理亦較方便。

前面提及開放業務不是最近的事，開放第一單頻網其實並不成功，根

據通傳會的研析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2010：21-23)，第一梯次數位無線

電視發展問題與障礙，包含：

一、產業經營模式：市場規模尚未形成，既有業者受本位主義影響，

資源無法共享，使得營運模式、市場發展受限。此外，頻寬使用及創新的

服務，因法源不足，無法形成良性競爭。另有數位頻道必載問題、付費收

視等有適法爭議仍待解決，阻礙整體數位無線電視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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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機上盒尚未普及：多數民眾不願意額外花錢購買數位機

上盒，收視環境無法形成，加上數位電視機及機上盒規管不易，造成數位

電視整體發展停滯。

三、頻道內容缺乏：數位無線電視臺開播初期各臺並不願投入大量

資金製播新節目，導致各臺重播節目比率偏高，又缺乏優質、多元內容，

致使無法吸引消費者青睞，為數位無線電視遲滯不前之主要關鍵。

四、宣傳不足：一般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之認知及服務方式了解不

多，認為在生活中非有必要性，並不會單純因為無線電視優點與功能，而

改變收看有線電視之習慣。

五、廣告營收低，財務虧損：廣告主下廣告仍以類比電視為主體，

數位電視之廣告僅為附搭。

六、其他媒體競爭：有線電視、衛星廣播電視及其他新媒體（如網

際網路）競爭，或提供新型態服務，影響民眾視聽收視習慣之選擇，數位

無線電視未見營收，觀眾收視率不明，讓廣告主不願大量投入廣告資金。

七、收視率調查方式：現行收視率調查公司，並未針對數位無線

電視頻道提供常態性的收視率調查。

八、電視收視行為：現有資料顯示，一般民眾收視習慣仍以有線電

視為主要收視設備佔 72.7%，以提供免費收視之無線電視 15 臺為主要收視

設備僅佔 7.4%。這兩年政府數位化腳步加快，民眾收視習慣逐漸改變，以

上兩個個案的一些問題已經獲得解決 (如機上盒 )，但仍有許多障礙在前，

需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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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未來：數位無限？

二十世紀整個廣播電視管制的源頭即前面所提的頻譜稀有，因為「稀

有」，你使用後，我就不能擁有，因此能拿到與不能拿到的「執照」

(License) 的判斷依據，以美國規管機構 FCC 提出的「利益、便利、需要」

(interest, necessity, convenience) 等原則最為人熟知。

執照政策百年來，確實在所謂「大眾傳播」時代扮演關鍵「篩選」的

角色，可是傳播科技一直進步，大眾傳播已被「區隔、分眾、個人化」的

媒介行為所漸漸取代，廣播電視中最具「大眾」特色的無線電視今年在台

灣「慘澹」慶祝五十年，國家五十年前成立無線電視台真正想好要如何管

理了嗎？歷史不到四十年的廣播電視法在新聞局時代最多是以小修來符合

當時管理的需要，真正完整的、全盤的思維是到二十一世紀，尤其陳水扁

競選總統時「媒介政策白皮書」時，有一點端倪（如前一章的討論），但

這由傳播學者主導的政策白皮書並未對頻譜、數位化等議題多做著墨。

時光很快過去，科技不等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這獨立機關也產生、

並開始運作，其成立宗旨是為「數位匯流」，所以思考的核心當然是在數

位匯流生態下，各競爭要角的經營模式五花八門，規約機關如何因應、如

何事先做好準備，大家都在看。從第一屆、第二屆通傳會，都將數位轉換

當一件重大施政重點來努力，要解決數位電視開放時辰的問題，一是修法，

使得開放的法源確定，二是數位轉換站的工程可以如期完成，讓類比關閉

的條件成立。廣電法小修版從我任內，到立法院終於在民國一百年（2011）

六月通過，也經過約兩年的努力，使得今年開放第二單頻網就在法律條件

上沒有障礙。第三屆委員會接棒，更努力的將一處一處的轉換工程完成，

讓政府政策不至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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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轉換過程中的許多人文的問題、以及轉換以後無線電視成為

平台的時程、經營模式、閱聽眾使用行為等，在技術優先、科技決定論的

思維下，變成次要、邊緣的問題。美國數位轉換已經告一段落，頻譜使用

的討論甚多，歐洲計畫今年年底完成數位轉換，許多接下來的議題，諸如

建立歐洲數位公民權（European Digital Citizenship）就成為大家思考的方

向之一（Iosifidis, 2011），更嚴肅而切身要面對的是過去「免費電視」的

時代要終結了嗎？平台的概念固然迷人，但過去收視無線電視是為「免

費」，未來呢？普及、照顧弱勢 … 誰都會說，但是執行呢？

本章延續前面對我國媒介政策的討論，說明我國歷史最悠久的無線廣

播電視台，從戒嚴時期的三台，到現今所稱的五台，從輝煌年代走到今年

的數位轉換，算是最為重大的變革。為了配合政府政策，無線台在行政院

以及通傳會的指導下、一步一步的完成轉換的巨大工程。七月的奧運，民

眾可以在家收視高畫質的節目，當屬近年廣播電視界的大事。

接下來就希望藉由修法來解決多年存在的問題，本章介紹通傳會面臨

無線電視（沒有討論廣播）轉型，會內的一些討論。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電

信法與廣電法碰到新時代的匯流，確實不合時宜，修法乃勢在必行，可惜

的是「廣播電視法」（一般以「無廣法」來稱之）尚未修畢，第三屆通傳

委員任期即將屆滿，關鍵的數位轉換後的相關問題以及修法（壓縮後的多

餘頻率使用、提供新興廣播電視服務的問題，以及必載、普及等）就要等

下一屆委員會來處理。

從通傳會成立迄今，在電信方面的解除規約幾乎是所有委員的共識，

剩下的就是內涵與修法速度，至於對傳播方面的無線台究竟在匯流紀元的

定位為何？有志之士莫不希望好好檢視無線廣播電視法，而不光只要求業

者配合類比關閉即可。關閉之後，各無線台未來發展的整體問題等都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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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以及發照政策息息相關，牽涉的是國家稀有資源—頻譜，以及現有業者

的未來，值得更多的討論。

前面談到美國數位的轉換，聯邦政府公布其公共利益的目標，一是將

其他非廣播使用的頻譜騰出，以及在保有過去傳統電視公共利益的前提

下，傳遞更佳的廣播電視服務。近年技術優先的思維都在於有頻譜騰出的

議題上，但如何傳遞更佳廣播電視服務的討論相對不足，尤其無線廣播電

視在「公共利益」義務的履行上，如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當然，我國無

線電視這些年獲利縮水，更因為台灣特殊有線電視發展歷程（見第四章），

無線台淪為多頻道環境中的頻道，獨特性不易彰顯，因此企盼其轉型，任

督二脈要能打通，趁著數位轉換之際，大家好好思索，行政機關就是要趁

著法規的修訂，一方面揭櫫理想，另方面廣納建言，大家共同為我國的無

線電視台於「數位無限」的紀元中，找出最適切的方案來，從二屆到三屆，

現在則由第四屆接棒，繼續往前衝。

本章未探討公共電視的相關問題，歐洲各國的無線電視由公共廣播電

視系統在支撐，議題甚大，我國一開始的高畫質電視政策也由公共電視來

加以擔綱，但因公廣集團問題多多（見附錄一），就不在本章的討論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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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通傳會第 126 次委員會議審議臺視公司申請變更董監事及總經

理案正式決議之前，石世豪表示「已就臺視公司內部治理上因（泛）官股、

日資與（泛）民股三方並立而經營責任主要委由專業經理人承擔與其所有

權結構有所區隔，其公司代表人董事長一職與專業經理人總經理各有所

司、歷來除內部發生人士重大爭議期間外概分由不同人員出任為其公司治

理之常規，以及，有鑑於該公司可觀之資本、資產及其於（黨政軍退出廣

播電視媒體等）政治、（臺灣第一家無線電視臺等）社會層面之重要性等

觀點，一再強調健全該公司內部既有經營與所有分離體制以維繫公司治理

之必要性。」（見石世豪，2009a:148-150）

註二：目前我國除公共電視以外，民營電視部分：中視部分已經公開

上市，台視已經上櫃，那華視已經公開發行，那民視是沒有公開發行，可

是其實我在幾年前跟新聞局已經取得協議就是說，民視在下次辦理增資的

時候，就要公開發行，所以就整個無線電視的產業環境來講，其實公開發

行已經是一個事實。比如說民視沒有公開發行的部份，按照廣電法施行細

則第 17 條的規定，必須每年在 6 月之前，將公司法第 20 條所規定的製作

各類的書表送主管機關備查，那這樣可以確保財務跟資訊的透明度，除了

這個以外，無線電視六年換照一次，兩年進行一次評鑑，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相關財務跟經營狀況都要跟主管報備，所以在此情況之下，其實已經

充分揭露一些必需的訊息（陳人傑等，2009:275）。

註三：經通傳會第三屆的規劃，新興廣電服務可分以下幾種類型：

一、可經營付費頻道

（一）應於廣電法增訂「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用詞定義。 

（二）應明訂提供付費頻道外，應至少提供一個以上頻道之節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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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供公眾免費視、聽。免費視、聽頻道之影音品質，不得低於原類比頻

道之影音品質，以維護國民基本收視權益。 

（三）未來無線電視付費收視若以機上盒操作介面中介軟體及條件接

取 ( 如加、解密、插卡 ) 等方式來達成，就此部分，各無線臺間可能採行

之相關標準亦需考量共通共容問題，避免造成民眾收視之困擾。

二、可經營加值服務

（一）無線廣電加值 ( 附加 ) 服務之頻道容量應訂定上限，不得影響

其廣播、電視主要業務之品質水準。 

（二）由於終端設備及廣電服務、電信服務的整合，將造成各服務界

限的模糊化，故有關服務範圍、責任歸屬等界線將成為重要課題。

（三）加值服務應以其主要廣電業務線性節目頻道規劃後之剩餘頻寬

為之，其服務之內容應多屬「非線性」提供。 

三、可開放部份頻道供其他頻道業者上架

允許業者除自營一頻道外，提供其他頻道業者上架，活化經營效率。

四、可經營代客傳輸

（一）允許無線廣播電視業者提供不自建傳輸平台之無線廣播電視業

者代客傳輸之服務。

（二）允許無線廣播電視業者提供數據服務業者代客傳輸之服務。

五、其他經核准經營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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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NCC 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為提昇國人收視優質無線電視

節目的權益，已陸續完成 56個偏遠鄉鎮市區、67萬戶的無線電視數位化。

無線電視數位化邁入最後階段，開始執行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

號。5 月 7 日中午 12 時已成功關閉中部地區位於彰化縣八卦山及苗栗縣三

義鄉的無線電視類比主站訊號，第 2 階段東部及離島地區於 5 月 28 日中

午 12 時順利完成無線電視類比關訊，全面進入數位時代。6 月 11 日則進

行第 3 階段南部地區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中午 12 時已關閉位於高雄市旗

山區中寮站的無線電視類比主站訊號。本次關訊範圍涵蓋戶數約為 205 萬

戶，佔全國總戶數25.3%，包含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與屏東市等都會區，

及嘉義縣、原高雄縣、台南縣及屏東縣等 94 個鄉鎮區都在內。北區則將

於六月三十日。

註五：第二單頻網的開放業務由交通部進行規劃，而通傳會從成立迄

今，歷經三屆委員會，有些想法同，有些想法未必相同，簡單整理如下：

2006/09

（第一屆）

第一屆 NCC 委員將行動電視列入重大施政計畫，開放北區及南區

各有 35 、36、53 三個頻道進行試播，每個頻道發出二張執照，

共發放六張執照，此應為第二單頻網前身。

2007/05

（第一屆）

根據當時 NCC 規劃，分兩階段釋照，第一階段在法規未修正前，

依廣播電視法辦理，將釋出 24MHz 頻率，核發四張 6MHz 電視執

照，現有五家無線電視業者可申請，但限制須經營高畫質電視

（Hign Definition Television，HDTV）。另外，新進業者也可

申請，且頻道經營方式不設限。

NCC 表示，第一階段執照發放方式將首次採審查加拍賣，經營區

域為全區，執照效期為六年。待通訊傳播互跨經營管理機制修法

完成，進行第二階段釋照，規劃一張 12MHz 傳輸平台執照。

2007/08 五家無線電視台共 15 個數位頻道宣告結束長達五年的試播期，

九月初可望取得開播許可，並表態爭取第二次開放的數位無線頻

道。

2008/08

（第二屆）

攸關國內高畫質電視發展的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釋照案，

來不及在奧運前完成釋照，國內電視台與HDTV的商機擦身而過。

未來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釋照權責，可望回歸 NCC，在年底前完成

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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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

（第二屆）

交通部郵電司長鄧添來證實，無線數位電視第二單頻網的規劃已

經成熟，一共要釋出七張執照，每張都授予 6MHz 頻寬，全案將

送行政院審查，2010 年就可完成釋照。

2010/03

（第二屆）

行政院會決議新增拍賣制、公開招標制，與現行評審制並行，執

照有效期也由六年增為九年。未來每三年評鑑一次，搭配退場機

制，評鑑結果將列為換照重要參考。

按照 NCC 規畫，未來無線廣電釋照模式，將先審核競標者資格，

入圍者再參與競標，如果都達到一定競標金額，就以抽籤方式決

定。

2011/11

（第三屆）

NCC表示，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頻道釋照，業者必須是高畫質；

但至於要釋出幾張執照，目前還沒有定論，NCC 將召開公聽會，

聽取各界意見。

2012/02

（第三屆）

NCC 委員會議通過政策，預計於今年七月後，規劃釋出兩張無線

電視執照，以商業、公益各一，全天候高畫質節目播出，執照九

年收回重拍的方式，促進傳播產業升級。

2012/03

（第三屆）

NCC 舉行「第二梯次無線電視釋照」草案公聽會，按照 NCC 的規

劃，第二梯次將釋出兩張無線電視執照，執照效期 9 年。若合格

競爭者少於釋照張數時，將採 (N-1) 張方式，即當合格競價者只

有 1家時，將不予辦理釋照。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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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三六四次委員會議討論案九一部不同

意見書

本會第 364 次委員會會議針對臺灣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電視事業

屆期換照申請討論案，經委員會議決議，同意依「無線電視事業電視執照

屆期換照審查委員會」建議，許可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等 4 家電視事業屆期換發電視執照。按本會為因應無線電視事業電

視執照屆期換照，特成立「無線電視事業電視執照屆期換照審查委員會」，

並依無線電視事業電視換照審查作業要點進行審查，雖本會遴聘之審查委

員各有專業，惟因僅為個案審查之任務編組，思索問題角度與委員會議恐

不盡相同，本人同意委員會議依該審查委員會結論作為審查之重要參考依

據，惟不應作為唯一之考量因素，爰提一部份不同意見書，並補充說明理

由如下。

查現行廣播電視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換發廣播

或電視執照案件時，應審酌左列事項：

一、營運計畫執行情形、頻率運用績效評鑑結果及未來之營運計畫。

二、財務狀況。

三、電臺發射機及天線地點是否與核准者相符。

四、營運是否符合特定族群或服務區域民眾需求。

五、依本法受獎懲之紀錄及足以影響電臺營運之事項。

前項審查結果，主管機關認該事業營運不善有改善之必要時，應以書

面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主管機關得發給臨時執照，其有效期間為三個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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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為限」。

鑑於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視）自 95 年 1 月無線電視公股

處理條例完成立法程序，已依規定，將原政府相關單位之持股捐贈予財團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華視已成為「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下稱公廣

集團）大家庭之的一員，其責任與義務已與傳統商業無線電視公司不同，

故兩者換照審查條件自應有所差異。

本會對衛星頻道的申設、評鑑、換照標準最後一項：「整體而言，該

事業的經營者應該可以達成負責經營且善盡社會責任之實」，其他評鑑項

目包含節目規劃、經營方式、財務、人事、組織。如果本會對於純屬商業

行為的衛星廣播電視頻道都有對經營者起碼的要求，而對擁有國家稀有資

源，又屬公廣集團一員的華視「輕放」，個人其其以為不可。我的基本觀

點認為無線廣播電視擁有國家稀有的資源，評鑑、換照標準不該低於衛星

廣播電視，華視作為公廣集團一員，近來公司治理與營運的表現，需改善

之處仍多，委員會議或可考慮應先發給臨時執照，視其限期改善情形，再

考慮是否核發許可。

背景說明

我國廣播電視法自 65 年 1 月 8 日公布施行，歷經 6 次修正，基本理

念為：「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對於電波頻率之規

劃與分配，除考量商業利益之追求外，尤須依公平合理原則，衡酌廣播、

電視作為人民表達思想與言論之重要管道，藉以反映民意，強化民主，啟

迪新知，並促進文化、道德、經濟等各方面發展，應兼顧公共利益之需

要。」這些說辭固然是老生常談，但21世紀我們雖然一方面擁抱「匯流」，

另方面眼見媒體的庸俗，商營媒體的市俗化已使理想的「公民社會」蒙上

陰影，許多媒體社會責任的論調老早受到侵蝕，大家才將希望寄託在公廣

集團，企盼其深邃的理念與不落俗套的產製節目，能給予國人更佳、更多

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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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視作為公廣集團的一員

華視，全名為中華電視公司，前身是教育電視廣播實驗台，於 1962

年成立，隸屬於教育部國立教育資料館。次年更名為教育電視廣播電台。

至 1968 年，開始與國防部合作，加強軍中政治教育。政府決定於 1970 年

投資 1 億元，擴建教育電視台，再度更名為中華電視台。隔年改變組織型

態為中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試播；1972 年再度改組為華視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單說明其歷史，要闡明華視不是普通「商營」電視台，它的歷史反

映了我國從戒嚴到民主化過程中，多少人的爭取、努力、與付出，追求的，

不過希望媒體能從「黨政軍」的控制而走向真正的自由、獨立，成為服膺

真理、追求良善、展現美德的「載具」。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因履行其競選政見，學界及政界開始討論推

動華視及台視公共化之可行性，當時大家都體認一方面我國不論是無線、

有線電視的節目表現愈見低落，公共性明顯不足；另一方面，世界各國，

不論先進國家或是鄰近的日、韓的公共電視都表現不俗。而我國在多頻道

時代中，光靠公共電視一個頻道當然不夠，新聞局乃於 2002 年提出台視

及華視「一公一民」評估方案。

2003 年底，廣電三法修正通過，明訂黨、政、軍退出廣播電視事業經

營，加快無線電視公股釋出。新聞局隨後開始研擬「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

理條例」，在總說明部分特別指出「……將政府機關、政府捐助設立之財

團法人持有之公股以附負擔方式轉贈予公視基金會，期導引商業無線電視

台結合公共電視形成合作集團，提供切合公共利益、多元需求的服務。並

希望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將保留民營電視台的公司型態，續播廣告，發展

一具有民營活力與效率之公共化電視集團，調整商業電視缺失，呈現無線

電視之公共服務本質。」2006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條例，確立華視啟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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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化。同年完成將財政部公股及黎明文教基金會所持華視股票（共約 71％

的股份），附負擔捐贈給公視基金會，完成華視公共化第一階段。

這第一階段並不能保證華視就此步上坦途，商業電視三十餘年了，要

轉型成為「公共化電視」，哪會容易？許多關心其發展的學者都提出包含

組織文化、人力、財務來源等差異。公視基金會的董事會固然努力付出，

然由於人數多，又來自不同領域，對公廣集團的認知更有相當差異。

在不到 10 年的光陰中，我國公共媒體從僅有 300 多人的公共電視，

發展成擁有近 1500 位成員的公廣集團，其中歷經了四屆董、監事會，傳

播學者秦琍琍（2009）在「從社會企業的角度檢視公廣集團的困境與挑戰」

文中想瞭解「為何公共媒體在台灣的運作無法有效的發揮其功能？」結論

為「台灣需要公共廣播系統是無庸置疑的，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公共媒體，

它應扮演何種社會角色，以及應該提出麼樣的服務等答案，則顯然除了政

治人物、學者與社運團體的想法外，應該要回歸到所有納稅人與閱聽大眾

身上」(p.86)，她與其他學者也都再三強調要預防政府化傾向，同時重視

績效管理 (p.87)。

通傳會評鑑、換照的法律基礎與實踐

既然華視身為「公廣集團」的一份子，加上其歷史因素，吾人檢視華

視的換照案自當非常謹慎，而不光只由其現有經營團隊的書面資料與來會

的承諾就已經足夠。從本會立場，「績效管理」的好壞是將「頻譜」受託

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裁罰與其承諾

華視經營團隊99年 6月 10日至本會面談，審查委員詢問的問題包含：

「執照期間違規件數 71 件……許多資訊型節目和違規、自製與委製節目

的比例逐年下降……」、「公司商業化程度看起來比其他無線台還嚴重」、

「節目廣告化違規情形是各台中最高的」、「公司標榜具教育意義節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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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一些不雅或性暗示的言詞或表演，反而有礙青少年健康發展」等問題。

而事實上，華視於96年 6月 25日第18屆董事會第16次會議通過「節

目製播準則」就嚴格要求節目、新聞與業務單位落實執行，華視自認「至

今已大幅減少節目與廣告違規記錄」，但光是以本會受理的申訴紀錄來看：

97 年有 30 件，98 年增至 68 件，就是前一年的一倍多，華視經營團隊所

說的「至今已大幅減少節目與廣告違規記錄」，就與事實不符。

同時董事會的紛爭，也多少影響工作同仁的情緒與工作付出。報載「近

來身份以處於糾紛爭議狀態的鄭董事長又主導華視董監改選，通過自己繼

續兼任華視董事長」，媒體喻為「公廣奇蹟」。鄭董事長到本會陳述意見

時表示「華視公共化」並無問題，並承諾新任董事會、經營團隊與全體同

仁要以「四年脫困計畫」來改善營運基礎建設、提升營運效能、強化人員

教育訓練與建構「華視媒體園區」。我就以這兩部分提出看法：

董事會紛爭

依公共電視法（下稱公視法）第 1 條：「為健全公共電視之發展，建

立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以多元之設計，維

謢國民表達自由及知之權利，提高文化及教育水準，促進民主社會發展，

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理想高遠，但終究需要有合適的經營團隊，

也就是董事會來對此理想加以落實。

公視法第 15 條規定：「董事會掌理下列事項：一、決定公視基金會

之營運方針。二、核定年度工作計畫。三、審核公視基金會年度預算及決

算。四、決定電臺節目方針及發展方向，並監督其執行。五、決定分臺之

設立及廢止。六、修正公視基金會之章程。七、訂定、修正關於事業管理

及業務執行之重要規章。八、遴聘總經理並同意副總經理及其他一級主管

之遴聘。九、人事制度之核定。十、設立各種諮詢委員會。十一、其他依

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董事會掌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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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目前公視法第15條對董事會職權的規定，這個火車頭掌理得非常寬

廣，事實上，從公視誕生那一天起，設計就希望政府管的愈少愈好，乃將

權責全委由董事會來善盡「善良管理者」之責；在對公視基金會監督方面，

理想當然是「獨立經營、不受政治干預」，但何謂獨立經營？鄭董事長的

看法「即公視之治理與管理都應由公視基金會來決定，而現在的問題是外

部干預太多，特別是來自於立法委員的壓力。」（見谷玲玲等，2010）

當條文授予董事會的權責很大，並且擔負經營成敗之責任，而近來眼

見公視基金會與新聞局之間的紛爭影響華視運作，我個人就認為不可「視

而不見」。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言，公視基金會到底對華視的過去與現在有

多少瞭解、關懷與發揮治理的誠意？

經營管理面

華視經營團隊除裁罰次數太多之外，其過去的虧損以及未來營運的承

諾與「公共化電視」的想法關連都不大。如果是「公共化電視」，為何節

目廣告化的裁罰那麼多？自製節目比例那麼低？花不少錢去買節目，對自

製節目卻興趣缺缺，靠業外收入美化虧損，放重點在「媒體園區」，那幹

嗎叫「電視臺」？還要通傳會來監理？

其提出未來營運計畫中包含：( 一 ) 影音產製資源的公共平台。( 二 )

優質影音內容產製的公司。( 三 ) 公廣育樂頻道的經營者。( 四 ) 公廣學習

頻道的經營者。( 五 ) 台灣影音內容國際行銷的促進者。不可諱言，以上的

想法均相當值得敬佩，但與「頻譜有效使用」的關連為何？其擁有國家稀

有資源卻虧損年年，對「公共化」承諾不深，對節目改善、自製率提高等

……未見具體落實方案。

自從恩隆案後，「公司治理」成為火紅的概念，更是檢驗一個組織、

一個企業最根本的標準，「好的治理可以避開濫權與腐化，就因此可達成

社會目標……」(Neo & Chen, 2009: 53)，聯合國亞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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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界定好的

治理包含了「參與、共識導向、責信、透明、負責、有效及效率、平等與

包容，以及遵守法律規範」等 8 個要素，我們用此檢視公廣基金會的公司

治理，當然也可用此八個要素來檢驗本會的監理作為。 

小結

通傳會目前正在修訂廣電法，其基本理念為：鑑於民主多元化的社會，

政府僅扮演媒體多重監督角色之一，觀諸歐美先進國家，係由媒體先行自

律，其次為公民社會之他律機制，最後方為政府規範。基於此方向，未來

廣電媒體內容管制，將引進自律（含自訂製播規範、內部控管機制如設置

倫理委員會等內部自律，及公會等外部自律機制），與社會他律（內容諮

詢會議）制度，政府當然不宜過度伸手干預，只不過無線廣播電視擁有的

是國家稀有的資源，本會基於職權當然有「問責」(accountability) 的考

量，也有前面提及治理的授權，本會監理的對象是「電視臺」，電視臺的

「業外表現」固然是我們關心的一部分，但核心還是基於組織法「…維護

媒體專業自主…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因此在換照時「頻率運用績效評鑑結果」就該是最根本的硬道理。我們捫

心自問：華視作為擁有稀有國家頻譜的電視台，其表現及格嗎？

前面提及公司治理的重要，個人認為公視基金會對華視的治理有待改

進，而現有經營團隊到本會來給予的承諾，新的董事會會照單全收嗎？新

的經營團隊會執行原來（舊）經營團隊的營運計畫嗎？

事實上，6年前的換照，台視、中視、華視也是拿了3個月的臨照（見

民國 93 年 6 月 28 日新聞稿），當時新聞局局長表示「新聞局核發臨時執

照的政策面著眼於要求電視台製作優質節目……；法律面則是請業者配合

廣播電視法第5條及第12條之1的規定」。光是在華視應改進事項就包含：

「一、總經理異動宜由新經營團隊承諾改善事宜；二、節目外製比例偏高

如何改善與節目品質如何加強控管……」。當時新聞局更指出，「透過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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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作業可讓民眾及媒體朋友們瞭解無線電波與國家公有，因此被授與無線

電波頻率的無線電視尚須負擔公共服務與公共利益之責任。如此，換照機

制就不只是形式上的程序，也會是電視臺進步的推力。」

如果6年前，當時政府對無線臺的「公共責任」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對經營管理異動也有附負擔的要求，6 年後，本會身為獨立機關，面對老

三台的換照，就只以通過 70 分作為「唯一」考量，不顧及尤其華視身為

公共化電視表現的缺失，個人深表遺憾。同時，本會 2 屆委員會對於媒體

的內控、問責如此的重視，但眼見華視作為無線電視台的內控出了那麼多

問題，還輕輕的認為「換照與董監事變更」為兩碼子事，不考慮其公司治

理的大問題，我作為一個傳播學者，總覺得有特別強調釐清之必要。

最近剛完成的「我國公共電視制度之政策定位與治理研究」（由研考

會委託，計畫主持人為台大新研所谷玲玲教授），研究結論指出：「最近

一年，公視董事會紛爭不斷，其運作幾近癱瘓……。在維持公視獨立運作

精神及確保公視運作符合公共利益的雙重目標下，本研究主張建立外部監

督機制及透明公開的內部問責系統，促進公視健全發展」（p. 89）。另外，

公視一名董事在分析「公共電視董事會之爭議」文中（未出版）最後一段，

語重心長的表達「惜對董事會治理富有權責的行政立法機關，未戮力針對

公視目前少數橫行治理的問題給予管制，而自囿於政治干預的煙幕，不能

及時要求公視集團必須有善良管理人與忠實義務之本質，缺一即獨立自主

的前提就不存在，本需即時給予更換與懲治，否則全民資產將不屬於國民

全體而是小團體之流。」

我本於職責，提出此一部不同意見書，就是希望在離開通傳會時，喚

起大家對公廣集團治理問題的重視，在未來審視華視董監事名單變更時，

更以獨立、負責的態度檢驗新團隊對「公共」的承諾與實踐，擔負起政府

監理機構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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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線電視的出現與普及，剛開始在美國是為了補足無線電視無法普及

的地理缺憾（彭芸，1997），在歐洲則如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 (public 

utility)。正由於出現的歷史與原因截然不同，規約模式自然有異，人們使

用習慣也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為「地方性」。不管台灣有

線電視系統（或前身共同天線）從那一年開始（鍾蔚文，1993，何吉森，

1994，陳炳宏，2009），俗稱「第四台」衝撞以無線三台為主的我國電視

制度則是大家的共識，這更區別台灣有線電視系統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差

異。

美國一九二零年代有社區天線廣播，一九四八年於賓州出現社區共同

天線系統，是為補足無線電視不能達到地區民眾收視的遺憾，因此利用山

頂架設天線，再由線纜將訊號傳到家中，不論政府（中央、地方），以及

無線電視業者都樂觀其成，直到七○年代，有線電視利用衛星科技，引進

外州節目，影響本地無線台節目收視，以及廣告主的效果，問題才衍生。

有線電視「地方媒體」的角色，因著新科技出現而產生變化。Parsons 

& Frieden(1998) 認為美國 1984-1992 年為有線電視的擴充時期，1992-1996

年通過兩個重要的法案，控制費率，開放競爭，都影響其發展（彭芸，

1997），Hoffmann-Riem (1996:47) 在分析美國有線電視法規時說，FCC 允

許州與地方政府都有規管有線系統的權限，地方政府尤其在路權上有重要

的裁決權。1984 年的有線傳播政策法案 (the Cable Communication Policy 

Act of 1984) 就是一個解除規約的法案，在 1984-1992 間，有線電視費率較

物價指數上漲了三倍之多，因此導致新法案的出現，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

與競爭法案（the 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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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992)，雖然較之無線電視，有線電視更傾向屬娛樂的媒體，然而在新聞

與資訊的提供上，還是需要符合多元的要求。

大西洋的另外一端，歐洲幾個幅員不大的國家如比利時、盧森堡、荷

蘭等，有線系統普及率世上數一數二，一方面鋪線相較容易，加上屬於公

用事業，有線（或稱線纜，見程予誠，1995，註一）的發展及內容提供與「地

方服務」息息相關，節目不需花俏，內容實在、有用，費用很基本，就符

合公用事業的屬性。

既然有線電視的「出身」為「地方性」，在匯流時代，究竟什麼是「地

方」？什麼是「地方性」？台灣不大，但說來當然有地方特色，這些年在

學界及有心人士的呼籲下，地方特色更見凸顯，加上民選縣市長經營用心，

每一縣市就要與其他地方不同（遠見雜誌又不時做縣市長滿意度調查），

因此可以說，實體的地方與地方性更多樣、更有趣，但另一方面，匯流的

科技打破地域。全球化下，地方更有機會，卻更需在實境與虛擬間找到出

路。

台灣媒介一向重北輕南、重中央輕地方，有線電視在台灣的出身乃先

非法再合法，也就是不甩中央在先，不能說以鄉村包圍城市（城市才好架

設、較為快速回收投資），但由地下起家則屬事實。經營理念？一開始打

帶跑，等成了氣候，轉手再轉手。因此研究台灣的有線電視發展，不能全

拿歐美的理論與實例來解釋，這種獨特的「台灣奇蹟」當時就有論文、專

書（如鄧榮坤、張令慧，1993）加以討論。

有線電視在台灣的出身既然如此特別，探討的議題自然很多，本章首

先說明從新聞局時代從取締、到立法，以及徒法不足以自行，接著說明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屆面臨的問題，以及第二屆通訊傳播委員會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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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決定修有線電視法，考慮重點究竟為何，並說明相關條文。

第一節　第一次管制革新：新聞局時代有
線電視的管理—從非法到合法

台灣由於戒嚴時間長達三十七年（李金銓，2004 ，彭芸，2011a），

傳播科技發展被政治力阻擋，但民間總能自尋出路，七○年代的黨外雜誌，

挑戰制度，終於導致解除戒嚴。李金銓（Lee, 1993,2009）分析戒嚴時期的

媒介政策是「國家統合主義」，在「有限多元」下捉大放小，多少點出政府、

主流媒體（當時指的是「兩報三台」）、地下媒體之間微妙的關係。

第四台

所謂第四台，即利用傳播科技進步來突破三家黨政軍控制無線台的奇

異現象。在戒嚴的氛圍中，愈是向制度挑戰，愈易累積在民間的一些力量，

第四台中利用跑帶子而播出的一些三家無線台看不到的內容，更引發民眾

的興趣。

新聞局一開始並無法條對非法第四台加以管理，後來在民國七十一年

(1982) 修正廣播電視法，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二年成立「順風」專案，

嚴格取締第四台，但畢竟圍堵不是解決的好辦法，因此立法乃勢在必行。

其實，任何新傳播科技的產生，政府在還搞不清楚狀況下採取禁止、圍堵

的手法在各國屢見不鮮，尤其威權國家更比比皆是。因為新科技挑戰政府

的「執照政策」，這在他處上會多所著墨。

民國七十八年 (1989) 六月行政院邀請有關單位，組成「有線電視系統

專案小組」，由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廖正豪為召集人，下設「立法組」及



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法的立法、修法過程：從地方到中央、從類比到數位　97

「規劃組」。立法組部分由行政院新聞局負責，主要任務為草擬「有線電

視法草案」；當時由新聞局邀請實務經驗豐富的前台視副總何貽謀擔任召

集人，傳播學者有汪琪、熊杰與我，經濟學者吳聰敏、法律學者蔡明誠，

以及新聞局法律顧問楊鳴鐸與廣電處的同仁，我們還分別赴德法、美加等

國考察，回來撰寫報告，並召開超過十餘次的會議，就各國有線電視發展

的狀況加以研析，寫成條文。「規劃組」部分由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負責，

主要任務在研擬工程技術標準、規劃網路、鋪設等事項。七十八年 (1989)

十二月「有線電視系統專案小組」作成「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實施方案」，

其內容涵括經費估算與具體之工作計計劃。七十九年 (1989) 二月行政院核

准照案施行，我國有線電視系統之具體政策，始告確立。

制訂有線電視法

行政院於民國八十一年 (1992) 一月完成「有線電視法草案」，二月

送交立法院審議。在立法院立法諮詢中心法案評估報告針對「有線電視法

草案之評估」（1992）中，撰寫人羅傳賢表示「我國現行廣播電視法第十

條至第十五條有關申請設立電台程序並無分別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主管

機關亦從不承認有線電視申請設立有適用之餘地，故有線電視無法合法發

展，不無缺憾。再者，如欲以無線電視的規範來限制有線電視節目之內容

及範圍，毋寧剝奪了有線電視的特殊性，故有線電視確有制定專法規範之

必要。」

於民國八十二年 (1993) 八月通過的有線電視法總共七十六條，分第一

章總則、第二章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三章營運管理、第四章節目

管理、第五章廣告管理、第六章費用、第七章權利保護，以及第八章罰則。

何吉森（1994:7）在分析當時的有線電視法時說：「此部開創媒體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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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案，距第一家有線播送系統之設立，已晚了二十四個年頭，嚴重落後

社會現實與時代趨勢。」以下針對有線電視法的幾個重要面向加以說明：

壹、經營區

前面提及，有線電視與廣播電視（無線廣播電視）最不同的特性，後

者無線，利用電波傳輸，前者利用電纜（現在用光纖），因此是「實體」的，

經營區當然就成為「實質」經營、管理、服務的區域。

由於一般均將有線電視系統視為「準公用事業」（也有一些人士並不

同意這種說法，但至少其出身是如此），因此在管理上較易以「公用事

業」的概念與理論來加以探討。美國有線電視「一區一家」，歐洲因屬公

用事業，有自然獨佔的性質，因此立法者對「一區一家」經營區的設計深

信不疑，理由簡單說是鋪線耗費金錢與社會成本，多家都來經營，重複投

資，未必對消費者有利。美國有線電視法中並無規定一城只能興建一個系

統，但基於成本及市場考量，大多數城市只發一家公司執照（鍾蔚文，

1993:417），並同時指出「不管法令上是否規定獨佔與否，市場必然會形

成寡頭獨佔的局面。」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的劃分乃是根據交通部科技顧問組委託中興

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所做〈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分區之研究〉（1992），

研究建議將全國劃分成 51 個經營區。交通部科技顧問組並在民國八十年

(1991) 五月召開了「有線電視規劃區座談會」，並於當年七月對有線電視

系統專案小組（第十二次會議）進行報告。當時設計為一區不超過十五萬，

就奠定其後來難免會產生併購的命運。

台灣那麼小，城市人口密集，再怎麼說，區域小，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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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時代就不說了，進入合法年代，買節目要錢，服務要錢、硬體鋪設要

錢，既使新聞局最初規劃一區一家，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現在亦是），

一區一家在國內很難被接受（缺少競爭，消費者沒有選擇），同時都會區

一區一家更是困難，圖利這家，不給那家，政治後果難以想像，我們看金

融開放，銀行林立，大學開放，人人可以上大學，國內只要一講到「圖利」，

加上監察院調查，任誰都難擋壓力。

加上台灣是先有小孩再辦婚禮，非法第四台先存在，合法過程中，除

非自己不玩，否則小孩都幾歲了，政治人物會如何選擇？因此這種畸形的

市場結構，造成後來各種問題，其實都相當政治。但不管怎麼說，有線電

視「經營區」的問題不解決，就不用言及其他，因為任何產品不知道市場、

無法界定市場，接下來的營運、服務都屬空談。

貳、營運與節目管理

從某方面說，有線電視自負盈虧，由消費者決定是否租訂，沒人說一

定要看有線電視方可瞭解天下事（這也有不同觀點），歐美各國有線電視

普及率一向由自由市場來決定，國家把關的重點在於保護消費者，因此在

1996 年電訊傳播法通過以前，對於費率管制甚為謹慎，至於營運與節目管

理，相較於無線電視（利用國家資源）寬鬆許多。但因其「準公用事業」

的身份，加上使用路權，接近於一區一家的設計，還需政府的介入，尤其

是地方政府。

美國由於政府管理的對象就是有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反而對頻道經

營者沒有什麼限制，認為由系統經營者基於對市場的掌握、消費者的了解，

應該會設計出最好的營運架構，同時提供媒體近用，讓地方政府、教育、

公益等社團可以利用其頻道，來發揮地方特色，地方政府的角色因此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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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從費率、技術服務等皆屬其職責。我國有線電視法一開始也依循美

國模式，因此中央固然有審議委員會，並由行政院任命，但地方政府亦依

法組費率審議委員會，並直接對地方的有線電視系統進行實質的管理。

我國認知有線電視是電視，是媒體，不只是平台。前面的章節提及我

國對媒體的管制一向嚴苛，更何況有線電視法「生」於我國仍處戒嚴的時

期，國家也不可能只管技術不管內容。因此有線電視法中設置的有線廣播

電視審議委員會的委員一直由行政院任命，顯示其位階。

依照《有線電視法》第八條提及中央主管機關設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

員會，第九條「審議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第十條則說明「委員由行政

院院長遴聘，並報請立法院備查，聘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整個有線

廣播電視法的第二章都在說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的組成、工作迴避事項

等。委員審查包含：一、有線廣播電視籌設之許可或撤銷許可。二、有線

廣播電視營運之許可或撤銷許可。三、執行營運計畫之評鑑。四、系統經

營者與頻道供應者間節目使用費用及其他爭議之調處。五、系統經營者間

爭議之調處。六、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提請審議之事項。

並因有線電視屬地方的特質，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各地方

政府都組成費率審議委員會，邀請傳播、財經、社會、技術等專家來審議

當地的有線電視費率，但因為上限已訂，地方審議委員會只能調降費率，

不能調升，多年如此，也頗受爭議。

參、地方性

從歐美有線電視系統發展的歷程看來，地方性既為有線電視與無線電

視區隔的重要指標，更是服務社區，滿足地方政府、教育、社團的重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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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因此照理說，審議委員會相當重視系統經營者在對地方的承諾與實踐。

美國因屬聯邦政府制，在八零年代之前，報紙都以地方為主，無線電視則

因屬全國媒體，方願意支持有線電視發展，體認其扮演服務社區的獨特角

色。歐洲在公共廣播電視這種全國性制度之下，有線電視扮演地方媒體的

角色更具特色。從以上說明，均顯示有線電視系統「地方」的獨特性質（戴

伯芬，2007）。

美國 1984 年《有線傳播政策法》中與地方特色有關的包含：地方發

照需要求系統經營者播出部分頻道供公眾、教育、政府使用，系統經營者

對於這些頻道節目內容無權干涉。

我國有線電視法一開始也對有線電視在地方上的角色寄以厚望，主

因乃在於當時無線三台為「黨政軍」所操控，未曾重視地方，因此在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都將要求提供地方特色的文字寫入：「申請籌設、

營運有線廣播電視案件符合下列規定者，審議委員會得為許可之決議：二、

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

性、社教性等節目者。三、提供之服務及自製節目符合當地民眾利益及需

求者」。

第二節　第二次管制革新：新聞局時代幾
次修法

雖然有線電視法「終於」通過，但因為與新聞局有線電視系統專案小

組的規劃差別甚大，這一方面乃不同利益團體在過程中角力的結果，另一

方面針對科技發展的快速，以及衍生的相關問題並未完全涵蓋，都使得「合

法」後的第四台，承襲了非法時代的諸多問題，又要面對新增的許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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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宏，2099，彭芸、鍾起惠，1997，彭芸，1997）。

陳炳宏（2009）在分析我國的有線電視的發展時表示，「起初第四台

大多由地方派系結合地方人士所經營，提供民眾另一種電視服務的選擇，

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展，以及影響力的增加，業者時而感受到政治人物（特

別是反對黨）急欲介入經營的壓力。這可由在 1990 年代全台各地支持民

進黨的民主台紛紛出現可以看出端倪。但是執政的國民黨亦不甘示弱，共

出資 40 億成立博新公司，除規劃成立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外，也規劃大舉

收購第四台，最高紀錄曾投資全台九家有線電視系統。」(p.49) 煞而江耀

國（2003）認為合法化後，業者的政治性愈趨淡薄，因為必須像企業一般

經營，營利才是王道。

鍾蔚文（1993）以「有線電視政策發展方向是否保障公共利益？是否

造就另一特權？」觀點分析我國有線電視草案，認為行政院版本的有線電

視草案是政治、市場、公眾三種利益之間的角逐與妥協，同時公眾的目標

居於弱勢，產生了一份現實性高於理想性的草案，如果說行政院版本不理

想。那立法院通過的版本不是離理想更遠了嗎？

從實務面來說，當時新聞局訴願會執行秘書何吉森（1994）在其《有

線電視法解析》一書中一開始就說「有線電視法在國內立法時經不同版本

的衝擊，在國際上復有美方三○一條款之壓力，最後定案系在全案表決之

情形下匆促完成立法程序」，顯示出一些無奈。他並從〈從社區共同天線、

第四台至有線電視〉、〈有線電視法之立法過程〉及〈有線電視法之立法

精神〉分別說明我國有線電視立法過程與條文。以他實際參與的經驗，特

別指出立法院通過的有線電視法條文之內容與精神，與行政院原草案差異

甚多，憂慮未來此法能否有效規範有線電視之業者並保護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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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森（1994）也將該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在

研析後認為立法院通過的有線電視法有以下列幾個重要問題存在：1. 有線

廣播系統未來將無法予以規範，2. 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委員聘任之程序及

開會之法定出席人數規定過於嚴苛。4. 關於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申請

經營有線電視案件，必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性、藝文

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如無週詳的規劃，將造成資源閒置及增加業者負

擔。5. 第二十七條規定有線電視在同一地區以五家經營為限之問題。6. 第

三十一條規定審議委員會每二年評鑑系統一次，而法條中規定一地區可以

有五家經營，則全國估計有二百多家的系統經營者，未來如何能落實評鑑

工作，實不能無疑。7. 第三十六條規定有線電視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

於百分之二十，可能會因節目來源不足而影響我國有線電視發展，並導致

節目品質下降，對設立初期之有線電視實屬不利。

在我與鍾起惠編著的《有線電視與觀眾》(1997) 一書的最後一章，我

以理論與實務面向來看我國有線電視的未來走向，其中也提出當時我國有

線電視面臨的一些問題，包含：業者集團化愈見明顯、有線電視業者為求

生存，在法律邊緣遊走、消費者權益受損、政府威信受到挑戰，當時大型

企業集團如和信、力霸等就已經整合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與網路，並希望

政府修法，開放有線電視跨入電信網路市場（p.195-196）。在我另一篇針

對我國影視媒體產業現況 (1997:165-171) 分析的文章中，更將頻道業者介

入系統經營、廣告衝突、系統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社區等問題加以

剖析，提出「系統業者的第二次革命與電信網路事業結合」做為結論。

1997 年我國總共有 156 家業者獲得籌設許可，然而許多業者沒有在期

限內完成籌設，或是彼此間不斷併購（曾國峰，2009a，2009b，王國樑，

2011，王國樑、張美玲，2005），變化劇烈，因此第一屆通傳會委員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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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10）表示「有線電視經營區是依據民國 79 年以 15 萬戶為分區經營

之最小規模及一區多家等原則規劃的結果，但是卻造成無法達到經濟規

模。系統業者為降低成本，避免惡性競爭，經由整合、併購及申請註銷，

逐漸整併，使得一區一家的情形漸增，截至民國 96 年底，全國 47 個營運

區，其中有 32 個經營區為一區一家經營。」

新聞局曾將重新調整經營區、降低市場之進入障礙、提供有線廣播電

視經營者公平、合理的產業發展環境，列為重要施政目標，並於民國 92

年 2 月 13 日提出《處理有線電視一區一家問題報告》，其中有處理有線

電視一區一家所造成問題的三項建議案：首先，強化有線電視系統內部競

爭，其次，增加他類廣電服務業務之競爭，以及採獨占管理。其中第一項

強化有線電視系統內部競爭的作法是分三階段擴大經營區：第一階段以 3

年為期將現有 47 區整併為 18 區（以現有行政區為經營區劃分原則，再以

跨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縣市為微調），第二階段在 3 年後視經

營狀況繼續整併為北、中、南、東 4區，第三階段整併 4區為 1區（劉孔中，

2010），但規劃歸規劃，並無法真正實施。

經濟學者多人均對此議題甚有研究，施俊吉 (2003a, 2003b) 接受新聞

局委託進行《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重新調整之可行性分析》、《有線電視

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就是針對經營區過小、無法達到經

濟規模，同時市場諸多不公平現象，勢必需要加以面對而進行調查，並提

出建議。另外，王國樑 (2011)、莊春發 ( 莊春發、柯舜智 , 2007, 2008，柯

舜智、莊春發，2008)、江耀國（2003）也是國內對有線電視市場瞭解非常

深入的經濟、法律學者，多年研究提供政府及實務界參考，在其專書《有

線電視市場與法律》中，尤其對有線電視二次管制革新的相關議題，如股

權分散、MSO水平結合上限、頻道數限制、必載等，完整討論，並對斷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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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修法有很詳細的分析。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 2011 年五月針對有線電

視的問題舉行學術探討，王國樑特別針對市場結構、成本效益等做了系統

的分析，發現市場結構會影響系統的定價能力與市場力，經營規模擴大會

提高系統業者的獲利能力，但由於缺乏競爭威脅，市場集中度的提高會降

低系統業者的獲利能力，回應的馮建三則認為就算經濟學者的想法都對，

但有線電視的內容才更是問題（註二）。

從有線電視法通過迄今，二十年快要過去，有線電視系統諸多問題依

然存在，關鍵因素究竟為何？以下就外資、聯賣、公用頻道等議題加以說

明。

第三節　關鍵性問題

一、外資

冷戰結束，一九九零年代全球化，跨越國境的資金到處流動，新傳播

科技更是飛快發展，對新興國家來說，一方面想迎頭趕上已開發國家的各

種建設，另方面對跨國集團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又愛又恨（彭

芸，1997）。外資進入台灣，因受法規限制，不能投資無線廣播電視，就

看上利潤穩定的有線電視系統（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並看好

未來數位發展。學者 ( 陳炳宏，2009:64-65) 認為「長期觀察可知，外資對

台灣電視服務產業的興趣與日俱增，雖然廣播電視法對外資投入無線電視

事業有所規範，但有線廣播電視法對外資則採開放政策，因此有線電視產

業成為外資的重要投資標的；其次，除法規因素外，有線電視的高普及率

讓外資及跨國媒體集團視台灣為高利潤投資地區。」CASBAA (2008) 台灣

有線電視的問題發表的看法，多少代表業者希望能開放、有創新、法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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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見（註三）。

雖然 1993 年第一版有線電視法第 20 條，規定「經營有線電視者，應

具備本國公民身分，並以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為限，且外國人不得為

有線電視系統之股東」，但這條文到 1999 年第二版有線廣播電視法則被

修成為第 19 條，規定「外國人直接持股及間接持股系統經營者股份，合

計應該低於該系統經營者以發行股票總數百分之五十，外國人直接持有，

以法人為限，且合計應低於該系統以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成為外

資投資台灣有線電視的基準條文。

第 19 條文在 2001 年又被提出修正，放寬外資持股比例成為「外國人

直接持股及間接持股系統經營者股份，合計應該低於該系統經營者以發行

股票總數百分之六十，外國人直接持有，以法人為限，且合計應低於該系

統以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讓外資直接與間接持有股權比例得增加

到百分之六十。

二、垂直整合、水平整合、聯賣

就有線電視垂直整合對消費者福利之影響而言，傳統上，有兩派完全

不同之經濟理論觀點；一為效率理論派，建議垂直整合對有線電視產業

產生更佳的經營績效與經濟價值，此點好處會反應在收視費用的降低及

節目的多樣化；另一為市場力量理論，認為垂直整合會導致不經濟與無

效率，降低節目的多樣化（王國樑、張美玲，2005）。這兩派各有支持

者，美國較多的研究支持前者（Parsons & Frieden, 1998:195），但批判學

者則都採後者說法（refer Chester, 2007），韓國學者（Lee & Kim, 2011，

Sung,2011）最近的研究則發現系統業者播出的頻道都以自家為主，而不願

購買其他非自家企業的頻道節目，就呼應了批判學者的說法，聯賣與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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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減少觀眾收視的多元性（註四）。

一般而言，有線電視頻道可分五類（Waterman & Weiss, 1997:21-211，

引自江耀國，2003:32-33）：基本頻道、付費頻道、計次收費頻道、地區

電視台，以及指定頻道（公用頻道及可租賃頻道）。我國因為發展歷史的

關係，除了在新聞局林佳龍局長時代，將頻道二至二十五列為「公益與闔

家觀賞」外，其他均屬「基本頻道」，付費頻道、計次收費在國內一直無

法實施。

聯賣的問題為有線電視發展中的「痛」，如果是因為經營策略的考

量，光以美國為例，「成批定價」有其原因（Parsons & Frieden,1998），

系統業者透過聯賣，壓低價錢，減少成本。問題是消費者能否真正受益？

各項研究（王國樑、張美玲，2005，彭芸，1997），都顯示利用成批定價

(bundling price) 導致無效頻道數過多，浪費社會資源，政府不時需要介入

（新聞局時代的斷訊事件，以及我在任時多次溝通、調解），因此美國、

台灣政府介入有線電視的價格訂定文獻甚多，解決之道最好是「分組付費」

( 劉幼琍，2005 )，但說了二十年，還沒有下文，系統業者反對、消費者習

慣「俗擱大碗」等都有關係（現在則將希望放在有線電視數位化，唯有數

位化，如分組付費、加值服務額外收費等都可以解套）。

在類比時代我國有線電視實際狀況為：絕大多數頻道供應商按照每一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擁有的收視戶來收取版權費，採聯賣方式，在收視戶

數無法透明化的情況下，系統業者常以低報收視戶數以減少支出，而頻道

供應商也因知道系統業者的策略，就常提高每戶的單價來予以因應。彼此

互信薄弱，斷訊事件就難以避免，從新聞局時代起，斷訊還讓一位新聞局

長下台，第一屆通傳會與第二屆，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我任內，小的

問題如地方系統台因與頻道商談不攏而斷訊，大的則如 2010 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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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東森購物台換成森森購物台事件（通傳會第 335 次委員會）。

三、費率管制

就因為上面提及聯賣、整合等問題層出不窮，政府不能袖手旁觀，新

聞局時代在管理有線電視最重要的措施當屬「費率管制」，這當然是因為

一區一家逐漸形成，保護消費者最直接的手段即在費率上不允許業者任意

調升。學理言，傳統上凡被視為具有自然獨占特性的產業，主管機關通常

會採營業許可規管；但，又為了防範既有業者利用壟斷力哄抬收視費，所

以，亦會同時實施費率或價格管制（王國樑、張美玲，2005）。美國在

1996 年以前對於有線電視的基本服務費率採取價格管制政策，目的在限制

獨占系統業者的市場力量，使其經營達到成本極小化的目標，但 1996 年

通訊傳播法通過後，放寬費率管制，引起許多批評。

其實在電信或其他公共政策領域中，價格管制一直屬重要的政策決

定，我國有線電視系統因為不斷併購，全國超過 2/3 的經營區只剩下一家

系統業者在經營，是謂獨占，無法讓市場競爭機制決定價格與提高服務品

質，因此政府必須介入費率管制。

四、公用頻道

反映地方特色重要的元素之ㄧ即是公用頻道，更正視媒體近用的概

念，前面提及無線電視因屬全國（因為利用稀有的頻譜資源，以及發展歷

史的差別），社區民眾要知道地區的發展、當地事物、以及表達參與的公

民責任，媒體應盡其社會責任，提供資源（包含頻道等），因此為理想甚

高的一種政策，只是碰到執行面，卻是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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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宏（2009,2010）對地方頻道、公用頻道研究甚深，發表好幾份研

究報告，從介紹美國有線電視的公用頻道，到討論近用，不論是理論或是

案例討論，對美國公用頻道的演進有相當清楚的介紹，公用頻道在我國的

發展一直有其困難，以下簡單說明：

有線電視既為地方媒體，其特性之一為「媒體近用」，實際展現「近

用」概念的作為即是「公用頻道」，一般所謂公用頻道可細分為「公眾」、

「教育」，及「政府」等三類型近用頻道，通稱為公用頻道。國外公用頻

道是由地方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社區內各級學校、各非營利性團體組織，

或地方政府來共同經營，如果再細分的話，通常「公眾近用」頻道由社區

民眾團體負責設計，「教育近用」頻道由各級學校根據社區需求來籌製教

育性節目，而「政府近用」頻道則由地方政府本身或委託其他單位來規劃。

以美國為例，美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被期待至少設置一個以上的公用頻

道，但並不是所有有線電視系統都有能力規劃多個公用頻道，有些規模較

小的有線電視系統可能只能規劃一個公用頻道供社區民眾使用，而較大規

模的系統則可以根據各種需求類型規劃各種公用頻道供其使用（陳炳宏，

2009，2010, 註五）。

我國 1993 年通過的第一版有線電視法第 23 條明訂「有線電視業者必

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

可以看出，當時有線電視法的規範甚至比現行條文還要具強制力，後來修

改。幾個相關研究（吳宜蓁，1998，陳炳宏，1998,2011）綜合分析我國公

用頻道的主要問題癥結，包括規劃管理組織不明確、相關資源短少（含經

費、人力、題材）、缺乏獎勵措施、節目來源短缺、電視節目製作門檻，

以及有線電視系統推廣意願度低等因素，致該頻道使用效率極低，並造成

高節目重播率及閒置之浪費珍貴頻道資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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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有線電視的出身與政治脫不了關係，台灣許多第四台一開始

就由政治人物經營，政治人物利用有線電視系統為其抬轎，水幫魚，魚幫

水，因此許多教科書中談及的地方性，以及理論上討論的公共性，不易在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中彰顯出來。

我國有線系統中定頻的頻道三為公用頻道，各項研究都顯示知道的民

眾不多（NCC，2009，註六），知道並近用的更是微乎其微，原因很多，

我們「公民社會」才剛萌芽，民眾在接近一百個頻道中要選擇都已經很忙

了，好不容易轉到頻道三或是頻道四，節目品質差，很多都在賣藥或賣鍋

子，後面購物頻道已經夠多了，節目內容既不固定，又不甚吸引人，除非

真是自己親朋好友上節目（但常不知何時播出），否則誰會固定收視公用

頻道？地方有線電視系統對經營公用頻道興趣不大，這種花錢又沒有收視

率的「吃節目的大嘴巴」要不是主管機關要求，沒有太多誘因要經營。

台灣太小，地方事務有限，不像美國，美國國家大，聯邦制，歷史發

展言，各州有各州的特色，一州內的事物不少，媒體發展，尤其報紙，更

是地方報紙的發展史，加上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公民參與機會多，教育體

系中鼓勵學生參與機會更多，地方性容易產生，但公用頻道卻經營不易，

NCC 最新的研究（談如芬，2011，見附錄一）顯示最多使用公用頻道的首

推「民間團體」，其次為「政府」。

台灣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現象：地方系統業者不願投資經營公用頻

道、民眾不覺得需要地方性頻道，因此我在通傳會服務時花不少力氣希望

改善這個問題，但「近用」這概念在台灣還真是奢侈品，公益團體一窮二

白、也不知可以利用公用頻道，一接洽，都以為要付費，系統經營者只是

應付評鑑與換照，不想花錢、花力氣來提供公用頻道，更不太宣傳公用頻

道，學生的近用，理想很好，但學生常不在乎版權，因此做的節目一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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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就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疑慮。

由以上的討論中可知，有線電視系統從出身的地方性，具準公共事業

的屬性，因此政府（不論中央或是地方）都對其有所期許，但半個世紀過

去，面臨匯流，如何轉型？

作為平台的一種，獲利穩健，消費者也習慣其服務，抱怨不多，但我

國因為外資的問題、數位化程度緩慢、對提供匯流服務（Triple-Play）不

甚積極，上至總統、行政院檢視我國數位化程度時，就對緩慢的發展相當

不滿，修法勢在必行。

第四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作為

第一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承接新聞局廣播電視的相關業務，

因此不可避免的要處理一些有線電視的問題，包括頻道斷訊、廣告蓋台、

黨政軍議題、數位化速度緩慢、沒有其他系統與頻道選擇等問題，石世豪

（2009b）就說「通傳會作為私基金等外國投資人所偏愛『標的』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其財務操作對於目的事業整體經營環境、資金運用條件、

預設獲利目標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營運方式之可能變化，在權責範圍內自

應充分掌握。」但是新聞局二十年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希望一成立新機關

就萬事順利，不也太過天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屬獨立機關，因此過去在新聞局時成立的

審議委員會是否還有需要的問題就浮出檯面。同時爭議多時的經營區調

整、外資、費率審議等都應該要好好處理。談來談去，都是老問題，因為

科技發展，中華電信發展的「大電視」（即「隨選視訊」media on demand, 

MOD）也問世，平台競爭漸成趨勢，第一屆通傳會委員都是這領域的佼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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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然知道問題之所在，石世豪（2009b）幾篇討論通傳會的作為時，

都點出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必須要更積極的加以面對，舉例，學者討論甚

多的分組付費，他就提到「正本清源之道原應正視近年技術與市場發展趨

勢，透過調整經營區、開放新進業者申請經營及解除電信與廣播電視互跨

經營限制等方法活化競爭，使頻道業者及訂戶各依其偏好選擇系統或其他

多頻道傳輸平臺，系統「排頻」亦將逐漸如同其他商品或服務交易一般「正

常化」。劉孔中 (2010) 在其《通訊傳播法》一書中，也針對有線廣播電視

(P.9-10)、市場放寬 ( 第七章 )、法令管制 ( 第八章 ) 等做了非常完整的討論。

第二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開始就決定二步到位，繼衛星廣播電視

法修法後，接著就緊鑼密鼓的進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的修法。對我個人來說，

更是一生難得的經驗。從 1993 年有線電視法通過，大家都不滿意，我身

為草案起草人之一，更是「心灰意冷」。時光荏苒，二十幾年過去，沒想

到我會到通傳會服務，有線電視的問題就是重要業務，修法當然是生命中

的必然。

第一屆通傳會立的通傳大法氣勢雄偉，而台灣通訊學會一直倡議「兩

網競爭」，指的是電信與有線電視的競爭，在我《NCC與數位匯流》（2011）

書中的第二章稍做討論，但如果將有線電視「只」當成另一個全國的「網

路」或「基磐」，原有的地方性、分眾等概念就要重新思考與界定，也就

是二十世紀傳播學者堅持的一些為公共利益近用等重要概念而設計的精神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既與國際接軌，又能突顯出有線電視「出身」的歷史

與基因？如何在匯流的大前提下，既「匯」而不失原有特色，值得更多討

論。

前面談及我國有線電視因為集團化而根本打破當初有線電視法宣示的

精神，同時由於費率審查屬地方政府的職責，地方政府對地方有線電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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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或暗的影響或指示，早就不是原來有線電視法的立法意旨了，更不要說，

許多政治人物本身就是地方有線電視的經營者或投資人，這種複雜的人

脈、金脈關係，學者在書房寫文章時不易想像。

二屆委員一上任不久，就碰到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倒閉引起全球金融風暴，因此對於私募基金在我國多年介入有線

電視系統，卻未對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付出起碼心力，委員覺得一定要加

以面對。當時新聞報導也多針對外資介入有線電視系統問題有所討論（註

七）。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 2008 年 9 月審查台北縣市兩家已經由外

資併購的有線電視業者申請換發「營運許可證」時發現，這兩家系統分別

替其母公司 ( 跨國集團 ) 背書保證新台幣 35 億元及 27 億元，總金額已明

顯偏高，而外資高槓桿操作有其風險，如果系統台手上有現金，絕大多數

都上繳到母公司，萬一母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旗下系統台可能無力保障消

費權益，因此 NCC 決定進行通盤檢討，考慮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角度，

研擬「防火牆」，避免一旦外資發生財務狀況，波及下游的有線電視業者，

進而影響用戶收視權益 ( 林上祚，2008.9.18；彭群弼，2008.9.18)。我們二

屆委員上任第一個重大裁決的「附負擔」就是針對這些 MSO 進行財務上

的管制，當時正好發生全球金融風暴，委員會（見第 257.259.260 次委員

會記錄）的裁決都是以負擔方式要求業者提出改善財務結構的具體措施，

並修改定型化契約之應記載事項，當然，因此，我也備受壓力。

不可否認，外資的問題甚為複雜，全球化時代，錢在各地流來流去，

很難避免，我國尤其外交處境困難，對外資不能完全不理不睬，而現有的

廣電三法對於外資的管制確實有諸多缺失，劉孔中（2010）認為首推不具

備合目的性，也就是說，外資欠缺明確定義，如果只是區分直接持有及間

接持有並無實益，無法達成法規目的。謝穎青（2008）在討論外資管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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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不論各國對廣電媒體所有權規管外資態度、程度固然各有不同，但對

「媒體之存在必須促進公共福祉」則屬一致 (p.172)，而對外資，不光是依

恃廣電法規，而要「統合跨領域的法規為公眾謀福利」，多少說明光是通

傳會的努力是不足的。

從以上說明可知許多問題立即要解決，因此二屆委員上任不久即將第

一屆委員「嘔心瀝血」的通傳大法擱置（一屆某些委員對此還甚為不滿），

當時一方面是配合政府對匯流中一些「石頭」要移走的問題，另則是要立

即解決許多「眼前」問題，如一區一家的侷限、面對匯流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的數位化與競爭力、外資、廣告插播、地方頻道的品質、自製頻道成效

不彰、系統業者阻擋優質節目上架…，要把新聞局、第一屆通傳會面臨的

問題一併解決，因此組了修法小組，我帶著同仁週週開會，在我到任一年

後條文修畢，原希望在 2010 年初委員會可以通過，然後舉辦公聽會，農

曆年以前有個結果，但又因為究竟「市場」如何界定、新興媒體究竟要不

要列為本次修法的範疇，折騰了兩個月，修正的有線廣播法在委員會討論

八次，終於在三月底委員會通過，四月二日發言人對外說明，四月二十二

日公聽，不斷修正後，總算在我離開通傳會時送至行政院，算是送我的畢

業禮物。修法小組的規劃（如圖 4-1），以下就重點作說明：

通傳會的修法說明為：目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受限於有線廣播電視法

相關經營條件之限制，諸如中央地方分權管理、經營區域劃分及禁止跨區

經營、纜線管理、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之審核及管理、節目、廣告管理、訂

戶權利保護、有線電視基金之運用、系統審驗等，在在限制有線電視產業

前瞻性發展，因此，適度調整法律規管架構，建構公平競爭環境，降低產

業進入障礙提升服務品質，保障收視、聽眾之權益，以推展數位服務之提

供，並促進各類平臺之競爭，已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發展之重要課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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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內容主要有三大主軸。第一主軸為擴大系統經營者經營區及鼓勵新進業

者進入市場，並因應經營區之擴大，配套調整新進業者之參進條件，及調

整水平管制架構、垂直管制架構等相關規範。未來系統經營者得自行決定

其經營區規模，新進業者並得隨時進入市場；既有系統經營者亦得考量最

適經營規模，隨時擴增經營區（但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區）。

第二主軸為鼓勵創新匯流服務，系統經營者得使用可行之技術及設備提供

服務，並得利用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提供電信服務及其他加值服務。由於

有線廣播電視網路數位化，為系統經營者提供匯流服務（Triple-Play）之

必要基礎。因此，新進業者及既有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區，須以數位化技

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且既有系統經營者之原有系統，應於下次換照

前完成數位化服務。第三主軸為朝向平臺化發展，將原為垂直整合之系統

經營者執照調整為單純之營運平臺執照。未來，在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上播

送全部頻道節目，均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取得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並

受該法規範。以下簡單說明此次修法的幾個關鍵改變：

數位化與經營區調整

前面提及民國八十二年 (1993) 通過的有線電視法問題多多，最嚴重

的首推經營區的問題，因為經營區過小、又是一區多家，無法符合經濟規

模，併購就在所難免，前面提到從新聞局時代針對經營區調整已做了多項

研究，建議方向不一（莊春發、柯舜智，2007，2008），顯示這是不得不

面對的首要議題。從新聞局時代，到第一屆委員對於調整經營區幾乎沒有

太多的異議，因為針對 MSO 的問題，總得找出解決之道，同時面對匯流，

不能再像過去「劃地自限」，一定要「迎向未來」，因此朝調整（即擴大）

經營區的方向努力，曾國峰（2009）就認為經營區調整未必會真正帶給消

費者更多選擇（註八），通傳會內部討論時也多次針對此議題反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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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業者只想進入都會區，對偏遠地區興趣缺缺，主管機關就要更謹慎考

慮核准的前提為何？

修正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為了解決經營區，以及面對匯流的挑戰，開

放申請的前提是以「數位化」為前提，也就符合大家期待取消現行有線

電視 51 個分區的經營限制，如此，一來系統業者可享規模與多樣化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的好處，降低其經營成本，而數位化是國

家政策，一旦系統業者將數位化的準備納入，許多過去打不開的結希望就

可以迎刃而解。

數位化既是國家既定政策，前面提到，相較鄰近國家，我國數位化程

度甚低，就希望藉由修法，加快腳步，因此一方面允許經營區的調整，但

必須以數位化為前提。既然要數位化，有線電視法欲利用法律手段，強制

業者必須在下一次換照之時達到數位化的目標，通傳會的說明是「因為平

台的競爭本是數位匯流時代要面對的議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如果無心

提升其自身的競爭力，當然要鄭重思索是否轉手，過去二十世紀有線電視

成功的模式不能複製到二十一世紀，數位平台本就有無限的可能，外資或

是本地資金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是否可以讓消費者喜歡這個平台，願意付

費使用這個平台，如此業者提供的「另一條高速公路」就可以與其他競爭

者公平的競爭。」

為推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政策，對於新參進者及申請擴增經營地區

者，明定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服務。( 修正條文第七條 )

配合「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加速推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增訂系

統經營者應積極配合加速推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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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中央 vs. 地方

調整經營區以後，因為會由不同地區共同經營，故主管機關就不光是

過去以地方政府為唯一定奪的單位，權限中重要的費率訂定是多年相當具

有爭議的一個議題，同時，為防止限制競爭，也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另

行公告、接受重新申請：

考量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其經營區實際已跨兩個以上之直轄市或縣

( 市 ) 政府，及有線電視系統因應數位匯流，提供數位服務後，為發展規模

經濟而產生之整併，特將本法主管機關之權限回歸中央主管機關。（修正

條文第三條）

現行有線電視費率係由各該地方政府審核，常造成鄰近縣市有線電視

服務相似，費率不同之情形，且第三條本法主管機關修正為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已無地方主管機關，爰修正現行費率審核權限之權責機關，由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使費率審議權，審議過程應諮詢直轄市、縣 ( 市 ) 政

府意見，並尊重其所表達之意見。( 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

	修正重新受理申請經營之條件，增訂該地區系統經營者獨佔，或有

礙或限制競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另行公告重新受理申請。( 修正條文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 )

審議委員會

由於有線電視法修正後，「中央」的屬性明顯大過於「地方」，因此

過去有線電視法中第二章「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八條到第十七

條）的職權就不再需要，說明為：「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具備電

信、傳播、經濟或法律等多元專長，原設置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以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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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首長制之不足之原因已不存在，爰刪除有關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之

設置與職權行使規定。」

第五節　鬆綁與公共利益

鬆綁之必要

從有線電視的出身為「地方媒體」，因此不論其地方性、公用接近等，

確是令大家對有線電視在傳統大眾媒體的紀元中，感到其「小眾」的迷人

與機會。九零年代以前，這種花一些錢，可以收看多個類型節目的經營模

式，讓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確實既服務地方，又賺到錢，廣告主多一些更精

準訴求消費的通路也可說是皆大歡喜。

但是科技不斷進步、市場模式也在改變中，衛星傳輸（直播衛星）固

然在八零年代在市場上無法非常成功，九零年代捲土重來，在美國已有超

過百分二十的訂戶，歐洲更因地理的關係，梅鐸的	BSkyB 經營的一直很

不錯，網路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 的出現、成長，技術成

熟後，更多競爭已屬必然。必須正視的是：國際上節目成本不斷飆高，經

營規模要擴大就要購併，美國九零年代有線電視不論水平整合的討論，以

及垂直整合的頻道數限制，都說明在「準公用事業」、類似「自然獨佔」

的條件下，政府對於有線電視的規約有其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解除規約。

因此爭議頗大的訂戶數是否應該有「上限」一直是學界、業者角力的重要

議題，美國雖然嘗試鬆綁，但最後還是退讓，我國也不可能過於放鬆，因

此此次修法，訂戶數三之一的上限沒有鬆綁，但對頻道數的規管，因應數

位匯流，則採十分之一。這著眼點還是以「市場力」為主要考慮。

第二十四條　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

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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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系統經營者於其系統提供基本頻道服務，系統經營者及

其關係企業所提供基本頻道數，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總數之十分之一。系統

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於其他系統提供之基本頻道數，亦同。

通傳會的說明為：為避免系統經營者運用上下游市場垂直整合力量造

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現象，及促使頻道資源可引入更豐富多元及多樣

之內容，以落實消費者基本頻道收視權益之保障，同時「由於目前我國有

線廣播電視數位化普及率尚低，多數頻道供應事業之收入結構主要係仰賴

基本頻道之授權費用及廣告收益。為避免個別與系統經營者有垂直整合關

係之頻道供應事業，運用上下游垂直整合力量，以集團化談判、交叉授權

之方式取得頻道內容，進而影響基本頻道之內容多元，有必要正視基本頻

道數的上限。」

美國關鍵的 1996 年通訊傳播法，固然為一個去管制的法案，影響深

遠，尤其體認有線電視與電信的兩網競爭之不可避免。這種競爭基磐的理

念維持迄今，只是當科技繼續發展，有線電視業者漸漸發現其觀眾在流失，

收視戶可以從其他管道找到「替代」，而有線電視系統費用持續在漲，雞

生蛋、蛋生雞，收視戶流失，更要漲價，但漲價又嚇跑一些收視戶，數位

化固然一直在進行，政府也沒有強迫，該走的就要走，數位的收費是「願

者上鉤」，這種分組付費的機制在美國行之多年，也沒什麼大問題。在我

們隔壁的韓國有線電視出現晚我們兩年，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垂直整合與

集團壟斷 (Sung ,2011)，也　顯示有線電視於可　種地方性、小眾媒體的時

代畢竟一去不復返。

Chester (2007) 在反省美國有線電視迄今剩下兩大：Comcast 以及 Time 

Warner，認為費用不斷飄高（各地有所差異，但都在台幣兩千元左右），

有線電視又進入電信領域，當初承諾的地方媒體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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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用權）也是講好聽，因此大力批評馮建三（2011）也認為我國有線

電視系統最好統整成一家，如此方可與電信競爭。

我國對於基磐競爭的討論上，一派就相當堅持開放全區，好與電信的

中華電信競爭，一些經濟學家尤其認為如此可以符合自由市場競爭的基本

原則。我在他處討論寬頻政策時 (2011b)，也對競爭的構想有些討論 ( 第二

章 )，通傳會當然知道時間的急迫性，因此修有線廣播電視法時，開放經

營區及其配套就必然成為修法的重點之ㄧ，只是，如何在開放的同時維持

對「地方」的承諾，一直在內部存有爭議。

前面提及我國因為歷史的因素，直到今天，有線電視還被傳播學者賦

予填補無線台沒有地方特色的特殊任務，因此修法時，「地方性」究竟在

匯流紀元該如何定位，還是有討論的空間。經濟學者在乎經濟規模，傳播

學者計較媒體的地方特性，如果要數位化，或許也可以用技術來讓經濟學

者與傳播學者都滿意，所以妥協的結果就是往平台發展，頻道以衛星廣播

法加以規管，但系統業者對於地方頻道要去申請衛星廣播頻道的執照有其

疑慮，認為增加營運負擔。

必載與普及發展

二十世紀，受「必載」條款的規定，無線電視就必須在有線系統中露

出，同時為了普及，有線廣播電視基金（註九）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面臨匯流，在數位化下，採「必載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公廣集團必載，

民營無線電視台於全面回收類比無線電頻率後採協商機制。因有線電視將

配合公共電視頻道全部必載，為降低系統經營者必載所產生過度之負擔，

並考量商營無線廣播電視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為傳播平台之競爭關係，且

商營數位無線廣播電台將提供多個頻道經營模式，故系統經營者，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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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所指定之一個頻道節目及廣告，不得變更其形式及

內容，並應列為基本頻道。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修正修文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統籌運用有線基金範圍除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

外，包含輔導及獎勵。另有線基金撥付地方政府使用用途「從事與本法有

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使用」，朝使用用途更為具體化之方向修正，如補

助弱勢族群、從事有線電視管道建設等。( 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

第六節　修法議題與利害關係人

以上簡單介紹第二屆通傳會針對有線廣播電視法思考的幾個重要議

題，而我國有線電視從非法第四台走到數位匯流的今天，究竟癥結與解套

如何？以下就政府、業者、民眾這三大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來加以檢視。

政府

從新聞局開始，國家並未有一套完整的「有線電視」規劃方案，發生

了，先禁止，禁止不了，就妥協。非法第四臺、合法化以後的有線電視系

統，就提供國人在老三台以外的選擇，發展快速，業者每月固定現金收入

（甚至先收費後收視），發現這是個好行業。

有線廣播電視在我國的普及率很高，因此被主管機關認為是一般消費

者取得資訊與娛樂的重要管道，受到高密度管制，尤其是收視費及營業區

的雙重管制。收視費的管制又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層，中央主管機關決定收

視費的上限，地方主管機關在上限內再代表消費者與有線廣播電視業者討

價還價（劉孔中，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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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新聞局依照有線電視法，央請審議委員會審視營運計畫書，地

方政府更發現有線電視的地方性有其「妙處」，諸如地方型廣告、公用頻

道以及地方自製（頻道四）等，都可以善加利用。地方民意代表，與地方

有線電視系統有多少不一的關係，加上回饋金（有線電視法第 53 條：「百

分之四十撥付當地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從事與本法有關地方文化及公

共建設使用」)，對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利用這筆錢來宣導政令、辦一些活

動，就與系統業者建立微妙的關係。

但是新聞局時代有線電視問題從未消失，先是一區五家，每一家以

十五萬戶為基礎就因規模太小，併購成為必然。政府要管的事太多，從未

將有線電視「產業」的問題好好思考，只捉著費率這一項，認為消費者不

抱怨，該有的頻道不要少，至少不會因此讓長官丟官。雖然在所謂「二次

管制革新」議題上，希望要開放經營區，但講歸講，都沒有真正積極來面

對。

政黨輪替，八年新聞局長換了八位。文官如何希望解決有線電視的問

題？問題就從新聞局轉移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屆規劃的通訊傳播

法想一步到位解決問題，將垂直管制提升至水平管制，通傳會並在 96 年

的十大施政計畫第七項重點工作為加速推動有線電視雙向數位化進程。其

中並有「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策略方案草案」，經 171 次委員會審議，

接著也舉行公聽會，但是業者哪會輕易放過這「金雞母」？

第二屆委員會縱或內部對許多議題看法南轅北轍，但對於有線電視這

一塊的修法，意見倒沒有太大的差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將大修後的

有線電視法送出，行政院也在半年多審視後通過，立法院排入第七屆第八

會期審議的優先法案，更在今年 (2012) 五、六月快馬加鞭的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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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通不通過，通傳會在民國 100 年就允許業者申請實驗區（見 NCC 

100 年 4 月 27 號新聞稿），以及朝向調整經營區、重新公告的方向努力，

並在今年四月初針對經營區調整舉辦公聽會，說明「通傳會已完成整體規

劃草案，受理有意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之新參進者或以變更營運計畫方

式擴增經營區之現有系統經營者之申請案，期藉由良性競爭促進市場創新

與經濟成長，提升消費者福利。另配合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的政策目標，

規劃新進業者或擴增經營區者皆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申請案並應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單位。又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既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仍得依現行有線廣

播電視法及其他相關規定，繼續於原有經營區域提供服務。」

當然，我國電視數位化的比例如此低，問題卡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不

願大投資，拿了九年的執照，只想每年固定其盈餘，政府在未完成修法前，

握有的籌碼也確實有限。修法勢在必行，尤其是數位化這一部份，要求新

進業者及既有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區，須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

服務，且既有系統經營者之原有系統，應於下次換照前完成數位化服務。

業者

從非法第四臺到合法，從新聞局到國家通傳會，台灣有線電視系統走

了二十餘年，有線電視法通過也相近二十年。我們的有線電視普及率在全

世界名列前茅，月租費相對便宜，但是民眾花了五百多元，究竟看到什麼？

對業者來說，從獨立業者、集團經營，到被外資併購，早期獲利了結

的，口袋滿滿，集團則是「大樹好遮蔭」，自從外資進入，更將這個產業

推進另一階段。私募基金看上獲利穩定，不積極投資，對加速數位化這種

國家型的計畫興趣缺缺，就是不希望影響其獲利（通傳會在 2008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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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者提的附負擔就讓我到立法院，在立法委員的協調下，與業者溝通數

次）。

2011 年上半年，大富併購凱擘（第六章有完整說明），由於大富承諾

在數位化方面會加把勁，接著上場的旺中案，欲購買中嘉有線系統的旺中

集團負責人蔡紹中，就以一定會加快數位化來做訴求，社論也以此為重點。

反對的學者們則認為數位化是一回事，媒體壟斷更令人擔憂，不能說因為

要數位化，其他集中、節目、頻道的問題都視而未見。

目前政府仍有價格管制的權力，業者提升數位化就可以利用國外成功

的商業模式，對加值這部分給予不同的定價策略（中華電信已經小有經

驗），期望在「三網融合」或甚至「四網合一」方面，往前邁步，業者應

該與政府、民間團體合作積極教育消費者數位化加值可以帶來的好處。更

由於暑假奧運在即，MOD 數位轉播準備妥當，迫使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也

不能不加快數位化腳步，顯示競爭帶來的變化，值得期待。

消費者

從消費者的角度言，或許不見得在乎數位匯流，年輕在外讀書、工作，

不能沒有電腦與手機，不見得一定在乎有線電視。回到家，陪長輩、家人

看電視，並不經心，沒有一定要有線電視。在家、生活，電視響著，對一

些人來說，愈便宜愈好，當然，如果可以「分組付費」，感覺自己選擇權

多，如果說還有兩家（甚至更多）讓消費者選擇，「消費者主權」更是開心，

所以歷年的調查，都反應出這樣的「心理」。

至於公民權、公用頻道…，一些傳播學者念茲在茲，大聲疾呼的概念，

對一般大眾來說，可有可無，一方面或許我們的公民社會尚未成熟，另一

方面媒體素養的扎根，還未開花成果。因此，媒體近用的重要理念，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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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實還並不成熟，推行多年的公用頻道，只是業者應付新聞局、通傳會

評鑑、換照時可以交差的一項例行工作。

如果消費者只在乎費用愈低愈好，希望早點達成「分組付費」的目標

（因為想像可以少付一些錢），那麼將來兩網競爭究竟在競爭什麼？消費

者不在乎內容、不介意有無公用頻道、不想近用，只想便宜，業者數位化

與否好像與消費者無關，因為數位化花錢，業者不會降價，這種循環就有

一點難解。

第七節　小結

本章以相當的篇幅探討從新聞局到通傳會對有線電視（之前所稱的

「第四台」）的規管。戒嚴時期因為不滿無線三台而因科技普及，孕育出

目前國人資訊、娛樂主要來源的有線電視，從非法到就地合法，而既使合

法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在對「公共利益」的體認與承諾上，仍抵不過其

對獲利的渴望與興趣。

從有線電視法通過迄今，即將邁入第二十個年頭，說其是「地方頻

道」，應該為地方公益、教育、公共事務等至少盡一點心力，但是，從有

線電視出身起，這種與政治無法切斷的「媒介」，在地方特殊政治環境中，

找出其生存之道不在履行「公共利益」，而是既可以獲利，又可在地方生

態上發揮舉足輕重的角色，加上最初設計的經營區過小，「走出去」、結

盟都在所難免，聯賣、整併等經營基本原理，大家都懂。有線電視法最初

設計為「地方」，但台灣太小，地方事務除了選舉，其他被關心的不多。

一般來說，在技術上、服務上，系統業者的表現不錯（歷屆有線電視滿意

度都可看出），民眾不滿的問題多是廣告蓋臺、節目內容不佳，年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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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台問題依舊存在，內容不佳也很難解決，購置外片一要成本，二為觀眾

因為「文化折扣」之故，還是喜歡看本土的節目。國內產製最多的談話、

新聞節目，小成本製作、收視率又不差，加上購物臺、戲劇、、，對一般

收視閱聽眾是已足夠，會轉到 MOD 的，就未必同時收看兩者，因此有線

電視產業經營模式的轉變，很快就會發生。

從本章的討論中可知，我國一開始的非法第四台，經過政府掃蕩、剪

線，卻愈剪愈旺，政府因此制訂有線電視法，卻因著不同利益各有私心，

有線電視法一通過就註定其不能解決「第四台合法化」的問題，同時經營

區太小，無法達到經濟規模，又因政治力介入頗深，這種既中央又地方的

管制模式，也是過去未有的規管經驗。新聞局時代就想針對經營區問題作

改革，不了了之。第一屆通傳會委員致力通傳大法的制訂，第二屆委員會

經過一年餘的努力，終於將修好的有線廣播電視法送出，在經過行政院半

年的審議，院會通過送至立法院，立法院今年會期確實也審查了部分條文。

二十餘年過去，我國民眾已經習慣一個月五百多元、一百個左右的類

比頻道，內含闔家觀賞、綜合、新聞、戲劇、體育、電影、購物台等。民

眾對於有沒有公用頻道、是否該數位化…，並沒有太多意見，菁英份子對

內容有不滿，但其收視時間不多，系統經營者是為通路，自認其平台的責

任扮演妥當即可。加上五大 MSO 中，私募基金意在穩定獲利，對加速數

位化、推廣公用頻道等要花錢、花大錢的工作興趣不大。目前在立法院審

查的有線廣播電視法，雖不是完全理想，但至少是通傳會二屆委員較無爭

議、同心協力努力的方向，也獲得行政院的支持，希望能擺脫類比的時代，

以數位化為核心，提升民眾收視的品質，更將騰出的頻率作加值等服務，

走入匯流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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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翻成有線，但是程予誠著作名為《線纜傳播：科技原理與經營

管理》，是翻成「線纜」，石世豪（2009b）也認為翻成「線纜」比較好說，

它就是平台，翻「有線電視」它翻不過來，後面那兩個字把它害死了。在

德國，Cable 從來不叫「電視」，它從頭到尾都是「線纜」，徹頭徹尾電

信法管制的。

註二：王國樑教授表示「整體有線電視產業的規模與技術 ( 經營 ) 效

率仍有很大改善空間，以及水平與垂直整合行為有助於系統業者規模效率

與技術效率提昇，為了提昇資源整合績效及鼓勵節目製作與多元化，系統

業者的整合行為若不違反競爭，政府主管單位似乎不須強力介入管制。此

外，經營區範圍的調整與擴大似乎有其必要性。」馮建三的回應則建議為

了提昇經營效率，系統業者似可主動或政府主管單位可提供誘因引導系統

業者實施員工分紅政策。認為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無法有效競爭的原因：

（A）節目供應遭致限制；（B）沒有符合深口袋大企業結合銀行團長期提

供充裕資金；（C）台灣觀眾對特定類型節目的需要及支付意願可能不高，

主流觀眾（某種已經被制約）的習慣與品味不易改變。

註三：CASBAA (2008:17-18) 觀察亞太 16 個國家，歸納主要十項影響

有線電視發展的監管項目：1.有效監理機構：指監理機關的獨立性、透明度、

依法行政以及決策效率和品質。2. 公平競爭環境 (level Playing field)：指對

不同傳輸平台的規範應趨於一致，同時允許跨平台競爭。3. 外資限制：是

否對外國法人 / 自然人投資傳輸平台及節目頻道有所限制，以及制定投資

上限。4. 費率管制：包括零售或批發價格的管制。5. 分組付費 (tiering)：

指主管機關是否對頻道 / 節目組合 ( 包括單頻單賣 ) 有所限制。6. 著作權

及相關法律保障：主要指對節目內容的保護，防止盜拷轉售及侵權行為。

7. 節目播送規範：指管制傳輸平台及頻道供應商間的合約關係，包括本國

自製頻道、境外頻道轉載規範。8. 廣告規定：指主管機關是否允許付費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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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播送廣告。9. 內容規定：包括對節目內容的審查 ( 例如違反兒童青少年

保護原則、不當歧視言論等 )、本國自製規定、配音限制等。10. 節目供應

限制：包括是否要求提供公益頻道、是否將無線電視頻道列為必載 (must 

carry)，以及是否允許獨家授權。

註四：韓國政府與專家相信垂直整合對於獨立擁有有線電視網而言，

有諸多優點，為避免有線電視營運商垂直整合的不正當競爭，韓國有線電

視法案規定營運商和節目提供者僅能擁有一定限額的電視網股份。如此設

計是透過保護非垂直整合之有線電視網的進入和成長，提倡有線節目市場

的競爭，然而並沒有相關研究著重於 KCC 垂直限制的正當性，在美國，其

有線電視服務的歷史比韓國更久遠，對於有線電視營運商與有線電視網並

沒有垂直的限制。

註五：整理美國公用頻道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一、經費不足：經費

一直是公用頻道設置以來多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最常面臨的問題，由於公

用頻道不得有商業行為，而系統業者又得提供設備與器材，導致部份規模

較小的有線電視系統只願意成立一個公用頻道以節省開銷。二、觀眾少：

由於公用頻道節目品質不一，且各節目播出時段不定，無法事先提供節目

時間表，以致無法讓觀眾養成固定收視的習慣。不過也有部份人士認為，

公用頻道觀眾的多寡應該不是重點問題，重點應該在於強化其地方論壇的

功能。三、節目來源有限：從被動的節目接收者要變成主動的節目產製者，

對多數民眾而言是一段相當長的路程。四、頻道被把持：另一個與節目來

源有關的問題是，節目來源的多樣性不足，因為公用頻道有時常會被少數

團體或個人所把持。五、民眾參與不夠：對公用頻道而言，民眾參與不夠

的情形還是相當普遍，這個問題癥結在於社區民眾與團體對公用頻道認識

有限，而有線電視業者是否積極鼓勵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註六：但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 2008 年進行的全國電視閱聽眾

調查結果顯示，知道公用頻道且過去兩個月有看過其節目的觀眾約有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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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沒看過的則有六成五，而完全不知道有這頻道存在的受訪者則有五

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8）。其次，2009 年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的有線電視訂戶調查結果亦顯示，僅有約一成六（15.9%）的台北市有線

電視訂戶知道公用頻道，這數據跟全國性調查結果差不多，但看過其節目

者則多一些，回答經常看及偶而看的受訪者約有四成一，至於表示有意願

使用公用頻道的受訪者則約有一成一左右（台北市政府，2009）。

註六：至於外資為何對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如此有興趣？根據亞洲有線

與衛星廣播協會調查報告顯示，投資台灣有線電視，每 1 元約可創造出

4.62 元營收，高居亞洲之冠，其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之獲利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BITDA) 平均都有 40%

到 50& 水準 ( 工商時報，林淑惠、黃怡錦，2008 年 7 月 21 日 )。從以上

投資獲利資料可以看出，為何連不是以經營媒體為本業的跨國投資集團都

對台灣有線電視產業這麼有興趣。

註七：曾國峰 (2009) 的研究指出「主管機關不管是之前的新聞局或是

現在的 NCC，為了增加各區內的有線電視系統數目，期望以擴大經營區

域，讓各區的獨占系統能因此跨入彼此的經營區，消費者可以有超過一家

系統選擇的可能。希望在二到三年內，將目前有線電視的經營區先整併為

18 個經營區，18 區的計算是以 23 個縣市，每個縣市一區為基礎，再扣除

新竹縣市、台中縣市、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等五個縣市合併一

區，第二階段再整併為北、中、南三個經營區，逐年合併以增加經濟規模，

最後合併成單一經營區，以增加同一經營區內的有線電視家數。不過有線

電視經營區擴大後，到底是各區的獨占系統會因此互跨，形成至少是雙寡

占市場，還是透過併購跨區業者，獨占結構依舊，而且壟斷的規模更大？」

註八：有線廣播電視基金的問題，說大不大，但確是中央、地方爭

執很關鍵的一個議題，同時公共電視對修法的方向也反對甚力，石世豪

（2009b）在其書中指出，回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規定執行七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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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訂戶數穩定而業者所提繳基金年有增長；另一方面，公共電視亦於

2001 年 10 月間因立法院修正公共電視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使「由政府

依本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應逐年遞減」之緊箍咒「至第三個會計年

度為止」，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所提撥金額「百分之三十捐贈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之制度正當性基礎已失所附麗。整體而言，

該基金自成立初 1 億 3,345 萬元之規模，擴充至 2005 年以後業者年提撥總

額超過 3 億元，法定目的中卻僅餘「百分之四十撥付當地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從事與本法有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使用」、「百分之三十由中央

主管機關統籌用於有線廣播電視之普及發展」二者，尚屬真正需要「截長

補短」而運用特種基金制度以維持其穩定運作之核心事項。由於基金規模

不斷擴大而管理單位未能充分發揮基金應有效能，該基金漸有 2 億元累積

餘絀之際卻不能擺脫「做 ( 地方 ) 公關」、「( 寬列預算發包研究計畫 ) 籠

絡學者」傳言。就此，前管制機關行政院新聞局除因特別基金本身管理所

應有之法規依據，訂有「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之外，尚因立法委員及各界質疑基金管理浮濫而特別制訂「有線廣播電視

事業發展基金管理辦法」(2005 年 8 月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補助『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執行要點」(2004 年 10 月 )。「有線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之制度扭曲而執行問題叢生，可見一斑。(P19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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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NCC 最新研究發現「當前公用頻道經營管理面臨重大困境之

一即是缺錢缺人，以及系統經營者無心經營，以致各系統總是以最低度運

作之心態去維持公用頻道日常營運。嚴格而言，公用頻道營運對業者之意

義，只剩下遵守法令規定義務，對公用頻道業務既無力、也無意義加以拓

展，發展出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營運模式。」調查發現民眾普遍對

公用頻道與媒體近用權所知有限，絕大多數公用頻道未能培養出固定觀眾

與近用族群，以致個人近用內容極度貧乏，讓部份系統業者即便有心經營，

卻也苦無內容來源。調查顯示，公用頻道常見少數社會團體大量申請近用，

使得節目內容類型與來源過於單一，無法建構公平之公共論壇，整體近用

比例反而顯得有點背離公用頻道創設精神，也影響公用頻道近用內容之多

元性。（見下表 ,表 4-1）

選項 百分比

民間團體 37.00%
中央／地方政府 33.02%
系統臺本身 9.26%
各級學校 7.46%
一般民眾 4.00%
中央／地方民意代表 3.79%
其他媒體業者 2.62%
其他系統臺 2.35%
政黨團體 0.48%
其他：公用頻道協會製作 0.02%
總計 100.0%
來源：談如芬 , 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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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法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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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法政策目標



第五章　衛星廣播電視法：從新聞局到通傳會　133

第五章　衛星廣播電視法： 

從新聞局到通傳會

前言

第一節　新聞局時代 : 衛星廣播電視法的制訂與實施

第二節　第一屆通訊傳播委員會：允許申設、面臨換照

第三節　第二屆通傳會的努力：加強規管密度、大修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四節　修改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主軸

第五節　衛星廣播電視法通過前申設、評鑑、換照程序

第六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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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的衛星廣播電視法於民國八十八年 (1999) 制訂，中間只修正過兩

次。延續前面的討論，因應一種科技或傳播現象出現而分別立法的過程，

不少出於無奈，而非事先規劃完整、思慮周密。當然，我們可以說，不知

科技會如何發展，也不確定其市場能否成為氣候、消費者可否接受等，但

現在臉書用戶超過九億餘千萬，難道也該為其立法？本章延續廣電三法的

討論，檢討我國因著衛星傳播科技之興起，制訂衛星廣播電視法，而面臨

匯流，衛星廣播電視法該如何被定位？完全廢除嗎？還是說在現階段仍有

其存在的意義？

先進國家沒有衛星廣電視法，歐洲因為重視文化，加上公民社會相對

成熟，公共廣播電視系統歷史悠久，各國電視在八○年代之前，沒有太多

挑戰，民眾也都滿意，但因著衛星電視出現，加上有線電視引進他國節目，

因此出現「雙元系統」（見彭芸，1994）。後來歐盟的「電視無疆界指令」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 Directive, TVWF) 就成為基本的指導原則，這在

內容規約部分有完整交代。

美國 FCC 管理通訊傳播產業，下設媒體處（Media Bureau），管理廣

播電台和電視台的廣播站，以及有線電視和衛星服務，監理電子媒體的政

策與執照，包含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和無線電廣播、直播衛星（見 www.

fcc.gov/index.html）。英國主管通訊傳播業務的 Ofcom 是在 2003 年通訊傳

播法通過後設立的機關，加拿大 CRTC，以及歐盟資訊社會與媒介執委委

會，固然承認匯流的重要，但因為延續二十世紀規約的原則，都對媒介內

容的績效與內容非常重視。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員乃仿效美國聯邦

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架構。通傳會一成立承襲新聞局業務時，內容規約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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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內容處」（簡稱「傳內處」）的主要職責，而於此同時，營運管理處負

責給予執照、評鑑以及換照。委員會負責政策，營運管理處處理運作的一

般業務，傳播內容處負責內容監理，舉凡內容、廣告、分級、法規修訂、

兒少保護、婦女權益等均屬其業務。

「廣電三法」中以時間來說最晚通過的即衛星廣播電視法，乃延續「部

門立法」（第一章有討論），但在制訂時就認定屬於「低管制」（低規管）

的一種法規（張崇仁，2011.11.23 訪談），面臨匯流，作為國家的行政機

關如通傳會，不可能任由國內民眾接觸的內容虛假不實、品味低落、傷害

他人，雖說匯流紀元，持續「最小管制」的理念，主管的獨立機關只要促

使衛星廣播電視執照擁有者對其承諾加以落實，規管不須過於嚴苛。但說

的容易，業者認為其有「表意自由」（見石世豪，2009a, 2009b），對於政

府的規管難免會有一些不滿。可是執照的授與還是有一定的程序，否則就

不需要衛星廣播電視法，同時主管機關考慮的不光只有「表意」，還有財

務、管理等，因此對於頻道的規管，究竟該嚴或鬆（見聯合報社論98.2.7 ），

嚴要嚴到什麼程度？放鬆又到何般鬆綁的程度？確實在民主社會中是主管

機關與業者、公民團體都必須很嚴肅來加以面對的課題。

話說八○年代末，衛星技術興起，並且因著 1988 年韓國首爾舉行奧

運之故，日本衛星轉播奧運在東亞興起許多熱潮，在此同時，第四台（也

就是有線電視）也漸漸進入客廳，提供閱聽眾除無線台以外更多的選擇，

人們可以透過小耳朵收視直播衛星節目，也可以租訂有線台，這時國內、

國外許多提供節目的「頻道業者」就組裝節目，即現在所稱的衛星頻道經

營者。前一章討論的有線電視如何從非法第四台走到合法的有線電視，是

為平台，平台上的節目要向當時的新聞局申請許可，其營運計畫書中要說

明節目哪裡來（自製、購買）、性質（新聞、綜藝、電影、體育）、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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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經營者、服務項目等。

新聞局時代，依照衛星廣播電視法向新聞局申請執照許可，一般來說

照程序走，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業者練出一身好功夫，有的一申請就申請

好幾個頻道，只是將營運計畫書多複製幾份，看主管機關願意發幾張，剩

餘問題等執照拿到再說。比較引起注意的當屬前一章提到的「聯賣」問題，

業者拿了幾張衛星執照後，將產品綁在一起與系統業者洽談，系統業者自

家也購買、經營衛星頻道，形成垂直整合，而一旦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鬧

翻，或價錢談不攏，就發生斷訊事件 ( 彭芸，1997)，或是只有自家或自家

朋友的頻道可以上架，我國有線電視發展過程中，這類的問題從來沒有斷

過。

理論上說，好節目、好頻道應該被觀眾看到，不良節目應下架，從新

聞局時代到後來的通傳會，每年利用有線廣播電視基金的經費調查全國民

眾最喜歡的衛星頻道排名，希望利用系統性調查讓業者摒棄不受民眾歡迎

的頻道，但這種理想放到現實，業者會因為種種理由而繼續「我行我素」，

也就是說，即使在排名五十以外的頻道。理論上說，應該讓出來，換成更

受歡迎的頻道出現在系統中，供民眾觀賞，然而，一是調查的均為上架的

頻道，好節目如 BBC 並未在有線系統中上架，( 見自由時報 97.10.29) 未被

調查，同時學者認定值得欣賞的節目，未必是觀眾喜歡的。因此即使一、

兩年就進行一次調查（我與鍾起惠委員過去參與超過十年以上的調查研

究），但因法律上並不能規定不受歡迎的頻道不該出現，最多只在評鑑與

換照時做為參考。曾國峰（2008）也認為「如果好的頻道可以在競爭中留

下，市場可以完全決定進退機制，政府就不需要介入，但國內從未出現消

費者可以決定的理想模式。」

衛星頻道審議多年，出現最嚴重的事件當屬 2005 年新聞局廣電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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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移交給新成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時，因為七家換照未過而引起軒

然大波（註一），這在下面還會有更多的討論。第一屆通訊傳播委員會

原則上維持新聞局的作法，對申設、評鑑衛星頻道採低度管制的作法，也

無撤照的紀錄，更提出「撤換分流」的概念。石世豪 (2009a,2009b) 於他

在通傳會時寫的不同意見書以及離開通傳會後出版的書籍中，都對執照

政策、內容管制是否仍依循新聞局作法，指出「在匯流紀元是否應該有新

的思維與作法？」第二屆委員一上任，體認要解決一些迫在眉睫的議題，

等不及通訊傳播法立法院通過的時程，首先決定修衛星廣播電視法，但也

因為委員對管制態度、作為有不同看法，引起內部不同意見（聯合報，

2009.02.06，中國時報，2009.02.07）。後經過一年會內衛星廣播電視法的

修正，由於在黨政軍條款、倫理委員會等作法上，與第一屆作法有所不同，

也引起媒體一些關切，目前修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在立法院，短期修正完

畢的機會不大，但還是值得我們持續關心。

承襲本書討論的架構，我們審視衛星廣播電視法，一從結構，二從內

容，結構特別指的是究竟執照該有「上限」嗎？是特許呢？還是報備？內

容則指規管的嚴苛程度，哪些內容絕對不宜？哪些有討論空間？維持本書

一貫的精神，政府介入的程度如何？理由？該與時俱進嗎？共管是解決之

道嗎？

二十一世紀初，我國因為改朝換代，以及東森 S 台的案子，傳播學者

對「換照」這種「國家介入」的問題，有不少討論（魏玓，2005，劉昌德，

2005，洪貞玲，2006，楊英蘭，2007，曾國峰，2008）。畢竟撤照是何等

大的事，又勾起大家對戒嚴時期文工會、警總介入媒體的恐懼，「不予換

照」則是官方在處理執照到期時，因為業者違反法條而不允許業者繼續擁

有執照，意義基本上並不相同（如年代案），如果依照「撤換分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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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業者已經達到違法的上限，隨時都可撤照，不需等到換照時再來懲處，

基本問題乃在「執照」本身的價值，是「特許」？還是「報備」？

相較有線電視，衛星廣播頻道經營的成本低，既不需拉線，也不用面

對消費者的客服問題，加上過去低密度的管制，只要不去觸碰核心議題，

在規管程度上較之無線、有線廣播電視法，相對簡單一些，但衛星廣播電

視法還是牽涉到「申設」、「評鑑」，到後端的「換照」，在特許制的精

神下，政府還是需要具完整思維，在政策擬訂、辯護上，方有較為一致的

想法，如果只定位為「許可制」（或「報備制」），就只要符合起碼要求

即可。以下就將從新聞局到通傳會第一屆、第二屆，在處理衛星頻道申請

的重要過程簡單描述：

第一節　新聞局時代 : 衛星廣播電視法的制
訂與實施

新聞局時代通過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共有 46 條，包含總則、營運管理、

節目及廣告管理、權利保護、罰則與附則。另外則有衛星廣播電視法施行

細則、衛星廣播電視工程技術管理辦法。承襲內容規約的精神，重點放在

申設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執照期為六年，每兩年評鑑一次，比較重

要的當屬第七條為申請服務經營者之營運計畫，第八條則為申請節目供應

者之營運計畫書，第九條為申請者資格，禁止黨政軍介入。

行政院新聞局為審查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立之申請，依行政院新聞局

組織條例第十九條設置「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審查直播衛星

服務、( 境外 )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服務等，委員會中設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

人，由新聞局遴聘，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 曾國峰，2008)，如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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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審議委員會，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也涵蓋科技、傳播、法律、

財經等專業領域以及政府代表。下表（表 5-1）說明在新聞局時代通過與

駁回的案件數，從表中可知第一屆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審查委員會工作量最

重，而通過比例甚高（接近九成），第二屆到第六屆則高低不一，通傳會

成立後第一年是百分百的通過率。

表 5-1   歷屆衛星廣播委員會新通過與駁回申請案件數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NCC

2006

成立時間 1999.7 2001.2 2002.3 2003.3 2004.4 2005.4 2006.1

申請 178 24 28 25 23 33 10

通過 157 11 22 14 10 22 10

通過比例 88% 46% 79% 56% 43% 67% 100%

駁回 17 12 5 11 13 10 0

撤件 4 1 1 0 0 1 0

來源：曾國峰，2008

其中「申設」，「換照」部分以七家未過最為外界注意，從第一次申

請 (1999) 到六年 (2005) 執照到期，「不予換照」引起的爭議，一乃源於

業者多少認為屬「報備」性質，該交的罰款也交了，沒有理由在很短的時

間「不予換照」，另外，不可否認在處理上有瑕疵，其結果迄今還沒有完

全解決（有的是行政訴訟，也有牽涉國賠問題，東森 S 台案目前還在上訴

中）。

通傳會於 2006 年成立，就承接新聞局衛星等相關業務，到 2008 年八

月一日第二屆委員上任（有部分委員為兩年任期，部分委員四年），由於

新機關，許多業務有待開展，因此對於例行業務以比較寬鬆的方式加以處

理，二屆委員會對衛星頻道的申設、評鑑與換照採相對嚴苛的作為，以下

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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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屆通訊傳播委員會：允許申
設、面臨換照

第一屆通訊傳播委員會花更多時間在制訂通訊傳播法，對於廣播電視

的管理方面，提出不少符合時代潮流的觀念，在全體委員的推動下，確實

在營運、內容管理方面有一些新想法、新作為。

由於 1999 年初我國完成衛星廣播電視法立法通過，同年間依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首次許可發給第一批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為期六年，

到 2005 年陸續到期，面臨換照。因此在銜接上是有一些討論的空間（見

石世豪，2009b）。石世豪在其「衛星電視頻道『換照』之裁量爭議」一

文中討論「歐棚影視」不符新聞局處分而提起行政訴訟，後因新聞局業務

移轉，第一屆通傳會究竟如何看衛星電視頻道換照」之裁量做了相當完整

的說明，至於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0783 號判決，維持原

裁決另一案是關於「蓬萊仙山」頻道換照爭訟，也經法院判決駁回，還有

就是轟動一時的東森 S 台之撤照風波（註二）。

第一屆委員會在衛星廣播電視管理上重要的政策為：「撤換分流」，

希望將換照與撤照兩個決定脫鉤處理，也即是「新申請執照或換照時，如

果沒有申請資料不全、罰金未繳清等屬於行政程序問題的，將自動給予申

請執照或同意換照，以增加行政效率、減少業者經營上的不確定性」，因

此第一屆委員會對所有新申請執照與換照的衛星廣播電視頻道，給予百分

之百的通過；另外，委員會希望透過平時對頻道業者從警告、罰鍰、連續

處罰到停播，最重將會撤銷其執照等程序，來規範衛星廣播電視業者的行

為。但第一屆期間並無撤銷執照的案例。

曾國峰（2008）的研究發現「NCC 在推出撤換分流政策後，雖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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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業者的贊同，但同時公民與媒改團體則擔心主管機關將全面從結構與內

容管制棄守」，一種理由可能解釋為在 2005 年八月換照事件後，各頻道

警覺政府可能會確實執行相關罰則，因此相關違法情形明顯減少，但另一

原因也可能是第一屆委員會身處藍綠對峙甚為明顯的年代，凡事都相當謹

慎，尤其對可能會引起不安的重大決定特別小心。

因此當時的情況可以說在未完成修法（不論是通訊傳播法或是衛星廣

播電視法）前，業者只要提出申請、履行申設的基本條件，政府就給予執

照許可，有一點「報備制」的精神。業者利用營運計畫書承諾其為何要進

入市場、進入後的營運相關準備，更有對消費者的想像，同時達成計畫的

相關準備。這種類似「作文」的營運計畫書，對廣電相關科系學生而言，

都不是難事，更何況一些企管、市調公司都提供這樣的服務。問題來了，

「作文」結束、付錢以後呢？畢竟是「頻道」，是「內容」（包含廣告），

理論上，系統業者應該為其「上架」的內容編排，以及技術水準作起碼的

把關，至少要符合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章節目及廣告管理的基本要求，如

果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就會受罰，節目

應該完整，並與廣告區分等。如果採取「低標」，業者起碼把關，政府低

度管制，相處起來應該相安無事，但多年的問題乃在於「業者不怕罰」，

從新聞局開始，業者一旦被罰，有些可以訴願，而廣告、置入等通常可轉

嫁出去。

第一屆通傳會在對頻道業者的申設上採放鬆的態度，對評鑑則維持新

聞局時代的作法，評鑑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條第四項，每兩年評鑑一

次，並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條第二項，「執照有效期限為六年，期限屆

滿前六個月…申請換照」，因採撤換分流，申設、評鑑與換照就分開處理，

同時第一屆委員會基於獨立委員會的組成就決定不再委由衛星廣播電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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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來把關，交由通傳會技監、參事帶著各處室的同仁進行評鑑與換照

的工作。

前面提過，我國目前直播衛星並不普及，因此頻道業者拿到衛星廣播

電視執照，就希望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好區塊上架，一方面可以收取訂

戶的錢，也可以經營廣告。而我國一開始的有線電視業者在有線電視法的

一區可以有五家的情況下、慢慢整合，不但經營系統，也經營頻道，造成

垂直整合（彭芸，1997），加上還可以收取部分自製頻道的上架費，系統

業者對其系統播出的衛星頻道，看法不必然與官方或民眾的想法一致，要

期待系統業者對其所有播出的衛星頻道負起責任，確有一點困難。

如果衛星頻道執照擁有者都照承諾的努力為之，或是系統業者善盡把

關職責，台灣民眾收視的衛星節目不會讓大家如此不滿意。結構上說，新

聞頻道充斥卻缺少真正的新聞，電影頻道重播率高到大家都不耐煩、綜合

頻道內容乏善可陳，購物頻道說的天花亂墜，還不時觸犯法律，宗教、理

財節目充斥，有時深夜還有一些養眼的內容，品質更是不敢恭維。從通傳

會第一屆開始，衛星廣播電視同業公會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其自律委員

會，尤其是關於新聞頻道的自律，有一些成績（見附錄一），但是自律機

制通常在發生事情之後有所作為，事前的防範還有待加強。

第三節　第二屆通傳會的努力：加強規管
密度、大修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二屆委員會對於衛星頻道的申設、評鑑與換照相較於第一屆，採取

更積極、嚴苛的作為，引起立委的關切，這一方面牽涉到是否拿到執照後

就是「萬年執照」的問題（第一屆基本採「報備」制），二屆委員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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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屬一種特許，在有線電視系統目前技術上容量有限，若無「退場」機

制，優良頻道上不了架，平庸頻道充斥，對消費者的收視權益就會有影響。

同時，第二屆委員一上任就開始修改衛星廣播電視法，想利用修法將一些

傳播學者的理想融入，因此在規管作為上，對「申設」、「評鑑」以及「換

照」一脈的工作比較採取更為嚴格的態度 ( 最後的成果在 101.3.23 舉行公

聽 )。委員們認為業者既要從事這個行業，就該以很慎重的方式為之，對

所承諾的事項要能完成，不能寫歸寫、做歸做，被罰了，不是不悅、交個

罰款就了事了。不論在總量管制、新聞與兒少頻道的置入性行銷、資訊、

財經、體育頻道的定位有一些準則設計，這一方面代表委員關心的程度，

另方面則是希望在新興視訊出現的同時，對頻道經營者提供一些基本參考

的依據。

第一屆與第二屆通傳會委員對衛星頻道規管最大公約數是「問責」

(Accountability) 與「共管」（也有譯為「協同管制」、「共同管制」、「共

同規約」，co-regulation），較為不同的是「申設、評鑑、換照」的條件與

過程。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問責機制

二十一世紀各國在規約方面都強調「問責」，不論政府、企業等，這

種較「社會責任」更為進步的理念是理想公民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承諾與

作為，這在本書第一章就做了相當清楚的說明。

而在通訊傳播的管理方面，面臨匯流，應該有新的思維與作法，同時

公民角色益加重要，國家角色反而要漸漸淡化，就法律特性言，衛星廣播

電視法有別於有線廣播電視法屬「平台」的管理，衛廣法這種屬「頻道」

管理的概念，只要頻道經營者有心將其特色彰顯，讓消費者熟悉其品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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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的 CNN、ESPN，國內的三立、TVBS），一旦取得信任，根本不需政

府強力介入，但若確實有一些頻道業者對經營不甚用心，或是定位不清、

或是經營團隊變更，讓消費者不知如何期待，此時規管機關基於職責，就

會介入。

三、三律共制：自律、共管到法律

在別處討論的議題此處就省略，第一屆在其通傳大法中有幾條是有關

「三律共制」（自律、他律、法律）的條文，顯示這些思維是希望成為法

律的，林東泰（2009）在談及「媒體自律」新思維時指出：NCC 所研擬的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採取新聞媒體自律、公民團體他律及法律監理三層

管制，草案第八章對於「通訊傳播內容之管理」，即明定由新聞媒體自律

的「新聞部門自主公約與公評人機制」，和由公民團體他律的「內容諮詢

委員會議」的機制。（見附錄二）

第二屆委員會承襲第一屆的工作，延續對於問責以及共管等國際趨勢

的規管理念，修法方面更為徹底，引發我寫的不同意見書，這在下面還有

所說明。劉孔中（2010:115）評析第二屆衛廣法修法，認為「與通傳法草

案有不少近似之處，例如內容諮詢會議及妥善規劃節目及廣告服務，不過

加大管制的力道。」他認為第一屆的通訊傳播法草案與第二屆的衛星廣播

電視法修法草案「不脫離政府直接管制之窠臼，要加以落實，主管機關無

可避免要付出極高的行政成本，而且未必有效，不符合解除管制、公私協

力的管制治理潮流。」他以為對本土創意產業部分，不需管制，應該由業

者自由發揮其創意。因為在一個高度國際化、細緻分工的國際社會，何謂

本國？何謂自製？如何計算比例？同時業者應該在培植多元文化、專職從

業人員主持新聞節目、政治平衡報導、消費者糾紛處理方面，採自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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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傳送內容、廣告、贊助、產品配置（置入性行銷），以及新聞媒體獨

立自主之強化方面，採共同管制（2010:97）。

石世豪（2009b:172）則表明對「執照」或個別行為之許可，先看該種

大眾傳播事業所利用的載具如果不具備「有限性」與「公共資源」兩項特

質，則立法課予其經營者申請「執照」義務的必要性即有待深入檢證。他

另外針對「參與經營條件或資格規範」的議題上表示：「由於電信等『通

訊基磐』相關規範體系，側重於普及服務而將通訊內容責任轉置於使用者，

其特許或許可條件較注重資本及技術等外在標準；相對之下，各項媒體立

法除廣播電視涉及『通訊基磐』部分之外，『傳播內容』向來為其規範重

心所在。因此，關於參與經營者資歷或者主觀條件，媒體立法中不乏另設

更為嚴格的限制或標準者。此類禁止或積極要件規範直接限制特定人士經

營媒體，間接作用則在於確保媒體經營成效或內容表現，甚至，藉由經營

主體與參與者的資格篩選，促成特定內容廣為傳播或消極防杜特定內容散

佈。此類規範在戒嚴時期所造成的主要問題在於：主管機關究竟基於何種

目的篩選媒體經營者？所使用管制工具是否符合法治原則？」

由以上兩位通訊傳播法律專家提出的意見很值得參考與深思。從參

進、到生存、到永續經營的經營者，究竟應該如何向規管機關提出承諾，

獲得入場資格、如何進一步實現承諾、並與公民、消費者對話，都是恆常

的議題。

第四節　修改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主軸

第二屆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上任不久，即成立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法

小組，配合世界潮流（Peng, 2011），以及延續第一屆委員會通訊傳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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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第二屆委員會將衛星廣播電視法定位為「頻道法」，因此任何要播

出的「頻道」，都應該取得執照（包含地方自製頻道），至於取得執照的

承諾，將由衛星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基於自律以及他律的準則加以審議。

在新聞與兒少節目方面，遵循歐盟視聽媒介服務指令的規約理念，要求執

照擁有者對其內容作更為負責的審視，委員的想法乃因新聞頻道在社會上

有其特殊的角色，更是資訊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一種樣態、兒童類型的頻道

對年少身心也相對更具影響，這些都是承襲西方先進國家以及第一屆委員

會通傳大法的精神。

思考修法時分成四個部分（見圖 5-1）來加以論述：促進產業的公平

競爭、提升通訊傳播監理效能、建立問責系統，以及強化供公眾視聽權益

保障。產業公平競爭包含黨政軍條款、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規範、購物

頻道採總量管制，提升監理效能則包含申設、評鑑、換照的相關規定，問

責系統的建立更是凸顯媒體社會責任的承諾，至於插播廣告、被報導人的

權益保護更是強化公眾視聽權益，明顯可看出，前兩者是屬於「結構面」

的議題，而後兩者則較與「內容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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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衛廣事業規管架構

結構面議題：新興服務、黨政軍條款、總量管制

依照通傳會的說帖「隨著傳播科技以及類型不斷的演進，許多過去制

訂衛星廣播電視法時的現象並未出現，如「非衛星、非無線」。在平台上

出現的內容種類多樣，趁這次修法來整理、重新定義，或更加重視這些新

發展，因此在第二條就對增加一些新興服務的定義，如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購物頻道。並同時在第十九條訂定他類頻

道節目供應者進入市場的條件、程序與相關權利義務及規管准用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者之規定。同時，說帖中言明這是「趨向通傳產業內容	 / 頻道齊

一管理的法案」，以衛星或寬頻提供頻道 / 節目的供應者，均需要經過衛

廣執照的許可。廣義而言，透過有線或無線平台通路提供固定頻道 / 節目

的供應者，均受到本法的相同管理，以達到通傳產業匯流後，相同內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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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齊一管理的平衡原則。」

前面討論，究竟市場參進的條件應該如何？最受爭議的當屬黨政軍條

款。其實不論無線或有線廣播電視法，都有對「黨政軍」介入媒體進行規

範，不可諱言，這當然有戒嚴時期的一些歷史因素。一般認為衛星廣播電

視法不過是「頻道法」，有需要完全不能（一股都不行）嗎？因此修法時

就予以放寬，以規範「實質控制」為核心，說明為「為維護媒體中立，除

去現行規定之不合理情形，爰將規範對象修正為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除直接投資及擔任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發起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仍完全禁止外；間接投資部分，就政黨、其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採取較嚴格之管制方式，完全禁止之；至於政

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則改採實質控制理論，容許於一

定範圍內間接投資，並增訂禁止以其他方式控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修

正條文第九條）。第九條第三項第一款言明：一、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或其受託人各別間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逾該事業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

為了這「黨政軍條款」，二屆委員除組織工作小組，召開多次會議以

及公聽會，最後決定以持股合計達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十者，明定為已達實質控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實質論」、「百分之十」

這些關鍵概念未來在立法院要「進行對決」，屆時相信還是會有一些爭議

（民進黨有委員提出百分之五，但有一些傳播學者還是希望維持「一股都

不行」）。

至於頻道總量管制，法律上並無規定（曾國峰，2008），交由審議委

員會考慮，一般來說，審議委員會在考慮市場狀況後，多少會對新聞頻道

特別加以關注。通傳會成立後，第二屆委員尤其對新聞頻道的總量管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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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一定的考量，而如壹電視的申請衛星頻道許可時，先是審議委員會開

會多次，後邀請法定負責人黎智英到會說明，幾經考量，方予以同意。購

物頻道方面，在新聞局時代就規定依衛廣法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廣告專用

頻道不得超過基本頻道數十分之一（前行政院新聞局於 89.1.15 怡廣 5 字

第 00158 公告）。

內容面

延續前面問責的討論，修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啟動問責機制，在條文

方面增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自律及內部問責機

制，包括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八條），並

增訂新聞頻道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應設置自律規範

機制；對於節目內容規範方面，二屆委員採新聞與兒少節目 / 頻道的高標

準要求，製播新聞如違反事實查證原則，應將該新聞送請事業設置之自律

規範機制調查後，再送請主管機關審議（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七

條）。

在委員會內針對內容規範的爭議在於「處罰」，委員們都同意媒體（尤

其新聞頻道）的社會責任，以及自律的重要性，同時應該盡可能的查證，

免得造成傷害，但是我基於實務經驗，認為一旦犯錯就予以處罰，一是增

加同仁的工作量，同時「人非聖賢」（有興趣請參閱我的不同意見書），

最後折衷乃採先啟動「自律機制」，再由官方審議。

第二十二條要求製播新聞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

品味之申訴。並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並將其列為公開資訊。

前項自律規範機制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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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第一屆委員會的看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增訂主管機關就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節目內容相關事項應召開內容諮詢會

議（修正條文第四十條），通傳會的說明是「參酌英國通訊傳播署 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下設『內容委員會』（Content Board）之模式，

並參考美國及澳洲等先進國家對於媒體內容之監理，朝向共管之趨勢，爰

增訂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召開內容諮詢會議，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相

關事項加以監理。」

如同我在當時所寫的不同意見書說，二十一世紀面臨匯流，衛星廣電

法究竟是該加強管制力道，抑或利用問責制度與共同管制，要求公民團體

付出更多心力、與規管機關合力面對匯流？我同時認為除新聞與兒少節目

外，對置入性行銷應可放寬，以及對境外、直播衛星等類型，減少由規管

機關處以與本國一致的規管。關於新聞節目的公平與查證，則多給業者一

些空間，除非「真實的惡意」(actual malice)，否則規管機關不需花太多力

氣去處罰，而一旦觸犯紅線，平日的裁罰，以及評鑑，就可以對業者進行

一連串的行政處置（即第一屆「撤換分流」的作為）。以通傳會的人力，

光是接受申設、評鑑、換照的業務，已經人仰馬翻，為簡化流程，能由業

者自律、共同管制，更能凸顯二十一世紀時代的潮流。

在我任內恢復新聞局時代的「衛星申設、評鑑、換照審議委員會」，

邀請參加的委員們工作量相當沈重，如果碰到比較沒有爭議的業者，自然

書面審核即可，碰到棘手的案子（申設如壹電視、換照如年代等），就花

許多心力來加以面對。

而通傳會對外徵詢修法意見時，公「協」會（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

業同業公會）反對立法規範媒體自律，也就是反對內部問責系統列入條文

中，對於公民參與倒是沒有太多反對意見。對製播新聞及評論之適時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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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原則的相關條文也採取反對意見，認為是媒體自律的一環，婦女新

知基金會援引媒體改造學社反對理由為：「草案中對於新聞業者的約束，

輕率以內容管制為之，引發侵害言論自由與行政裁量過大之疑慮，造成國

家管制與業者自由之間的對立，確實是政策手段偏差之處。偏差的理由非

緣於管制者不應限制業者或課予責任，而導因於管制者只著重消極限制，

缺乏以積極手段導引產業良性發展；管制手段偏重單方國家行為，忽略透

過國家、業者與公民社會三方力量導引結構的自律與他律。」（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 9 條及第 42 條之 1 修正草案公聽會，2009.12.14）

置入性行銷、回覆權

內容管理固然朝「鬆綁」的方向走，但對於學術界甚為詬病的置入性

行銷則加強管理（修正第二十三條）。在衛廣法送交行政院後不久，因為

媒改團體以相當高調的方式反對「政府置入」，馬總統以及行政院、立法

院的回應也屬正面，因此在這議題上大家是有共識的 ( 註三 )。衛視同業公

會的立場贊成對新聞節目禁止置入性行銷，但認為兒童節目的置入應該可

以被允許，理由為：

（一）媒體上的兒童教育偏重於寓教於樂、潛移默化，置入性教育是

最容易使兒童自然接受的方式，且置入性行銷內容並非皆有誤導兒童之風

險，諸如：燒燙傷預防的知識及燒燙傷急救五步驟、預防腸病毒知識、生

活教育、生活常規等內容之置入，皆對兒童有正面影響，因此，兒童節目

為置入性行銷應予保留。然為避免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有誤導兒童之風

險，增列授權主管機關針對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之管理訂定相關辦法以

規範之。

( 二 ) 置入性行銷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於無形中傳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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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之訴求或內容，如要求將置入性行銷的行為明白揭示，不僅難以製

作且降低節目之可看性，實已失去主管機關開放頻道置入性行銷的美意。

( 三 ) 在無相關事證的前提下，直接在第四項明定業者於節目中有自然

呈現特定觀念、商品、商標或其相關資訊、特徵等之行銷或宣傳之行為時，

即推定其為有償或具對價關係，嚴重侵害人權大開民主倒車，顯有違憲之

虞，實有不妥。

最後行政院通過的版本則是接受通傳會的理念，將媒體自律、內容諮

詢委員會等問責的機制納入，並支持政府不可委託製作置入性行銷節目、

兒少、新聞報導不可置入。而通傳會報草案希望增設「倫理委員會」，則

遭行政院審查時刪除。增訂禁止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或

播送受政府委託而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目；及禁

止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一般性節目如有置入性行銷或接受

贊助者，須揭露置入者及贊助者訊息。（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

條）

回覆權這問題牽涉到媒體報導不實或侵犯隱私等，如何減少損害，在

修正條文「修正增訂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就內容錯誤或損害其利益時，得

請求停止播送或答辯，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因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

時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修正的第四十五條明白列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內容，致姓名、名譽、隱私、

信用、肖像或其他人格權益受侵害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請求除去該部分之

內容或為必要之修正。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廣告管理

廣告本是媒體生存的重要財源，不少人也確實需要廣告的資訊作為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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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參考，但人們對廣告則是既愛又恨，在廣告管理方面，有鉅觀的結構問

題（如前面提及，自製頻道部分，購物頻道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的十分之

一），更多家長、民眾關心乃屬內容問題，還有如廣告超秒、廣告蓋臺、

廣告誇大不實。原本委員會制訂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希望能將廣告分級（我

個人持反對意見），通傳會的意見為：「廣告分級制度，以保護兒少收視

聽權益：節目與廣告的分級制度實施，一方面彰顯內容分級的一致標準；

另方面則強化頻道經營者採用同一內容規範與標準對待節目與廣告的原

則，以確保非限制級時段內容對兒少身心的傷害。」

衛星同業公會與婦女新知援引媒體改造學社都認為對於廣告內容分級

並不可行，衛星同業公會反對理由：廣告分級制度雖立意良好，唯級別之

認定不易，如貿然實施，恐將造成廣告上下游產業及主管機關認定上之困

難，廣告分級應配合廣告預審制度併同實施，應較為妥適，現階段仍應維

持目前作法，爰建議刪除廣告分級之規定。婦女新知基金會援引媒體改造

學社主張反對，認為草案中對於廣告分級的要求，輕率以內容管制為之，

引發侵害言論自由與行政裁量過大之疑慮，造成國家管制與業者自由之間

的對立，確實是政策手段偏差之處，最後的條文為：

增訂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頻道或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之

限制規定，以保護兒童閱聽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第五節　衛星廣播電視法通過前申設、評
鑑、換照程序

雖然衛星廣播電視法經過通傳會內部通過，並在行政院審查完畢，送

交立法院等待審議，但究竟何時完成立法，誰都不知道。好在經過幾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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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業者、公會等在通傳會公聽會或各種場所多有溝通，並透過平日申

設（如壹電視）、評鑑與換照（通過以及不予換照，如年代），大家都有

所成長，也都盡量落實主管機關的一些基本要求。（附錄三為申設，評鑑

與換照的法條規定，圖 5-2 為審查流程）。

以下就通傳會成立迄今就衛星廣播電視的申設（表 5-2）、評鑑（表

5-3），以及換照（表 5-4）的案件許可比例作一說明，比率最低的當屬 97

年，當時二屆委員剛上任，一方面想重新整理申設的流程，另方面正在修

衛星廣播電視法，欲以齊一思維加以面對，因此不予許可、不予受理的比

例甚高。表 5-3 為評鑑的案件，限期改正的比例都低，顯示業者絕大部份

皆按照營運計畫書來營運，問題不大，表 5-4 則呈現換照的情形，除年代

綜合台是大家注目的一個案子，其他皆屬順利。通傳會二屆進一步設計了

更為明確的要求（見附錄四）業者可以依循這個評量表，瞭解規管的標準，

減少因規約不明而起的不愉快。

表 5-2  衛星廣播電視申設情形一覽表

年度 申請

案件

許可 不予

許可

自行

撤回

不予

受理

審查

中 

許可

比率 
95 25 23 1 1 - - 92.0%

96 49 41 - 2 6 - 83.7%

97 67 31 15 - 21 - 46.3%

98 49 37 11 1 - - 75.5%

99 39 24 15 - - - 61.5%

100 40 16 5 1 1 17 -

合計 269 172 47 5 28 17 -

來源：NCC, 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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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衛星廣播電視評鑑情形一覽表

年度 評鑑家數 合格
合格惟附

帶建議
限期改正 審查中

不合格比

例

95 31 15 14 2 - 6.45%

96 95 35 52 8 - 8.42%

97 29 14 14 1 - 3.45%

98 108 42 63 3 - 2.78%

99 53 8 43 2 - 3.77%

100 18 5 13 - 77 -

合計 334 119 199 16 77 -

來源：NCC, 2012.4

表 5-4 　衛星廣播電視換照情形一覽表

年度
屆期換

照家數
許可

附附款

許可

不許

可

未申

請
備註

95 8 6 - 2 -

行政院新聞局不許可換

照：東森財經新聞台、龍

祥電影台 (2 件 )。
96 9 9 - - -

97 13 13 - - -

98 11 11 - - -

99 7 4 1 - 2
附解除條件許可：年代綜

合台 (1 件 )。

100 79 69 8 - 2

附解除條件許可：高點電

視台、超視、JET TV、好

萊塢電影台、東森綜合

台、MUCH TV(6 件 )。附負

擔許可：東森戲劇台、優

視親子台 (2 件 )。
合計 127 112 9 2 4

來源：NCC,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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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在戒嚴時期，內容管理是行政院新聞局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只是在侍

從主義（彭芸，2011）的年代，有鞭子，也有胡蘿蔔。解嚴之後行政院新

聞局對衛星申設、評鑑採低度管制，而在新聞局將這項工作轉交至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之際，幾件換照不成的案例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以及接下來

的行政訴訟（石世豪，2009a，2009b）。

第一屆通傳會因為創業維艱，延續新聞局的作法，採低度管制，第二

屆通傳會委員因為一開始就決定要修衛星廣播電視法，理想甚高，希望對

台灣媒體亂象進行一次大掃除，在問責、置入性行銷，甚至外界以為的「名

嘴條款」，都引起外界大力的反彈，加上當時我寫的不同意見書，更是引

發內外不合的問題。其實這一方面是對合議制的不瞭解，更是學理上與執

行上可受公評的一些問題（註四）。

第二屆修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最大的特色應是「問責機制」的建立。

整個思維從歐盟以及英國 Ofcom 的問責機制而來，一開始反彈甚大，這或

許是國內過去電子媒體自律功效不彰，另方面要求媒體提升其對社會、對

消費者負責乃為世界潮流，如此也可以減少規管機關的規管成本，朝向共

管的理想邁進。從第一屆開始，問責的思維與堅持就是大家的共識，衛星

公會的質疑乃認為已經在努力的工作何必要列入法條中？最後行政院也接

受通傳會的立場，只是將倫理委員會的條文去除，彼此讓一步。

本章介紹從新聞局時代開始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不論政府怎麼演進，

一些基本的規管理念不會差別懸殊，最多只是「寬嚴」間的異同。相較之

下，第一屆通傳會在規管態度及方法上明顯寬鬆，二屆委員則認為寬鬆的

結果只是讓我國民眾收視的節目內容更加庸俗，一些委員秉持要整頓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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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進入通傳會，當然希望能使用一些手段（包含修法）來使業者負起

更多責任，一旦業者自律都做不好，政府自應以更積極的方式來對結構進

行規管。是故，從申設開始，到評鑑，以及換照的作法上，都有更為明確

的要求。

本來衛星廣播電視法既定位為頻道法，在二十世紀末期多頻道時代，

以及二十一世紀興起的多平台時代，政府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在法定職權

下，對參進的條件，以及繼續在這市場上提供服務的業者，有基本的要求，

更重要的當然還是業者的自律，以及共管精神與實踐的落實。



158　NCC 與媒介政策－公共利益、規管哲學與實務

註釋

註一：七家換照未過而引起軒然大波：「東森新聞Ｓ台」在五家初審

未達七十分的新聞台中，成為唯一未能過關的新聞台；其他尚有「龍祥電

影」、「蓬萊仙山」、「歐棚」、「CASA」、「華爾街財經台」、「彩

虹頻道」等一共七台未能通過審查。 

註二 : 東森 S 台撤照事件

2005 年，東森電視台向新聞局申請更換東森新聞台與東森新聞 S 台執

照，當時因違規被處罰最多的電視台依序是東森新聞台、三立新聞，第三

才是東森新聞 S 台，而其中，東森新聞 S 台因新聞節目比例太少不符合營

運計畫等理由，遭到撤照，停播 347 天。經過東森新聞 S 台上訴，台北地

方法院認為新聞局作法有疏失並違憲，判決東森可獲陪三億四千八百萬餘

元。

新聞局決議不予換照的理由有兩點，一是東森 S 台定位為新聞台，新

聞比例僅佔 59.1%，且絕大比例來自東森新聞台；第二東森新聞台為六年

來違反相關法規核處記錄最高者，計罰款達 1015 萬 5 千元，東森 S 台罰

款亦達 755 萬 5 千元，兩者相似，委員合議顧及業者投資與發展，決議東

森 S 台不予換照。此次撤照風波涉及幾項關鍵議題，首先，當時新聞局在

複審後兩天就作成不予換照的處分，被認為未給東森新聞 S 台合理改進缺

失的時間，畢竟原本評分最低的東森與三立兩家電視台經補件後過關，反

而是東森 S 台未過關，新聞局未給予合理時間改正缺失，被認為有重大過

失，也侵害憲法賦予新聞媒體監督政府功能的基本權。其次，接手新聞局

業務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業務移轉後，需要對新聞局錯誤決定負起

國賠責任，如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敗訴定讞，等同是全民要為此買單。

因此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有重大過失時，

賠償義務機關對該公務員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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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為了抗議媒體置入性行銷情況嚴

重，於 99 年底決定辭職以示抗議。黃哲斌表示自己是熱愛新聞工作的記

者，然而擔任採訪記者，也讓他面臨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跑新聞帶給他極

大的成就感，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

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一方面他也越來越難假裝

沒看到其他版面的業配新聞，他感傷新聞淪為計價商品，價值低落。黃哲

斌 (2010) 在自己的部落格寫道：「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

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

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

商 DM 與政府文宣。」他同時強調，這不是單一媒體的現象，而是整個台

灣新聞環境的生態，他反覆地向社會強調，「業配新聞是欺瞞讀者的、違

反專業倫理的、破壞社會信賴的怪物。」

對此，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

傳播學生鬥陣聯合聲援黃哲斌，共同提出了三點訴求，希望能夠獲得政府

的重視。首先，對於馬政府簽署的置入性行銷承諾書，其認為需下令各級

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性行銷。第二，台灣新聞媒體對各類置入性行銷的

財務依賴越來越大，根本的解決之道必須由政府提出適當的媒介政策，促

進新聞健全發展的經濟條件，以兼顧新聞專業、記者權益與企業利潤。最

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立法院應加速完成規範置入性行銷的立法，全

面禁止政治置入訊息，並管制商業置入之範圍，明文禁止新聞與兒童節目

出現置入訊息。

黃哲斌的行動廣受各界迴響，超過 100 位新聞傳播學者公開呼籲政府

不該作置入性行銷，記協、媒觀等團體也組成了「反收買新聞聯盟」。而

朝野兩黨也迅速表態，並通過了預算法修正案，立院已達成朝野協商並簽

字協議，增訂預算法第六十二之一條。未來包括政府機關、政府持股 50%

以上的公營事業、政府基金占 50% 以上之財團法人，均不得進行置入性行

銷。可見黃哲斌所開的第一槍，如今已發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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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合議制中，主委與委員寫協同意見書以及不同意見書非常正常，

但習慣「首長制」，或是認為機關最好「貌似和諧」，對這種「不同意見」

就會相當不能接受。加上媒體社論與其他方式的反彈，就有一點模糊焦點，

將學理上、執行上的問題轉換成「人和」的困境。

在我公布我的不同意見書後、通傳會又經過大半年的公聽會、修正條

文，報行政院後又經過大半年的審查，在我離開通傳會後才行政院院會通

過，送交立法院。簡單說，委員兩年的任期很短，既使是四年的任期，也

不長。而觀眾收視到的內容有更多元嗎？品質有改善嗎？顯示這類似的問

題應該將「人」與「事」的討論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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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根據衛星廣播電視同業公會的運作乃就業者共同關注的議題

整合各界意見，並期能多方與政府、學術界、公民團體及上、下游產業進

行溝通。近年衛星廣播電視同業公會為保障消費權益、反映多元意見、製

作優質節目、落實媒體第四權，籌組新聞自律委員會，由各衛星電視新聞

頻道 ( 年代、東森、中天、三立、TVBS、非凡、八大 ) 分別指派新聞業務

最高負責人及新聞主管二人共同組成。

衛星廣播電視新聞自律委員會有新聞自律協調機制，當新聞事件有自

律需求，例如委員會收到來自外界公民團體或民眾的申訴，認為新聞處理

方式失當，由該自律委員會提出後，就必須啟動協商機制。在協商前，各

台會簽署「衛星新聞頻道新聞自律協商機制啟動意見表」，標示同意或不

同意之意見。同意者應依協商內容處裡新聞，違反時將提委員會討論；不

同意者則視為放棄自律作為 ( 王建雄，2008) 。

附錄二：通傳大法中有關規定：

第一百四十九條製播新聞之頻道事業，應尊重新聞專業精神，並維護

新聞部門自主空間。頻道事業之新聞部門基於前項規定所訂定之新聞自主

公約，該事業負責人應與新聞部門協調該公約，無正當理由不得干預新聞

部門之自主運作。

第一項事業應設置公評人制度，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

平衡及品味之申訴及調查，並提出建議與回應，定期向該事業董事長及主

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該報告並應列為公開資訊。

第一百五十條頻道事業應將其頻道內容之內部控管組織、人員編制、

標準作業流程，納入事業營運計畫書。

前項內部控管之人員應具專業素養，並應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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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由公民社會公民團體依公民審議精神扮演公民團體他律的「內容

諮詢委員會議」的成員組成，規定如下：內容諮詢會議置委員十一至十七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其中女性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一、( 相關 ) 主管

機關代表一人。二、公民團體代表五至八人。三、專家學者五至八人。

附錄三：申設、評鑑與換照

申設：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五條及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經營，應申請許可。申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經營，應填具申請書

及營運計畫，同法第七條、第八條並規範營運計畫應載事項。審查委員任

期由一年修正為二年，採期中半數交錯任期。（修正規定第二點）

為擴大公民參與及廣納社會多元觀點，本會得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置審查

委員十三至十五人，任期二年。本要點修正後，第一次遴聘之委員，其中

六至七人之任期為一年。

審查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專家學者八至九人。

（二）公民團體代表三至四人。

（三）本會代表二人（不含召集人）。

評鑑與換照：評鑑部份，與申設同，任期由一年修為二年，採其中半

數交錯任期，換照部份則修的幅度較大，說明為「通傳會為因應管制革新

趨勢，參酌英國 OFCOM 下設內容諮詢委員會引進公民團體意見，促使廣

電業者重視收視權益之機制，特訂定本要點（共計十點），規劃引入公民

審議精神，除通傳會審查委員外，同時邀請公民團體、外部專家學者參與

審查，廣納社會不同理念與觀點，使審查過程更為透明化，期將監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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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公益、消費權益、產業發展、科技進步充分結合，兼籌並顧，以確

實改善電視媒體經營環境，提升節目內容品質，發揮傳播媒體正面效益。」

通傳會為辦理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作業，得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置審查委員

十三至十五人，任期二年。本要點訂定後，第一次遴聘之委員，其中六至

七人之任期為一年。

受理申請

形式要件審查
（業務處）

實質審查
( 審查委員會）

補正

應補正資料

文件齊全（*備註）

結果？

委員會議複審

結果？

補正

以 1次補正為原則：
書面補正、到會陳述或
現場訪視

不合格 普通 優良

應補正資料

補正

圖 5-2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運評鑑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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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目前通傳會於申設的評量乃依據下表的題項與對應給分。

表 5-5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申設評量表

項目 

5  4    3   2   1

經營理念與策略定位清楚明確。 □  □  □  □  □

目標觀眾與需求分析清楚。 □  □  □  □  □

節目規劃與現有同類型頻道之差異有合理描述。 □  □  □  □  □

節目自製能力優異。 □  □  □  □  □

節目編排與播映策略，具體維護觀眾收視權益。 □  □  □  □  □

具備具體製播、購片審查之品管作業流程與機制。 □  □  □  □  □

品管 /編審人員配置、數量、功能與職掌安排適切。 □  □  □  □  □

節目樣帶具體反映電視節目分級原則與重點。 □  □  □  □  □

節目樣帶具體反映節目、廣告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  □  □  □  □

節目樣帶具體反映節目製播品質。 □  □  □  □  □

針對特定專業節目之專業製播投入條件已完備，不致影響節目播

出及表現。
□  □  □  □  □

未來節目供應來源已清楚掌握，不致因節目供應來源不足，致影

響節目播出及表現。
□  □  □  □  □

頻道硬體設備資源及器材，足以反映其頻道定位與節目製播規劃

之需求。
□  □  □  □  □

組織人力配置完整反映其製播規劃之需求。 □  □  □  □  □

員工晉用、升遷、薪資安排與相關員工權益保障有完善規劃。 □  □  □  □  □

員工培訓方式、教育訓練之規劃，能符合相關規範及頻道定位與

節目製播之需求。
□  □  □  □  □

有具體觀眾服務與申訴處理作業流程與機制。 □  □  □  □  □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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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設者及主要經營者過去頻道經營之表現良好。 □  □  □  □  □

整體而言，申設者已擁有之頻道許可數量或本次申設頻道，對節

目供應之水平 /垂直整合，或對相關產業沒有不良影響。
□  □  □  □  □

整體而言，申設者應該可以達成負責經營且善盡社會責任之實。 □  □  □  □  □

考核結果與建議：

許可 (60 分及以上 )   □有改正事項		□無改正事項

不許可 (59 分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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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構規約：集中、多元與

案例

前言

第一節　跨業所有權之探討

第二節　老議題、新理論：媒體集中度

第三節　多元、多樣及其影響

第四節　通傳會處理的重要案例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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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第一章在討論媒介政策時，提到政策主要考慮結構規約與內容規

約，也提到即使在匯流紀元，載具的規管與內容的規管還是規管政策中不

可避免的兩塊領域，第二章說明我國媒介政策，提及戒嚴時期結構規約是

「上面說了算」，因此新聞局角色就不過在內容規約上打轉。接下來的兩

章討論即以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的基本架構為主，輔之以通傳會的處理，

因為以案例為主，理論部分就只能點到為止。

媒介集中（media concentration）不是新議題 (Meier, 2008:179)，卻是

媒介政策中結構管制的核心。傳播學者、經濟學者，甚至公共政策研究者

各有關懷、各有立論的基礎與秉持的學說。不可否認，媒介集中非常重要，

卻也最為複雜、不易談清楚，牽涉的面向極廣。尤其在匯流紀元，大者愈

大，透過併購，建立市場規模，繼而要求綜效 (synergy)，因此水平整合與

垂直整合在二十一世紀都難避免。

對傳播學界來說，第二屆（或廣義指到第三屆，2008-2010,2010-

2012）的通傳會處理傳播學者最關心的議題，首推「媒體併購案」，我

在任時期的「二中案」(2009)，接下來的凱擘案 (2009-2010)，以及最近	

(2010-2012) 不時被提出的「旺中案」。結合的案子一件大過一件，金額也

屢創新高，結合的範圍更廣，最近更因著「國家人權報告」中提出「媒體

集中財團後果嚴重」（蘋果日報 ,101.4.21），引起學界以及社會大眾更多

的重視與討論。

前面提過美國從 1996 年電訊傳播法修正後，媒體併購更加速的進行，

加上匯流的腳步未曾停歇，併購只有件數更多、金額更大，未曾停止。全

球化時代，金錢流來流去，競爭更發生在全球，媒體的定義一再改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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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媒體如印刷報刊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倒閉的速度令人吃驚，網際網路

普及，消費者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第一章已經提及許多變化的發生與現

象，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匯流時代的一個特色就是「大、更大」。而新

型態的競爭不斷挑戰過去媒體經營的模式，看臉書 (Facebook) 的發展、

YouTube 的轉型、Yahoo! 的改組，都說明新興視訊的發展根本顛覆了人們

收視傳統媒體的習慣，而傳統媒體在新競爭下，不是併購他人，就是等著

被併購，世界各國媒體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公司一開始就很大，

一定是成功了，併購就成為生存條件，經營權移轉乃成為現今各國規約機

關面臨的重要功課。贊成的一方較從資訊已經多元的角度看問題，反對者

則以為全球化下，併購是有錢人的遊戲，其併購媒體的動機不單純，多元

為假象。其實這兩種觀點都各自有其理論與實證的基礎，本章將簡單介紹

媒體集中的重要學派，並簡單介紹國外最近幾件重大併購案，以及通傳會

處理媒體集中的實例。

任何併購案牽涉金額龐大、從原物料提供者到消費端，再加上受影響

的員工，都是新聞的焦點，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最大併購案為網路公司的龍

頭AOL(America Online)與視聽產業巨人Time Warner的合併案（附錄一），

就已經宣告本世紀是一個併購的世紀，政府介入在所難免，就提供許多討

論的素材。美國近來重大的通訊傳播產業併購案，一屬美國最大的有線電

視系統 MSO Comcast 併購 Universal-NBC（見附錄二），二為 AT&T 欲併

購	T-Mobile（見附錄三），前者已獲通過，後者則在美國司法部的反對下

宣告終止。英國則有著名的BSkyB案，原經營者梅鐸想要將所有股權買下，

卻因發生「竊聽門」事件，宣佈放棄（見附錄四）。

報紙與電視的「跨媒體所有權」(cross-media ownership) 本來就是傳播

科技發展、全球化後隨之而來的重要課題，各國都面臨類似的挑戰，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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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網路興起，數位匯流，很自然的將傳統媒體的界線打破。一般而言，

各國的規管都由緊縮而漸走向寬鬆，只是如何放、何時放、放多少…，各

國速度當然不一。學者（Iosifidis 2010:8) 觀察「如今政府以較具同理心的

心態面對垂直整合，透過如通過 1996 年的美國通訊傳播法案與 2003 年英

國的傳播法案便可見端倪。法案中均允許公司擴充整合，類似於歐洲 2003

年通訊傳播的法律架構一般，提供匯流企業整合步驟，結果媒體公司大部

份都未被限制，而朝向增加整合的趨勢也持續在進行，未受到阻礙。」

依據歐盟 1997 年電信媒體資訊科技匯流綠皮書之分析，匯流層次由

低而高約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技術與平台匯流階段、（二）企業聯盟

與產業併購階段、（三）服務與市場整合階段，以及（四）政策與規範整

合階段（江耀國，2008），第一章討論傳播政策的演進時，討論匯流要考

慮經濟規模、增加競爭，因為第一階段的整合，就有第二階段的併購，以

及第三階段全球化市場的整合，到第四階段政府的態度。

第一節　跨業所有權之探討

由垂直整合、到水平整合、到跨業，併購型態許多種，但支持與反

對的陣營從來都各自守住陣地，不易妥協。如本書第一章討論媒介政策

時所提：媒體產業的特性 (Chan-Olmsted & Chang 2003:217, refer Meier, 

2008:185) 為：媒體集團提供了二元、互補的媒體內容和分配，其次，媒體

集團依賴二元收費資源，分別是消費者與廣告商，第三，大部分的媒體內

容並不包含公共財 (public goods)，一個人的消費在商品的經濟規模上無法

再給另一個人，第四，許多媒介產品是透過不同的窗口過程傳遞到閱聽人

面前，最後，媒介產品高度指向文化偏好和特定市場或國家的公共建設，

又由於其對於社會的廣泛影響力，媒介產品經常受到國家的法規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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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併購，因媒體以上特性，就與其他種類的併購不同，不光是公平會針

對「經濟市場」競爭問題而做出的決定，更還要考慮「言論市場」，尤以「集

中度」是否影響多元為討論不可避免的關注點，也就是說，商人營利本是

天經地義，但媒體為「公器」，當商人併購媒體，私利的成分大過於「公益」

時，就不容易得到祝福（商人或許不在乎），反對聲自然源源不絕。

美國 1996 年的美國通訊傳播法的精神就是「競爭」，提到「全球皆

市場」、沒有永遠的聯盟，只有永遠的利益，經營目標寬廣的公司易生存，

同時光考慮市場因素不能決定成果，因為政府不能放任市場發展，畢竟政

府仍擁有合法管轄權─保護隱私、避免壟斷、促進公共利益等（彭芸，

1998）。除美國外，英國的媒體也因 2003 年通過的通訊傳播法案後，集中

度愈來愈高（Freedman, 2008），此法案鬆綁傳播產業的程度遠遠地超過預

期（Iosifidis，2010)，目前基本上就屬 BBC 與梅鐸之間的競合關係。2003

年通過的通訊傳播法案中放寬了電視與廣播所有權合併、大型報團 ( 例如

梅鐸集團 ) 獲取商業無線電視頻道（馮建三等，2008，Freedman, 2008），

但最近因為竊聽門事件，可以想見短期內，英國不會對所有權的規管有所

放鬆。也有學者（Jin, 2011）提出，固然併購是常態，但卻也有不少例子

反證媒體併購並非都屬成功，近年也有一些「反匯流」(Deconvergence)、

「反結合」(Deconsolidation) 的例子。

儘管歐洲委員會已關注媒體所有權與多樣性議題，歐盟則仍對此有所

保留，自從里斯本條約後，一般來說歐盟鼓勵大型公司與國際競爭的自由

潮流乃為近年的趨勢，而事實上歐盟中的大型公司，尤其在馬斯垂克條約

之後，均已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整合，成為私人角色或群聚地加入新的跨境

聯盟（Pauwels, et al.,2009:72），但整體來說，通訊傳播產業必須遵守歐盟

相關指令 (EU Directive, 見附錄五 )。



172　NCC 與媒介政策－公共利益、規管哲學與實務

當匯流不可避免，所有權的討論就不光只如過去討論同業結合或異業

結合那般簡單，著名的媒介經濟學教授 Robert Picard 101 年三月在政大演

講時提及：所有權的形式目前約可分為五種：私人擁有、公眾擁有、公共

服務媒體、非營利組織以及員工持股，這幾種形式都可以透過檢視資金來

源，找到媒體的經營動機與目標所在。任何形式的所有權都有優缺點，他

認為兩個基本要素需要關心：一是所有權的性質，二是公司內部的控管機

制。經營媒介需要大筆資金，錢從哪裡來？要品質需要錢，要維持需要錢，

要拓展更需一大筆錢；世界上沒有哪一種媒介所有權是令所有人都滿意的

（註一），如何選擇，需要更多討論與妥協。

二十世紀傳播學者談及「媒體跨業」（不論是「同業」或「異業」的

跨業 , 也不論是為垂直整合或是水平整合）多半以相當負面的陳述來加以

討論，而相較之下，對水平整合的寬容度則低於垂直整合，討論根據的理

論支撐絕多以政治經濟學派的論述為主，從早期左派的論述為起點，到新

馬克思的諸多論證。二十世紀後期、二十一世紀初，因著匯流發生，全球

化理論如果採新自由主義的看法，一般均認為「綜效」將幫助企業更具競

爭力，在全球市場方有存活、並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而新制度論就更將動

態的互動因素考慮進來。

不可諱言，媒介市場的問題在於產業發展、市場競爭、言論多元、消

費者選擇與代價，而政府政策畢竟是一種選擇，重視言論多元，就多少不

會讓所有權集中傷害意見表達的多樣性；更重視產業的綜效，假設消費者

因可以享受較為低廉、有效率的產業服務，就會以較為寬鬆的態度來看所

有權集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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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老議題、新理論：媒體集中度

其實媒體所有權的集中程度並非最近出現的新議題，十九世紀 Carles 

Havas 和	Reuters 的新聞機構主導了近半的國際新聞的流通 (Iosifidis, 

2010:6-7)，十九世紀末期黃色新聞大戰也是美國兩個報團（普立茲與赫斯

特）的競爭，聲音和影像產業在二十世紀初也經歷了由少數人主導競爭的

現象，電信更一開始就是獨佔的。國家角色介入是因為廣播電視頻譜稀有

的關係，由於科技匯流的發展與法規的鬆綁，媒體已經成為重要的商業行

為；有線電視的增加、衛星電視將媒體帶進了國際場域、數位化浪潮更是

讓媒體成為全球市場。值得注意的事，所有媒體集中討論都呈現矛盾：國

家希望境內的媒體不要太大，影響多元，但在國際上，政府又希望本國媒

體夠大，好與他國媒體具顯著競爭力。

學者針對併購、市場集中的討論從未停歇，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大家都

相對熟悉（彭芸，2011a），前面的章節也多有所說明，至於政治經濟學

的論述，最近 Dwayne Winseck (2011:16-33) 提出「哪一種媒介政治經濟

學？」（which media political economy），指出有四種研究媒介經濟學的

途徑：分別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激進

媒介政治經濟學（指獨占資金與數位資本主義學派（Radical media political 

economies monopoly capital and digital capitalism schools)，熊彼得制度論政

治經濟學（Schumpeterian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及文化產業學

派（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chool），各有其優缺點，國人較為熟悉的第二

種激進媒介政治經濟學理論奠基於新馬克思學派，以霸權觀點審視媒體的

「大吃小」的現象 (Kellner, 2009;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特別擔心媒

體的「獨立性」不復存在，最近討論最多的「旺中案」也是擔心一旦併購

成功，多元性就嚴重受到影響（反對併購者主要以此來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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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rini & Becerra (2011) 對於媒體集中度的論述有三種途徑，一是交

由市場機制運作，除了獨佔的個案與集中造成廣告費率的影響外，並不需

要特地規管集中過程；二為多元化學派，其避免集中的目的是為考量對於

多元論述的保護，並支持政府介入管制所有權集中的問題；最後是批判學

派，認為所有權的集中是由市場、政治決定、科技與文化影響所形成的動

態過程，同時透過資本主義將之合法化。

我們熟悉的新自由主義倡議交由市場機制來發展，認為當今的資訊社

會，資訊流量極其豐富，政府介入應最小化，市場自然會創造多元性。一

些學者如 Compaine(2005) 認為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指出所有權集中度會

造成媒體內容多元的下降，Noam(2006:1) 認為多元主義甚為重要，然而對

於意見自由市場的活力卻沒有概念、實際或法律上的定義與衡量法，Noam

建議用言論的平方根區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 HHI ／賀氏指數，註二），如此的指數能夠測量市場的多元

性（Mastrini &Becerra 2011)。

批派學派則強烈地譴責市場集中發展的行為，Ben Bagdikian(1986) 的

研究呈現美國媒體集中的現象，並指出媒體所有權集中後，將透過管道控

制與傳送其價值，例如對於新聞媒體的干涉，可能間接地透過自律組織

而影響。批判學派認為市場集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壓抑了批評的聲音，

Robert McChesney(1999) 則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提醒媒體集中化的威脅，而

Arsenault & Castells 也加以修正補充，認為從全球化的框架來看媒體集中

時，也要同時考量全球媒體中心的團體，並不是單一的一個個體，在公

司與團體所組成的網絡之間仍有複雜的跨國關聯。這樣的網絡在數位化後

得以生產多元內容，要了解其背後的權力關係，必須掌握到大型企業合

併與控制網絡的雙重過程 (Arsenault & Castells，2008b:744,refer Mastr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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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erra，2011)，Castells（1996,1997,2010）連續幾本著作都言明網路社會

的一些不可避免之集中現象，而從策略性聯盟到併購就是很自然的發展。

一般來說，企業購併的現象因為已經越來越大，大家多聚焦於媒體所

有權集中的文化與政治影響，Downing (2009:141) 提出三個主要議題：一、

證明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的證據；二、高度的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當中，議題

與資訊的處理是否會直接危及公民的民主，這是一個「扼殺民主」的假設；

三、高度媒體集中化是否會危害媒體消費者的消費權益，這是一個「消費

者無奈」的假設。

Downing（2009）很仔細的整理了相關著作，從我們熟悉的 The 

Hutchins Commission Report (1947)  開始，對媒體所有權、集中與控制的重

要文獻包含 Herbert Schiller(1969-2000)，Murdock and Golding (1973)，de 

Sola Pool (1983)，Herman and Chomsky (1988/2002)， Benjamin Compaine 

and Douglas Gomery (2000)，Gillian Doyle (2002a,2002b)，Ben Bagdikian 

(1983-2004)，Edwin Baker(2004)，（馮建三譯，2008 )。作者對每一位作

者的著作都稍做介紹，並簡單評論。Noam (2009) 繼而出版了一本 Media 

Ownership and Concentration in America，接近五百頁的書完整詮釋他對各

種產業（大眾媒體、資訊科技、電信、網路等）市場集中度的算法與結果。

Dragomir (2010) 則在國際媒介傳播（Interna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Age）一書中介紹歐洲廣播電視所有權集中的現象，尤其掌握中、

東歐廣播電視集中問題，具參考價值。Garcia & Surles (2007) 用社會網絡

分析整理關於媒體所有權研析的研究重點， Blevins & Brown (2010) 統整

二十一世紀初 (2002-2007)FCC 對媒介所有權研究的文獻，列舉了十二個研

究，作者以為 FCC 過於強調經濟研究的結果來支持其規約的改變，以為就

是新自由主義的思維。Winseck (2011) 則匯集了不同國家（加拿大、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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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介產業於匯流時集中度變化的相關文獻，對近來探討集中度的相

關議題提供很好、很新的資料與論點。

由於國內傳播學者赴英國深造媒介政策或專攻媒介政治經濟學者，常

以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觀點（Winseck 的第二種論述）來審視媒介併購，因

此這方面的討論甚多。通傳會每次找人來談併購，其他派別的學者不是很

少，要不就不願參與，有一點「沈默螺旋」的味道，上回二中案如此，最

近旺中案亦復如此，稍微提出贊成，就被批評「替財團護航」、「向財團

傾斜」，學者多不願意被貼上這種標籤。必須說，學者在學校可以堅信自

己所追求的真理，政府就要考慮多方勢力與利益（新制度論），並在有限

時間中做出政策選擇，為此政策負責，並同時提出辯護。

第一章已經提過：媒介政策存在著二元價值的衝突，媒介議題尤其聚

焦在兩個競爭的重點上；一為保障媒介的競爭力，另一點則為確認媒介的

多元性 (Just, 2009:98)。媒介多元性乃政策本身的基礎規範，媒介多元性也

是達成傳播自由的方法，因此它不僅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也保障了公共領

域正常運作。民主、社會和文化是內容和使用者追求的主要目標，而經濟

則是和競爭與市場掌控力相關的目標。

雖然傳播政策通常要同時符合上述目標，政策制定者仍得做價值選

擇。價值衝突也是媒介政策改變的競爭原因；放鬆抑或廢除特定部門間競

爭法規的制定，Just (2009:105) 在討論衡量集中度與多元之間的關係時，

特別指出爭論點在於以下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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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測量經濟集中的方式是否適合運用在媒介市場上？

在快速匯流的媒介環境中，哪些是相關市場？

媒介多元性是什麼？如何測量？

不同市場架構激發何種內容？帶來什麼影響？

如何衡量公司整合的市場力量？它對於多元意見的影響為何？

大家都同意社會上應該有多元聲音，但學者 (Kiefer, 1995:58f., refer 

Just,2009:107) 指出測量市場集中度最困難的問題為缺乏可測量對經濟結構

中供給與需求、輸出與輸入模式影響的相關知識，理論上說，集中度指標

乃先定義市場本身為何？產品或服務之間有無替代性、地理市場與時間範

圍，再計算指標：依據業者之營收、客戶端之訂戶數或收視率。我們熟悉

的 CR4（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為計算市場中前四大業者之市佔

率，CR8 則是計算市場中前八大業者之市占率，但這兩者的缺點為無法看

出主要業者之市場力量。匯流紀元最困難的就在定義「市場」（孫立群，

2004），同時，經濟學學者用經濟的模式算出經濟力（economic power，

包含公司的市場大小、資產、附加價值、銷售、廣告收益、甚至聘僱員工

等），放在媒體產業就並不足夠（Iosifidis, 2010:6），因為言論市場、文

化市場、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截然不同，也當然代表不同的關注。

現有發展出來不同的測量方法，包含多樣指標（Diversity Index (DI) 

,USA, 2003), 英國的公共利益測量（public interest test in the UK, 2003), 義大

利的整合傳播市場（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Market (SIC), Italy）, 以及

最近台灣流行談 KEK ( 德國媒體集中調查委員會，German Communication 

on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簡稱 KEK) (2006) (Iosifidis, 2010:14)，國內

學者則以 HH1(Herfindahl-Hirschmann Index) 方法為多（註三），當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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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不同的國情以及媒體、政治、文化發展的不同經驗，各國規約機關考

量自有不同，可以確定的是爭議不會消失，只有政策的價值選擇，並為此

決定進行辯護。

第三節　多元、多樣及其影響

台灣九十八年 (2009) 因「『二中』加一」（前者為廣電媒體，後者為

印刷媒體）的更換負責人，引起眾多注意 ( 最新發展見聯合報 2012.6.2，

地方法院判中天敗訴 )。而今年旺中案的討論，最後跨黨派立委希望限制

媒體的集中度（聯合報，101.4.26），提出來的主要訴求就是集中後傷害

到多元。至少從傳播學者的角度，討論併購不考慮多元，簡直談不下去，

而最近媒體上面關於旺中案的討論，也都認為併購後一定會影響到意見的

多元。

第一章討論媒介政策時已經提出多元的重要，尤其在民主國家中，

媒體多元與公民社會不可須臾分離。名詞界定上，多樣性 (diversity) 和多

元論 (pluralism) 在論及媒體表現與媒介政策時總是具連帶關係或可交互

改變 (interchangeable)。通常內在多樣指在「同一個廣電服務中，節目內

容多樣」，而所謂的外在多樣是為「媒體來源的多元」(refer Freedman, 

2008:71)。Hoffmann-Riem (1987) 的研究則最常被用來討論多樣性，他區分

四種層次：形式與議題、內容的多元與多樣，團體與人的多樣必須存在，

最後是地理上的多樣。由於這方面的討論是大眾傳播理論的核心（McQuail, 

2010，Napoli, 邊明道、陳心懿譯，2005，第六章）。

本章探討結構規約，核心假設為媒體系統的多元化結構 (structurally 

pluralistic) 是媒體多元性的前提，而這多元結構即展現為「媒體會呈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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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來源、管道、訊息和閱聽眾的不同，以反映出社會上政治、地理與社會

文化等面向的不同。」(McQuail，1992:147)，因此一個具多樣化特徵的媒

體，必需反映社會中不同對立的聲音與興趣，提供實踐上述內涵的管道，

並為閱聽眾準備完整的產品和服務內容。綜合以上，多樣性指涉的是媒體

運作於更寬廣的政治情境之下；而多元性指涉的是媒體認知並表達存在於

社會上各種不同面向的能力，以擴大閱聽眾的選擇（McQuail，2010）。

Doyle (2002:11-12) 研究媒體集中，提出要看媒體是否呈現眾多不同的

聲音、不同政黨意見以及不同文化，民眾總是期待媒體在內容以及來源上

呈現多元。但她有一個重要論點：「多元媒體所有權並不保證媒體輸出的

多元性，媒體所有權多元化的存在〝應該〞能夠正面的對多元性有所貢獻，

所有的競爭者將會提供一個文化異質的環境，促進民主健全。」與「社會

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運用，是公共政策最主要的考量。」

近期為了簡化多元化的複雜議題，並將研究結果放置於經營運作，學

者 Iosifidis(2010:12-13) 整理相關文獻，指出「歐盟會員國針對媒體多元主

義指標的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y on Indicators for Media Pluralism in the 

Member States- Towards a Risk Based Approach(2009)，建立一個以風險為

基礎的途徑，將多元主義區分為三個規範性層次：政治、文化與地理上的

多元，並建立三個操作化層面 ─ 媒體所有權控制的多元、媒體型態 (media 

types) 的多元，以及類型 (genres) 多元。

他在研究中清楚地提及，媒體所有權面對的最大威脅在於高度集中

化，直接地影響了編輯的獨立性，造成傳輸層的瓶頸，這不僅在供給面影

響了多元性，也在傳輸與接近性的角度上造成影響；而媒體類型面對的威

脅包含缺乏市場資源去支持媒體，造成媒體類型呈現上的缺乏；對類型與

功能的威脅則包含了一些重要功能或類型的缺乏，我們熟悉的政治多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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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威脅來自媒體受到單一政治團體影響，對於特定團體或是較小組織的

發聲不足；而文化面向上，特定文化、宗教、語言與族群的呈現也不全面，

成為國家文化認同的威脅；而關於地理多元化面向的缺乏則因為少了、或

國家地理區域或社區的未被報導，或是報導不足。」

由於談論的學者太多，但最麻煩的是「民主時代，我們眼見媒體環境

呈現各種不同的來源、意見、形式和形象，迄今卻沒有為多元論和多樣論

這兩個辭彙給予明確定義」，Freedman (2008:15) 指出「我們能夠觀察到

美國的媒介政策大部份關注於保護多樣性，而歐洲的媒介政策則越來越關

心多元客體的聯合 (coalescing around the objective of pluralism)，這部分接

近於美國的媒介政策上競爭的概念。」

英國 2003 年的傳播法案對媒體多元性引介了新的定義方法，稱作公

共利益測量 (public interest test) 或是多元檢測 (plurality test)，運用於希望

增加與擴大其媒體版圖的企業，例如購買報紙、廣播或是電視資產時，政

府用以檢測特定案件是否破壞媒介聲音和所有權的多元，英國通訊法明文

規定的六項「媒體公共利益考量」強調「正確呈現新聞的需要；自由表達

言論的需要；觀點充分多元性的需要；控制媒體企業之人士多元性的需要；

在英國各地享有廣泛種類廣播的需要，以及營運或控制媒體人士真正致力

於達成廣播目標之需要。」

運作上，Ofcom 先做初步的評估，視案件需要將之轉介至競爭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 或是公平交易處 (Office of Fair Trading) 做深入的

檢驗。後來英國用以檢測公共利益的是衛星營運商 BSkyB 2006 年 11 月與

ITN 的案例，次年 1 月份時，競爭委員會判定其並未違反公共利益。當然

最近因為竊聽門事件，英國政府在省視併購時，就更加小心，事件仍在發

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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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宏等（2009）接受通傳會的委託，針對《媒體併購案例與媒體產

權集中對內容多元影響》進行研究，這幾位研究者長期關心併購對多元的

影響，從產權結構的角度分析媒體多元化議題，詳細整理美國媒介管制法

規架構、所有權管制的沿革、併購審查程序，以及重要併購個案的審查。

重點放在行政機關准駁的依據，基本的關懷當然還是公共利益的考量。從

傳播學者的角度言，匯流固然重要、匯流進度也不可逆轉，但重點是集中

後，對新聞專業、媒介自主會直接造成影響，間接使得社會、政治面向也

無法完全不受干擾，這方面討論的文章不知凡幾，簡單以下表來臚列可能

的影響（表 6-1）：

表 6-1　媒介集中的可能結果

媒體組織與新聞 媒介市場與媒體部門

定位於廣告、消費者與終端使用者，降

低新聞在整體媒體規畫的價值。

編輯協力下，內容同質化。

考慮所有者與廣告公司的利益。

自我檢查或是事前檢查。

報導乏批判，降低自我反思的程度。

系統化地邊緣話、忽視反對的觀點。

媒體產品間的模仿增加。

新聞常規和工作方法的同質化。

降低出版部門內部和外部競爭，導致媒

體產品的創新不足。

個別公司中跨部門補貼和相互宣傳。

降低記者的工作選擇。

降低不同媒體間的經濟競爭。

模糊了新聞與公關的角色。

更高的市場進入門檻，減少對利基

市場的注意，以及新媒體的範圍。

降低新聞記者的佈署。

初次展示、開發新產品需要更高的

代價。

企業不同產品的內部廣告。

降低了多元性，因媒體公司能夠透

過獨家壟斷控制供應市場。

限制廣告商接觸消費者的選擇，也

降低了對商業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政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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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定利益客製化，影響了公共論述。

失去生產公共政治與公共論述的不同選

擇。

增加經濟和政治的潛在風險，趨勢將傾

向於所有者與股東。

媒體公司透過媒介政策形塑媒體發展；

媒介政策越來越受到主導媒體公司的影

響，而較少受到公眾與公民社會的牽

動。

媒體影響定位和課稅政策，增加商業成

功率，如此對規模小的競爭者不利。

增加對於意見形成的影響，水平集

中降低媒體的數量，使得既存媒體

得以型塑意見氣候。

在有限的平台下，降低不同文化展

現的機會。

媒體對於小孩和青少年娛樂節目的

失衡影響。

增加對於外部文化的主導。

  資料來源 : Meier, 2008:189

第四節　通傳會處理的重要案例

自從通傳會成立以來，歷經多次傳播產業重大併購案，包括中廣、中

視負責人變更案（2006）、台視公股釋股股權轉讓予非凡電視案（2007）、

中廣申請股權轉讓及負責人變更案（2007）、中視申請董事長、常務董事、

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變更案暨中天電視申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更

案（2008）（羅世宏，2011：1-2）。如果嚴格追究，這些案子不大嗎？對

市場造成的衝擊不大嗎？為何當時都沒有如今天旺中案一般的遭到如此的

反對？

通傳會成立後一個月就於第 21 次委員會議（2006 年 3 月 28 日）通

過中視負責人與董監事變更案。該次委員會議認為中視負責人之變更案，

的確涉及跨媒體併購議題（見石世豪，2009a:2-5），而後台視、非凡的

併購案沒有造成太大的輿論討論，台視虧損已久，公股釋出（見石世豪，

2009a:148-150），由非凡公司得標，非凡另行洽購原屬日資所持股份，成

為最大股東並掌握經營權。比較上說，黨營事業出脫有其時代背景，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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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中廣轉手的對象是為媒體人，台視賣給非凡亦屬同業整合（如民視同

有無線與有線頻道），非「異業結合」般，造成衝擊相對沒那麼大。

二屆委員上任後，在處理併購案方面，一是處理中視、中天負責人變

更一事，另一則為凱擘案，深受外界矚目。後者因為涉及黨政軍條款，蔡

明忠、蔡明興乃改由大富來申請，就等到第三屆委員來加以處理。

二中案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八日通傳會舉行成立以來第一次的聽證會，針對二

中案的一些疑義進行聽證。總的來說，政府單位代表認為在目前媒體合併

並無不可，而通傳會邀請的媒改團體、支持媒體改造的學者自然秉持過去

一貫反對媒體合併的立場（見「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董事長、

常務董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變更案」暨「中天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申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更案」說明書），因此這個議題不過是

二十一世紀討論的開始，而非結束。

以下摘錄部分我寫的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此回的申請案之所

以受到高度關注，一方面乃由於出資的旺旺集團是到大陸經營食品成功而

回台上市的非媒體事業 (conglomeration)，過去中時併購中視、中天，非凡

購買台視均屬『同業併購』，而非如此回的『異業併購』（就引發批評者

說我不允許「經營米果的經營電視」，實在過於簡化問題）；另則因中視

為無線電視台，過去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國時報則是過去戒嚴時代『兩大

報』之一，近年雖然發行量一直遞減，但過去重視『言論』，深獲知識份

子的喜愛（見瞿海源，2009「前人提筆為時代 vs. 後人屈身委財團 - 有感

於旺旺跨媒體經營的問題」），再加上中天頻道擁有中天新聞、中天娛樂

台，收視率均在同類型中名列前茅，更有幾個極具特色的節目，因此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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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擔心這樣的併購造成競爭的不公平，另則憂慮本地言論市場的多元

性會受到影響（見羅世宏、黃銘傑、莊春發鑑定書，以及陳炳宏文）。」

通傳會於民國九十八年 (2009)4 月 2 日召開「匯流趨勢下跨媒體所有

權監理機制諮詢會議」，會中不論經濟學者或是傳播學者都同意這種趨勢

有其時代的背景，是要鬆綁或是更要謹慎，就端視「規約者」秉持的哲理。

多元性是一般反對併購最常拿出來的理由，認為跨業必然會減少多元，本

會舉辦聽證會，邀請的鑑定人也多拿這理由來說明因著中視、中天合併（本

會第一屆委員處理的案子，見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媒體多元受到影響，

在此同時，市場力的考慮也不能不提。

經過聽證，以及多次不對外公開的內部會議，二屆委員會決定通過，

但加了一些附附款，我個人原來寫了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中國時報，

2009.06.02），我贊成通過此案，卻不贊成旺旺集團擁有中視，但當時為

了會內和諧，就未發表。直到今日，我個人仍然認為所謂「多元」的概念

在匯流時代應該有更多討論的空間與衡量的機制，但「二中」加一的確有

「市場力」增大的問題，不能不面對。同時，我更認為無線電視（中視）

擁有的電波屬於國家，是「公共財」，不宜輕易「私相授受」。

如第二章所討論的，我國建國百年中有約四分之三的歲月媒體為國家

或政黨所有，「侍從主義」充斥，政府遷台後，五十年前成立的台灣電視

公司，後於民國九十六年 (2007) 賣給非凡電視，中國電視公司則屬中國國

民黨的黨營事業，過去隸屬於華夏股份有限公司，受到「黨政軍退出媒體」

的社會壓力，加上國民黨財務確實也未若過去的充裕，中視股權的釋出勢

在必行，於是先是股票上市（民國 88 年），更於民國九十四年 (2005)，由

余建新先生購買，所謂媒體同業合併於焉完成，必須承認其在我國媒體市

場中「市場力」是雄厚的，這也是通傳會處理二中案時必然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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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證會中當事人一再強調其市場影響力沒那麼大，而鑑定人則多由其市

場影響力來加以討論，憂心其造成競爭的不公。

市場力 (market power) 的概念近來也被美國法院在思考併購時列為重

要因素 (Rice,2008）。因為再以過去「頻譜稀有」來探討電子媒體已經不

符合現今多頻道紀元的實際情況了。事實上，在我國「市場力」作為通訊

傳播產業結合審查準據，在我國也有其依據，諸如電信法 26 條之一 , 有

線電視法第 21 條，第 42 條第 3 項，廣電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19 條避

免言論市場過度集中等規定，況且基於電波既是國家的資源，通訊傳播法

第十條「通訊傳播事業稀有資源之分配及管理，應以公平、效率、便利、

和諧及技術中立為原則」，中國電視公司擁有的頻譜既屬稀有資源，通傳

會的監理自是於法有據。

其實，政策本來就反映價值（見彭芸，管或不管或再管—有關廣播媒

介規約的討論，《各國廣電政策初探》，第六章），從前面討論本可看出

各國媒介政策中價值的影子，這也是通傳會針對二中案所做處分引起討論

的原因。說穿了，就是媒體服務多種價值（簡單說，公共利益與商業利

益），究竟何為重？每個人都會說要平衡，但說的容易，做就是不容易，

尤其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媒體，尤其印刷媒體經營不下去，歐洲也有國家

討論「是否應由國家出資來補助媒體」的議題（如法國）。

最後在第 302 次委員會中通過了附附款，委員會的附加條件共有四方

面：（一）維持市場公平競爭、避免言論集中。（二）達到內容多元。（三）

保護與發揚在地文化。（四）資金來源與股權結構。雖然加上附附款，學

者、業者、外界並沒有太多不同聲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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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擘案

蔡明忠、蔡明興近年積極拓展有線電視版圖，2009 年就與凱雷集團協

商凱擘的併購案，卻因台灣大的大股東富邦金控，背後持有台北市政府股

權，違反黨政軍條款，導致凱擘併購案遲遲無法成局。若獲同意許可併購

案，蔡家兄弟將實際掌握全台約一百七十萬有線電視收視戶數，市占率近

三分之一，一躍成為全台有線電視龍頭霸主。

後蔡家兄弟改弦易轍，與台灣大脫勾，改以個人名義，成立不具黨政

軍色彩的大富媒體，與凱擘大股東凱雷集團洽商合併。此一併購案，不但

避開了台灣大黨政軍持股的困境，同時迴避了用戶數不得超過全台總戶數

三分之一規定	 ( 併購案戶數與台灣大原戶數分開計算 )。這案件的重要性

乃在一旦富邦蔡家順利入主凱擘，國內有線電視前三大系統台將首度重返

國內企業主手中。同時攸關未來頻道上架費用重分配。凱擘併購交易案金

額高達新台幣 360 億元，對有線電視市場影響巨大；據了解，這項金額未

計負債，所以，實際交易金額為 653 億元，蔡明忠家族在大富媒體持股 80

％，因此，實際出資金額約在 520 億元上下。

據報導，公平會於十月 29 日祭出號稱「史上負擔最沉重」的 13 條但

書，有條件通過大富媒體併購凱擘案；未來五年大富不僅年年要向公平會

報告，也不得與富邦金控有不當資金往來或與台灣大哥大交叉任職。13 條

包括大富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未來均不得擔任台哥大及其他有線電視

業者的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等職務；大富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讓股票給台

哥大；公平會將請金管會注意，避免富邦金與大富媒體有不當資金往來、

損及市場競爭秩序。公平會還要求，未來五年內大富須定期向公平會報告

衛星廣播節目的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易資訊，也要說明數

位匯流發展進度。此外，未來只要大富的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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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動，都要繳交報告給公平會備查 (見附錄七 )。

大家均同意蔡明忠兄弟以私人公司名義併購凱擘案，以及中時旺旺集

團併購國內第二大有線系統中嘉集團，都會造成國內通訊與傳播產業生態

重大影響。以大富案來說，台灣大哥大在電信市場市占率排名第二，富邦

金控是國內金融產業的二把手，通傳會在審理凱擘案，不少專家學者認為

不能只是以有線電視的垂直、水平整合做為審核的依據，必須將蔡家兄弟

在結合電信、金融與有線電視通路後，可能對整體通傳產業所形成的強大

影響力納入，通傳會則於公平會之後，經委員會決議 (2010.11.19) 給予同

意，但同時要求申請人所屬各系統經營者提出民國 100 年至 106 年有線電

視數位化服務推展之具體計畫，包含：數位化推展時程，以及數位化投資

之財務規劃。在內容部分：包含：一、培植本土文創、提昇內容多樣化及

帶動數位內容產業之具體規劃。二、所屬系統經營者 HD 自製節目之製播

計畫 ( 包含節目財務規劃、節目製播內容等 )。三、所屬系統經營者提升數

位內容服務計畫 ( 包含數量、內容、品質管理機制、規劃時程及其經費預

算等 )。四、所屬系統經營者滿足地方需求節目之提升計畫，並須考量城

鄉差距及數位落差。

通傳會同時要求「為健全並強化監督申請人所屬集團之營運，申請人

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應提還款計畫及具體財務結

構改善計畫並確實執行；在防止併購造成不公平競爭方面，要求申請人與

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自製或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

目，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

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

有線或無線網路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行為。

同時，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應具體提出對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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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無差別待遇之管理機制。」

其他重要的規定為「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

營者一年內不得投資類比衞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三年內不控制既有

類比衞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且未經通傳會許可不新設新聞台、財經

台及購物頻道。未經通傳會同意，申請人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

之系統經營者，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間，不得

互為指派代表兼任雙方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之職務。」

工商時報於 100.11.21 社論討論此併購案，認為「此案與過去外資轉

手交易有線電視系統最大的差異有二：一是由本土企業將外資控制的有線

電視買回，因此管制的重點由以往外資進出是否過於短線及過多金融槓桿

操作，轉為國內產業跨平台及多角化結合是否導致市場過度集中；二為本

案大富媒體主要股東同時實質控制電信事業主導業者台灣大哥大公司，因

此不只是有線電視業者轉手經營，而是『隱含電信及有線電視匯流發展之

可能』，將有利於通訊與廣電事業整合發展，從而提供更多元整合服務，

加速通訊傳播的匯流。隨著數位匯流趨勢的來臨，可預期在不久的將來，

又會發生新一波的跨媒體併購潮，公平會及通傳會如何提升管制的合理性

與透明度，引導相關產業健全發展，無疑已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旺中案

二中案後，旺旺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在接手中視、中天電視及中國時

報等媒體後，再將觸角伸向有線電視系統台。以旺旺中時為首的團隊於

2010 年底成立旺中寬頻，欲收購原屬私募基金安博凱 (MBK) 的第二大有

線電視業者中嘉網路，如果併購成功，旺旺蔡家將持有中嘉股權五成一，

蔡鎮宇持有約二成五，是第二大股東，而東森王令麟不到十％，另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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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獨立有線電視系統台業者持有近十五％。該案申請併購旗下擁有 10 家

有線電視系統台的中嘉網路公司與雙子星有線電視系統，此案交易金額逾

762 億元，涉及用戶數達 118 萬（市佔率 23.15%），其代理或自有的頻道

數將達 12 個。2011 年 4 月 27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附加了十一項附款，

同意此併購案。9 月 6 日，NCC 舉行「網路直播」的聽證會，10 月	 24 日

繼續召開第一次公聽會（見聯合報、中國時報、工商時報、自由時報，	

100.10.25）。

從這案子提出，一般只認為這個金額的龐大，是六年來亞洲最大的媒

介併購案，公平會於四月加上許多條件予以通過後，通傳會九月舉辦聽證

會，正反雙方針對集中度的算法截然不同，接著通傳會又在十月舉辦公聽

會，此時，反對此案通過的學者逐漸串連成功，聲勢愈來愈大，旺中集團

一開始採低姿態，各處拜訪對併購案有疑義的傳播學者，並參與各校舉行

的研討會，希望以理性的方式來說明旺中集團為何要併購中嘉網路，訴求

重點是以國內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過於緩慢，外資對這塊土地沒有感情，

旺中「鮭魚返鄉」，會加速數位化的程度。但是選舉在即，通傳會沒有處

理。今年 (2012) 過年期間，華盛頓郵報採訪蔡衍明，談及「六四」的言論，

加上政治力的介入，這個案子就愈顯複雜。（見表 6-2)

旺中案，當大家一開始以為不過是併購「系統商」（見表 6-3)，問

題不大，但公民團體的出面，以及後來蘋果日報以大幅篇幅攻擊獨立機關

以及反對旺中集團媒體併購案，關心此事的各界人士才發現，媒體集團可

以「公器私用」至此，本書一開始討論的「公共利益」難道根本不在老闆

的思維中？結構規管因此成了相當緊急要加以面對的議題（幾位立委提出

「跨媒體法」就是希望立法來規管併購事宜）。

當然純就法論法，目前通傳會並沒有制訂「跨媒體法」（註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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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民進黨尤美女於 4 月 25 日與國民黨立委蘇清泉及王育敏、台聯立委林

世嘉及黃文玲等朝野立委共同提案及連署「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民進黨中常會也決議，將一致反對旺中寬頻購併中嘉案。其提出的修法重

點有：

1. 草案新增全國性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及其關係企業，與掌握

10％以上股份的股東，均不得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或持有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 10％以上股份。

2. 對於系統經營者控制性持股 10％以上股份的移轉，應申請主管機關

許可，並明定主管機關舉行正式聽證程序之義務。

3. 系統經營者及關係企業，也不得自製或代理製播新聞或新聞性頻道

與節目，以避免系統經營者透過控制傳播平台的影響力，不過地方性新聞

頻道則不受限。

通傳會於 5 月 8 日舉辦第二次公聽會，主要議題有：( 一 ) 媒體所有權

與專業自主。( 二 ) 媒體併購與內容多樣化。( 三 ) 數位化投資與建置進度。

( 四 ) 消費者權益及公共利益之影響。( 五 ) 頻道公平合理之上、下架機制。

會中旺中寬頻蔡紹中以及總裁蔡衍明都表示其集團對數位化的承諾，也同

時提出其邀請德國專家算出來的市場集中度的 KEK 值。據報導（中國時

報，101.5.9）：中嘉版本的 KEK 值，有將中視、中天計算進來，交易完

成之後合計電視收視佔有率約在 11％至 13％，加上中國時報、工商時報

的佔有率為 7％，依據三分之二的轉換比率，也就是相當於電視收視佔有

率的 4.7％，如果加上雜誌和網路服務的加權數字分別為 0.4％和 4.5％，

相當於電視收視會增加為 21％至 23％。

由於立委（尤其民進黨立委）的持續關注，目前立法院正在審廣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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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廣法、衛廣法，以及廣電法小修版），跨媒體的市場集中度究竟應

該如何計算當然是重點之一，五月的新聞很「跨媒體」，最後會有什麼結

果，且讓大家拭目以待。

第五節　小結

既然廣播電視規管哲學中，「多元」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在八零年代

以後全球廣播電視「自由化」中，「市場力」的變化情況如何？各項討論

大多環繞在集中、多角經營、媒體的私有化對來源、通路、節目多元的影

響。我們眼見全球化下，廣播電視事業所有權集中的現象愈益嚴重，少數

企業擁有多張的執照，九零年代以降，獨立媒體的生存空間愈見壓縮。更

因著多角化經營，過去許多品質甚佳的媒介不是被併購，就是生存的相當

辛苦，美國 1996 年電訊傳播法基本上是個解除規約的法案，跨媒體現象

因此成為常態，造成公共利益受損，爭論迄今未休。媒體私有化更讓執照

持有者常常公然置其社會責任於不顧，大聲的倡言「給我看到錢」(Show 

me the money)，不但忽略媒體的公共角色，更對為其工作、一向自詡獨立、

尊嚴的媒體工作者的專業性嗤之以鼻（從最米果與水果戰爭中就看到專業

受到踐踏的例子）。

英國政府曾在 2003 年表達「（媒體）多元性對一個健康和有充分資

訊的民主（社會）非常重要，基本的原則為 : 如果任何一個人能控制過多

的媒體，他或她就能影響意見和設定政治議題，那就會十分危險。」現在

看梅鐸全球勢力的擴張，以及直到去年爆發的竊聽門事件，才讓大家體認

問題的嚴重。

我國近年也因為媒體負責人的更替，以及跨業併購，引起不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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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報告請見陳炳宏等，2009）。討論是好事，畢竟讓學界、政界都

開始重視媒體多元的不可或缺。今年 (2012) 從一月選舉結束、過完農曆

年，旺中案的通過與否不時出現在媒體新聞中，媒改團體反對旺旺集團併

購中嘉多媒體的聲音愈來愈大、動作也愈來愈多，通傳會反而陷入「長

考」，到四月，因為壹集團財務問題見諸媒體，壹集團與旺中集團的戰火

就在各自的媒體開啟，一方面要求通傳會加速審查的進度，另方面各自有

各自「私」的考量，幾乎不顧「公益」，各自動員旗下報紙、電視，對對

方進行甚至人身的攻擊，更做實了學者的擔憂。本書重點為「公共利益」，

媒體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的企業，是其提供民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公共

論域」，並以公共利益為主要考量，因此，不論多元意見、接近、普及

...，各種大眾傳播的重要概念，均包在「公共利益」之下，方顯出價值。

獨立機關之所以獨立，就是要在政媒複雜關係中以「獨立超然」的立

場來處理法律所授與的職權，或許第三屆委員會過於謹慎，因此迄今尚未

對旺中案究竟是准或是駁做出裁決，劉孔中（中國時報，101.5.18）在討

論此事時認為立法委員不該「親自」審旺中案，乃混淆行政權與立法權（見

附錄八）。也就是說，大家都應該給獨立機關一些空間，依法行政做出裁

決，業者可以遵循，機關的獨立性獲得尊重，就是雙贏。

前面提到媒體所有權討論的三個重要議題 (Downing, 2009:141)：一、

證明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的證據，二、高度的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當中，議題

與資訊的處理是否會直接危及公民的民主，這是一個「扼殺民主」的假設，

三、高度媒體集中化是否會危害媒體消費者的消費權益，這是一個「消費

者無奈」的假設，從今年四月因為旺中案而引起旺旺中時、壹集團彼此的

相互詆毀，呼應了以上議題的論點。

媒介所有權的爭議不會停止，在匯流紀元，併購只會更多，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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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2011)。當我們眼見美國、英國陸續鬆綁，媒

改團體都持反對的立場，而一旦梅鐸家族因為「竊聽門」而讓「鬆綁」派

暫時噤聲，但由於潮流不可擋，其或許以不同的策略來進行欲達成的目標，

公民團體只會更積極，因此政府更要有短、中期的政策目標，不論是透過

修法，或是確切要求業者提供正確數據，以供查核，終極目標乃為保障消

費者權益，以及社會民主的多元。結構管理牽涉到國家競爭力，同時，消

費者在此全球化時代，自有蒐集、互動的不同需求，如何兼顧產業發展與

消費者權益，世界各國都在辯論，旺中案給大家很好學習的機會，或許也

是另一種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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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Picard 教授建議從更多角度來檢視所有權形式，比如：經營權

與所有權分離的程度、管理階層有無資訊不對稱、公司取得資本的能力和

獲利誘因、監督該媒體的成本，以及公司的永續性 (sustainability)。他同時

認為沒有一種所有權形式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觀察引導公司方向的管理

階層，以及他們所創造的公司文化，因為這些要素將決定媒體能否持續追

求品質、讓表現符合社會利益，又或者僅為獲得私利而存在。

註二：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美國曾用此來判斷反托拉斯。

HHI = ΣSi2 (I=1 to N)，即各公司市占率的平方相加。Highly concentrated, 

HHI>=1800，Moderate concentrated, 1000=<HHI<1800，Competitive, 

HHI<1000，修訂版：Noam-index，試圖把媒介多樣性（Diversity）概念帶

進來。

KEK 值 : 依各種媒體的 (1) 權力影響 (power suggestion)、(2) 資訊傳遞

衝擊力 (impact potency)、(3) 即時性等條件進行評量，給予各媒體不同權

重。例如：在 2006 年 Axel Springer AG 及 ProSiebenSat.1 Media AG 的審查

案中，電視的權數為 1、廣播為 2/3、網際網路為 1/2、報紙為 2/3。將各媒

體市場之市佔率和其權重相乘後加總，即為跨媒體的集中度（KEK 值）。

跨媒體集團的 KEK 值高於 30%，就應該否決併購申請案。問題是媒體加

權指數如何推估出來？

註三：國內學者針對媒介集中度所做的研究不少，如柯舜智與莊春發

《再探台灣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主要是用 HHI 的算法。莊春發《媒體

事業多角化經營對市場集中度影響之研究─以中時集團為例》，內文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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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許多收視聽率數據，測量指數則是用 simpson D。鄭秀玲、林惠玲《媒

體集中度測量》PPT，是兩位台大經濟系老師對莊老師的測量有些不同的

看法，他們引用的是 KEK 模式，認為按照 KEK 模式計算的話，中時集團

明顯擁有過高的媒體集中度。李貞怡、李秀珠《台灣媒體競爭市場之報紙

內容多樣性》，則是用產業經濟理論 SCP 模式來介紹，輔以 Simpson D 指

數，測量內容的多樣性。李雅靖、張玉山、高秋蓉《調頻民營大功率廣播

電台績效評估研究》，介紹了評估媒體的兩種論述，一種是絕對集中度，

CRn，測量的是前八大媒體的市佔率；第二種是相對集中度，也就是賀氏

指數。

註四：有關跨媒體問題 , 最早是想把廣電法施行細則 18 及 19 兩條文

予以法制化放回「無線廣播電視法」，但由於是跨媒體包括平面及電子媒

體 ( 包含新興媒體 )，因此想建議於廣三法合併版本中，予以規範 , 在我帶

領下廣電新法針對併購的考量：包含以下幾種樣態：一、跨廣電媒體間併

購之管制：由於國內有線電視產業已經明顯走向集團化，若無線平臺可兼

營有線平臺將導致另外一種媒體集中。是以考量禁止無線平臺業者同時經

營有線平臺，或持有有線平臺服務業股份之自然人或法人不得持有無線平

臺服務業之股份或參與之自然人有一定持股比率之限制。另為避免因廣電

跨媒體間之併購，造成言論過度集中之不良影響，我國的管制架構可參考

法國對此之管制規定，以持股比例、執照數、收視率等項目之認定，在比

率或數量上加以規定。二、廣電媒體與其他媒體事業之併購：未來廣電新

法對於本項管制規劃，可參酌英國關於特殊媒體結合管制的門檻，如在全

國報業市場控制力超過 20％之業者，則不能佔有超過 20％的全國性電視

之服務市場；任何一家市場佔有率超過 20％的報業不得持有任何廣電媒體

服務業超過 20％的股份；地方報所有人不得涉足同一地區的電視或廣播事

業之規範等。三、非媒體事業跨足廣電媒體：為使媒體能充分利用更多資

源，故宜准許非媒體集團之跨業經營，惟為維護媒體產業之自由競爭，避

免意見市場被少數集團所壟斷，以增加閱聽大眾選擇之機會，可參照美國

電信傳播法案有關「多元所有權規則」之立法例，對同一集團跨媒體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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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佔有率予以限制，並以涵蓋率為其規範基準。

澄社及張教授錦華提的版本 , 是針對已擁有全國性之新聞紙無線電視

台及全區性廣播限制其大股東蒐購有線系統的股份，及系統台不得製播新

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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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時代華納 MSO 為全美僅次於 Comcast 第二大的有線電視

MSO，該集團自稱其訂戶數約有 1200 萬。

附錄二：Comcast 併購 Universal-NBC 是美國近年最受囑目的媒體併

購案，反對聲浪不斷（如現今旺中案），｢ 全美有線電視協會 ｣(American 

Cable Association) 呼籲在審查 Comcast 併購 NBC Universal 案子時，應禁

止 Comcast 將 NBC 無線電視頻道與受歡迎的有線電視頻道包裹在一起，

銷售給其他視訊服務提供者。其表示 FCC 需要限制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

MSOs--Comcast 在銷售（原 NBC 所屬）無線電視頻道或所屬的 9 個區域

性體育頻道時，與 Comcast 垂直整合的自有全國性有線頻道如 Bravo 及 

USA Network 綑綁在一起。該協會擔心其所屬會員—即小有線電視業者將

面臨 Comcast 提高旗下頻道（授權費）價格的情況。

2009 FCC 將 8 月 24 日訂為各界就 Comcast 併購通用奇異 (General 

Electric, GE) 旗下的 NBC Universal 案公開意見諮詢的截止收件日。美國司

法部也在 2009 年 12 月提出的合併案進行審查。這項總價 280 億美金的交

易案中，Comcast 取得控制 NBC 所屬無線電視網，其中包括位於紐約、洛

杉磯及華盛頓的 NBC 地方無線電視台，以及有線電視頻道以及超過 4000

部電影的片庫。Comcast 執行副總裁 David Cohen 8 月 17 日在他的部落格

寫到，這項併購 ｢ 將為 NBC 注入新的資金及能量，讓無線電視產業恢復

生氣 ｣(Todd Shields, 2010.8.20. Washingtonpost) 。

附錄三：AT&T 和 T-Mobile 兩公司提出總價 390 億美金的併購案，但

FCC 主委 Julius Genachowski 在 11 月 22 日表示他傾向反對，這兩家公司

乃在 2011 年 11 月 24 日表示他們將向 FCC 撤回併購案的申請。AT&T 和

T-Mobile 於聲明稿中表示，他們將持續尋求其他管道提出併購，但也有心

理準備會遭遇失敗。隨著 FCC 表示反對、司法部 8 月時針對此提出反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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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訴訟，AT&T 表示已有準備要付給 T-Mobile 母公司德意志電信 (Deutsche 

Telekom) 違約金，作為無法於 2012 年 9 月前達成併購之違約金。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atandt-to-take-4-billion-charge-to-reflect-

risks-of-collapse-of-t-mobile-deal/2011/11/24/gIQAAzAnsN_print.html

附錄四：英國最被注意的案件則為新聞集團的併購案，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 News Corp（以下簡稱「新聞集團」）通知歐盟執委會，該集團有

意購買 BSkyB（以下簡稱「星空集團」）原不屬新聞集團之股權，此舉

將增加新聞集團在 BSkyB 的持股從原來的 39.1% 增加到 100%。因為若

是併購成功的話，將會形成新聞集團旗下的三家報紙佔全國報紙發行量的

37%，以及英國最大的廣播電視業者間的結合。

2010 年 11 月 4 日英國經濟部長（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對這項併購表示，將依歐盟（管制架構）進行政

府介入（審查）。這項強制性的規定乃依據 2002 年企業法（Enterprise 

Act2002）第 58 節公共利益考量的具體規定，關切的重點在於（控制）媒

體企業的人是否具備充分的多元性。由於缺乏大家都同意的方法評定併購

案的影響，文化媒體部長 Jeremy Hunt 因此要求 Ofcom 檢視媒體多元性應

如何被量測，以及是否對媒體所有權設定限制。前面提及英國公共利益的

檢測，包括「靜態效果」一指股權移轉後，對多元性的立即影響，如控制

媒體企業的人數與範圍，以及他們影響民意的能力。另外，「動態效果」

指股權轉移後隨時間變化，以前瞻性觀點來檢視（未來）多元性可能的發

展。(http://www.guardian.co.uk/media/2012/jan/05/bbc-ofcom-media-plurality-

review?INTCMP=SRCH)

BskyB 是老梅鐸在 1990 年代初期由 Sky 集團合併 BSB 所創立的，

也造成新聞集團是 BskyB 最大的單一股東，小梅鐸在擔任 BskyB 董

事長期間，同時也擔任國際新聞集團的執行董事長，在 2009 年國際

新聞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爆發電話竊聽醜聞案，他表示事前毫無所



第六章　結構規約：集中、多元與案例　199

悉。(http://www.guardian.co.uk/media/2012/apr/03/james-murdoch-quits-

bskyb?INTCMP=SRCH)

附錄五：為達成里斯本宣言（Lisbon Agenda）的目標，有必要在新的

高速網路（high speed network）的投資上給予適當誘因，如此一來將可支

撐豐富內容（content-rich）網際網路服務的創新、以及強化歐盟的國際競

爭力。這樣的高速網路擁有創造全歐盟消費者和企業利益的巨大潛力。因

此為提昇對這樣高速網路持續投資，藉由（創造）管制法規可預測性和一

致性，來確保競爭和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是有其必要）。

附錄六：二中案的附附款

本委員會的附加條件共有四方面：（一）維持市場公平競爭、避免言

論集中。（二）達到內容多元。（三）保護與發揚在地文化。（四）資金

來源與股權結構。

一、維持市場公平競爭、避免言論集中所做行政處分之附款。

（一）、中國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東之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

指派於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其兼任中天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者，應於三個月內變更之，不得兼任。

2.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於一年內設置至少一名獨立董事。

3.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部門經理以上之人員，不得兼任中天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務。其廣告、業務部門與節目部門均須獨立，應獨

自設立自有的攝影棚，並不得與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有節目聯合招攬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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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天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東之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指派

於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其兼任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者，應於三個月內變更之，不得兼任。

2.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應於一年內設置至少一名獨立董事。

3.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的部門經理以上之人員，不得兼任中國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務。其廣告、業務部門與節目部門均須獨立，應獨

自設立自有的攝影棚，並不得與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節目聯合招

攬之情事。

行政處分附款的理由

本案專家鑑定人黃銘傑與莊春發的鑑定意見書均指出，本案結合，特

別是深口袋效應（deep pocket effects）對市場公平競爭可能產生的不利影

響反映在三方面，一是優勢地位濫用的可能性、二是潛在競爭者的喪（損）

失，及三是互惠交換利益或搭售交易等。

在優勢地位濫用方面，旺旺食品公司，可藉由其深口袋援助本案結合

後之媒體事業從事競爭，進而引發不公平競爭行為（黃銘傑鑑定意見書）。

這是本案優勢地位濫用之可能疑慮，是以，讓兩家電視公司之董監事、總

經理、副總經理與各部門經理等中高階層主管人員獨立分開，不得兼任另

家電視公司職務，目的在預防跨媒體中高層主管人員的決策行為，利用市

場優勢地位，產生不利於公平競爭之情事，以及避免言論集中化問題的出

現。

在潛在競爭者的損失方面，跨媒體多角化經營的結果將使市場喪失強

而有力競爭者的可能性，市場處於競爭的機會將消失，並不利於整體媒體

市場的正常運行，也妨礙整體媒體市場進化為更具競爭性的產業結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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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兩家電視公司在內部治理方面，需要引進外部獨立董事或設置具社

會公信力或言論立場多元的監察人，以作為本案內部獨立平衡、相互批評

與制衡功能角色之發揮。

在互惠交換利益或搭售交易方面，本案混合結合之事業在與買方進行

交易時，例如節目外製 / 採購或廣告代理等交易行為，進行互惠交換或搭

售手段之交易，並進而導致其他媒體事業喪失交易機會，因此，對兩家電

視公司之廣告代理業務與節目製作 / 採購需獨立行事，不得有聯合招攬承

作業務之行為規範，亦需加以預防。

中視公司是一個上市公司，有許多小股東，為了保障小股東的權益，

避免中視與中天關係人交易，及可能發生的問題，這是本委員會必須設法

預為防止的。另外，股權集中、同一組人員可能導致內容與言論單一集中

化，也是本委員會必須防止的問題。以上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是要求中視、

中天的董事、監視與中高階具有決定權利的人事，必須各自獨立，不得相

互兼任，以保障經營與言論的多元狀態。

二、保障內容多元化所做行政處分之附款及待改善事項

（一）、中國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及待改善事項

1. 中國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在三個月內成立倫理委員會，且每三

個月定期在網站公布委員會對節目內容自律之報告。

(2)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主頻、新聞台、娛樂綜藝台）各頻道

應各自設置獨立節目編審人員，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內部流程管控機制之改

善計畫。

中國電視公司待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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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在三個月內改善目前每週五至週日節

目與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節目互播情形。

(2)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立即改善中視主頻、中視娛樂綜藝台

二頻道目前每日九時至十七時之節目廣告化現象。

(3)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製節目播出比率提高至三分之二以

上。

（二）、中天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及待改善事項

1. 中天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應在三個月內成立倫理委員會，且每三個月

定期在網站公布委員會對節目內容自律之報告。

(2)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台、娛樂台、綜合台）各頻道應各

自設置獨立節目編審人員，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內部流程管控機制之改善計

畫。

2. 中天電視公司待改善事項

(1)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應在三個月內改善目前每週五至週日節目與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節目互播情形。

(2)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應改善中天娛樂台此頻道目前每日九時至

十七時之節目廣告化現象。

行政處分附款與待改善事項的理由

根據本案專家鑑定人莊春發的鑑定書，本案結合後，其跨媒體言論將

佔有台灣媒體言論市場 10％的綜合影響力，唯媒體言論市場的運作經常會



第六章　結構規約：集中、多元與案例　203

出現相乘效果，亦即電視內容與報紙內容均出現相同意見時，綜效的倍數

力量將因而產生與擴大。

從兩家電視公司 2009 年（累計 5 個月）被本委員會裁處的違規紀錄

來看，光是今年以來累計的核處紀錄達 13 件，其中，有 9 件（69％）均

是因為「節目廣告化」而被核處的案件。而今年以來的累積違規紀錄，已

超過 2007 年與 2008 年的全年紀錄（12 件），這是否反映兩家電視公司在

經營階層易手的半年間，節目內部控管機制出現嚴重倒退的現象？

本委員會要求在現況出現局部偏差時，責成其成立電視台的倫理委員

會，這是參考日本與歐盟國家電視台新聞內部組織問責的制度，要求電視

台自我完成自律行為的一部份。

多樣（diversity）與多元（pluralism）這兩個概念是討論媒介表現與

媒介政策議題的核心概念。Doyle 曾經明確指出，多元與多樣有關，在媒

介內容中，它代表不同成員、獨立聲音，互異的政治意見與文化表再現，

成熟社會的公民期待與需要多樣與多元的媒介內容與來源（Doyle, 2002, 

pp.11-12）。

因此上面所做行政處分之附款或待改善事項，在某種程度上是本委員

會認為媒體私有化的前提下，亦需兼顧公共利益的可能平衡點。

三、保護與發揚在地文化所要求的待改善

中國電視公司待改善事項及其理由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就中視主頻（類比訊號）強化八點檔播

出本國自製節目。

戲劇一直是電視吸引觀眾的一個重要元素。各項研究都顯示戲劇是除

新聞外，最被觀眾喜愛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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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戲劇節目出現在台灣電視螢幕的時間超過四十年，雖然台灣無線

與有線電視台已從僅有三台的時代，進入一百多個頻道，但是戲劇節目依

然是觀眾偏好度較高的節目，特別是「八點檔」連續劇，堪稱是主流中的

主流節目。「八點檔」連續劇成為電視台的招牌，長期以來更是無線電視

台生存命脈之所繫。但近來關心我國戲劇發展的人（如李安導演、余天立

委等），都急呼要重視八點檔，不要便宜行事的播韓劇，或其他外來劇，

而該以自製戲劇來保障本國藝人，以及發出在地的聲音。

近來中視亦因低成本的投資，導致播出外來戲劇節目的情形頻繁。若

從一國節目產製水準與電視產製人才的長遠發展而論，無線四台對八點檔

的戲劇節目或自製節目不夠費心，確實枉費其擁有稀有頻譜的承諾。廣播

電視法第四條言明「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

本會站在監理的立場自該要求擁有電波頻譜的業者「承諾」對保護、提升

本國文化有更積極的作為。

四、限制資金來源與股權結構所做行政處分之附款

（一）、中國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如經查出有外資（含陸資）股份，本會

得逕行撤銷本件許可。 

2. 本委員會針對跨媒介政策有具體法律之規範時，中國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應遵照規定辦理。

（二）、中天電視公司行政處分之附款

1. 在現行法律規範下，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如經查出有陸資股份，

則本會得逕行撤銷本件許可。

2. 本委員會針對跨媒介政策有具體法律之規範時，中天電視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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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遵照規定辦理。

行政處分附款的理由

根據本委員會函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回函表示，旺旺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與榮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皆為國內合法設立之公司，其依法在大陸及

香港之投資，應無礙於其直接或間接持有本案之股份。但是，國家安全局

（以下簡稱「國安局」）回函本委員會之公文卻指出，依現有調查資料，

尚無法研判其資金來源與陸資是否有關，以及有無影響國家安全之疑慮。

基於上述國安局對本案之回覆文所示，該局無法排除未來資金來源為

陸資或影響國家安全之虞時，本委員會對行政處分之附款要求，乃是針對

本案未來若有國家安全疑慮時，最低限度保障的條款。

此外，本案的三位專家鑑定人與出席聽證會發言的二位學者及二個公

民團體代表人均同意，本案結合不是董事長、董監事及總經理變更案，而

是跨媒體併購與實質產權與媒體經營權移轉的重大交易案。因此，本委員

會未來針對跨媒體相關政策有具體明確規範時，本案得追溯適用之。

附錄七：凱擘案公平會以及通傳會加予的負擔與附附款

公平會委員會議通過所附加的 13 項負擔： 

一、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公平會同意，不得以直接

或間接之方式持有或取得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股份。 

二、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未經

公平會同意，不得擔任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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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公平會同意，不得出讓股

份予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包含但不限於台固媒

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同）；也不得

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持有或取得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

公司之股份。

四、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未經公平會同意，其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不得擔任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也不得由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擔任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五、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所經營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未

經公平會同意，不得與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為共用頭端網路設備、商標、客服業務或其他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之行為。 

六、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除現有自製、代理之類比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外，未經公平會同意，不得再增加其他自製、代理之類比衛

星廣播電視節目。

七、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不得與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

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共同向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統購、聯合定價、共同抵制或其他

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為。

八、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不得與參與結合事業以外之其

他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為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聯賣或其他公平交易法所稱

之聯合行為。 

九、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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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

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

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行為。 

十、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

目，不得無正當理由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

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 

十一、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

起，履行下列有益於確保整體經濟利益之事項： 

( 一 ) 積極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有線電視系統網路之雙向化建設，以

增進消費者收視節目選擇之自由。

( 二 ) 積極完成行政院 99 年 7 月 8 日通過之「數位匯流發展方案」有

關數位有線電視普及率之目標，以促進數位匯流發展。 

( 三 ) 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取得於網路電視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 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並以公平合理之方

式向網路電視業者進行授權，以促使各視訊平台之公平競爭。 

( 四 ) 積極培植我國高畫質數位內容及頻道，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 

十二、大富媒體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5 年內，於每年 7

月 1 日前，提供下列資料送交公平會備查。 

( 一 )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

視節目之名稱及代理契約書。 

( 二 ) 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



208　NCC 與媒介政策－公共利益、規管哲學與實務

視節目之報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易資訊。 

( 三 ) 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報告（包含但不限於前開負擔第 11

點所列有益於確保整體經濟利益的辦理事項）。 

十三、大富媒體公司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5 年內，將參與結

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章程

的變更異動，送交公平會備查。

附錄八：劉孔中文指出：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日前召開「跨媒體併購

的影響及處理原則」專案報告，邀請通傳會主任委員出席說明，其適法性

值得懷疑，因為該項原則應該是通傳會的行政規則，並非立法院審議之議

案，所以不符合「於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之要件，而且即使符合「於

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之要件，依據第四六一號解釋之文義，獨立行

使職權之通傳會主任委員也不宜「應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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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旺中案大事紀

時間點 事件

2010/12 旺中向投審會、公平會申請，並送 NCC 審查。

2011/04 公平會通過，但附帶 11 項條件避免出現不公平競爭問題。

2011/06 3 位 NCC 委員陳正倉、翁曉玲、鐘起惠因中天中視董監事變更案

遭中時刊登廣告指控，為免遭質疑審查不公，宣布不參與旺中案

審查。

2011/09 NCC 舉行聽證會

2011/10 NCC 舉行公聽會，學者連署反媒體巨獸

2011/11 旺中寬頻董事長蔡紹中參加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媒體座談會。

2012/02 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言論引發爭議，NCC 委員決議

發函請旺中寬頻說明有關維護媒體專業自主部分。

2012/03 外傳 NCC 將在 7月通過該併購案，NCC 否認。

2012/04 民間團體拜會 NCC 主委蘇蘅，要求再次舉辦聽證會

2012/05 NCC 於 5 月 7 日召開旺中案第二次公聽會，多位專家學者發言，

總計上百人參與，堪稱 NCC 辦公聽會以來最大陣仗。旺旺集團總

裁蔡衍明現身公聽會說明立場，成為現場焦點，除網路直播外，

壹電視並同步轉播。

5月 27 日，10 大傳播科系及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聯合發起「拒

絕媒體巨獸，回復新聞專業」連署活動。

表 6-3　旺旺中時集團併購中嘉後之媒體版圖

網路 中時電子報

電視頻道（4+8=12） 中視、中天新聞台、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

有線電視平台

（10+1=11）

中嘉集團（含10家有線電視系統商、8代理電視頻道）

雙子星有線電視系統

報紙 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旺報

雜誌 時報周刊、愛女生

總結：購併通過後，旺中集團將掌控 11 家有線電視系統台、12 個電

視頻道，連同中天電視、中視、《中國時報》、《工商時報》等，將成國

內最大跨媒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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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內容產業與內容規約

前言

第一節　內容產業

第二節　內容規管的主要議題

第三節　歐盟規約的演進

第四節　公共利益下各國內容規管簡述

第五節　第五節 匯流下的新興挑戰：表意自由、公共利益與國家介入

第六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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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第一章討論從媒介政策到傳播政策，說明「媒介」定義的改變，

傳統對媒介的規約一是重視「言論自由」（或所謂的「表意自由」），另

一則為「公共利益」，特別提到「經濟政策」重視效率，社會政策則更重

視文化意涵，經濟政策會將焦點放在結構規約，如上一章所述。而社會政

策就與這個國家希望其民主的素質、文化的提升、社會的福祉息息相關，

本章討論內容規約，從通傳會角度言，就是傳統新聞局的業務，現在則為

傳播內容處所管轄的範疇。

目前通傳會除了原新聞局時代廣電處的業務，傳播內容處除如廣播、

電視內容的監理外，「他類」代表新的業務，未來將改名為「新興視訊內

容科」。而新聞局出版處的業務也從傳統的文字、印刷媒體到電子書，過

去說「影音」，現在除影視音樂外，電子書等新的型態也確是相當吸睛，

今年 (2012) 五月二十日成立文化部，下面有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另外

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掌理政策（從此分工可見文化部重「發展」、「推

廣」，通傳會還以「監理」為主）。

從新聞局到通傳會，當然代表業務的拓展，以及內涵上的改變，通傳

會於 2008 年委託馮建三、羅世宏等傳播學者針對匯流進行《數位匯流後

之傳播內容監理政策研析》，分析的國家有美國、英國、加拿大、韓國、

中國等，內容相當詳盡，對規約機關以及規約內容都有重點的介紹。接著

又委請江耀國等法律學者針對《多元網路平台環境下影音內容之管理思

維》（2011）進行各國研究，就先進國家對傳統的廣播電視以及新興的網

際網路，與介於中間的 IPTV、Web-TV、行動電視究竟如何規管，做了較

為切實的整理與建議。事實上，各國對於網際網路上流竄的訊息，常常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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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無策 ( 註一 )，因此現今探討內容規約，因為加上網際網路（註二）出現

後的諸種新現象，就較過去更為複雜、更具挑戰性。

我國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五條陳明「通訊傳播應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

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過去我國廣電三法中對內容的規管包

含「節目管理」與「廣告管理」，內容管理中除「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

等有其時代背景外，重點基本以「傷害兒童身心」與「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為監理的主軸，廣告管理除以上的精神延續，另外就在於播放時

間、類型等有所規定，電信法則以第 8 條第 2 項：「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

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為營業者，電信事業得停止其使用。」為主。

與傳統廣電媒體相較，現階段我國網際網路的影音內容的規範，屬低

度管制，主要的規範見諸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簡稱兒少法）中保護

兒童與少年的相關措施（江耀國，2011）。本文限於篇幅，不進一步討論

廣告管理，而將討論重點放在內容規約的新思維上，也就是因應匯流，太

多新的內容不經編輯就出現，哪些內容最不能為社會所容忍？哪些則因不

妨礙個人的表意自由，也無傷害，規管機關不須太過費心？

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在通傳會第二屆委員會 (2008-

2010) 時修法，定位為頻道法，頻道的內容應該如何呈現、既符合本書貫

穿的多元，又能提升本國文化產業，大家都很關心。但當愈來愈多內容源

自於個人自製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並將其上傳與他人分享，傳

統的規管模式就面臨挑戰，寬頻的內容、行動的內容，都是內容，有的是

「節目」，更多為即興的發抒，這些「非典型」的內容，帶給人們無限可

能與機會，卻也造成規管者的困境 (Tsatsou, 2010)。

一般來說，傳統媒介的管制較嚴，而新興視訊屬「低度管制」為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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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一致的看法。歐盟基本立場：「隨選視聽媒體服務不同於（傳統）電

視服務，因為觀眾能運用的選擇權與控制權不同，且兩者對社會的影響力

也不同。這是何以加諸於隨選視聽媒體服務的法規管制比較輕，只須遵循

視聽媒體服務的基本原則。」（EU Directive, 2010），我國從無線電視法

管制最為嚴苛，到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低度管制，也是依循這樣的原則，只

不過，再如何「低度」，還是要管，對於新興視訊，想管嗎？如何管？效

果呢？歐盟整套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涵蓋最為完整（包含廣告、置入性行

銷等），有無可供我們學習、借鏡之處？

前面第五章衛星廣播電視法的討論，已經說明通傳會在針對內容呈

現、規約機制的一些改變，本章則將重點放在新興視訊與傳統內容規約上

的異同，尤其介紹歐盟在這方面的努力。數位內容的時代，討論的書籍、

文章不知凡幾，本書不欲進入細部討論，但當人們使用網路已成為每天不

可或缺的行為，加上智慧型手機、平版不離手，上傳、下收、互動，內容

的隨選、非線性就相當明確了。我國在討論匯流時，內容這一塊當然談的

就是數位內容。而有內容就有服務，營運模式也應運而生。二十一世紀一

開始討論以部落格的行為居多，接著由個人轉而成為企業，灑下大筆金錢

來經營，諸如 MySpace，Facebook，YouTube，都既與使用者須臾不離，

更有無窮商機。如果只是以「社會媒體」(social media) 的角度來看，不在

本文討論範圍，但如果上傳內容，並希望他人欣賞，進而創造分享，雖然

不是「大眾媒體」，當屬「新興視訊」。近來 App 應用程式的流行，不光

為個人帶致財富，國家甚至出錢出力，希望培植這種「產業」，可見新興

視訊的普及，造就許多新的議題，從產製、到通路、到使用，到商業模式，

產業鏈形成後，不論對個人或對企業的影響都是很夯的題材，卻也增加規

管機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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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者喜歡將媒體區分為「大眾媒體」或其他（因為台灣傳播學院

研究的主軸過去以「大眾媒體」為核心），後因電腦中介之故，加上行動

通訊的普及，平台多元，平台上流通的內容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可以很個人，也可以是社群，當然更可以是大眾。石世豪（2009b：71-

72）認為「在此所謂的『個人化』收視模式下，電視的『大眾傳播』特性

似乎解消於個別觀眾手中的遙控器之中。然而，比較傳統的報業與平面出

版事業，則同一資訊內容任由讀者自由選讀的事實，與『個人化』電視節

目表極為類似，並未妨礙報紙、雜誌與書籍的大眾傳播特性；再者，錄影

節目在製作與市場流程上所顯示的『大眾化產製』，較諸傳統媒體更有過

之而無不及。從功能性的觀點而言，實不應否認隨選錄影節目所具備的『大

眾傳播』特性。」如果有「大眾傳播」的某種屬性，政府規管有規可循，

但如果是個人化的傳播行為，政府就應該尊重、保護個人傳播權，這原本

並不複雜，但在大眾傳播與個人傳播界線愈見模糊的今天，許多議題值得

思考。

第一屆通傳會委員會設計的通訊傳播法重要精神將垂直規管改成水平

規管，規管層級化為三層：網路層、營運層與內容應用層。在通訊傳播管

理法草案說明中，特別指出內容應用層的內容主要是「在於生產消費者接

受之訊息內容或應用服務，可再細分為個人通訊內容、頻道、及加值應用

服務及影音多媒體服務，按通訊自由及內容監理責任之不同，分別採不同

程度之監理。」

簡單說，個人通訊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由個人負責，加值服務、

隨選視訊、影音多媒體下載服務、及一般由使用者決定播放時程的影音多

媒體服務等，由於涉及使用者主動選取，採低度管制立場，而內容提供者

賦予其告知移除之間接責任。除建立內容應用服務之權責關係外，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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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及內容侵權的救濟機制，同時對於不同媒介上頻道之管制予以統一，

以避免不同業者因管制差異而造成競爭上的不公平。

從文化產業的角度看，音樂、漫畫、建築、舞蹈等皆屬之，而通傳會

或任何國家在規管「媒介」「內容」時，重視的是國民（不論以公民或消

費者來稱之）整體視聽環境與內容的健康（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因

此個人的通訊傳播行為受國家完全的保護，不受干擾，然而，透由國家可

管轄範圍的平台傳輸與互動的內容，就在「國有國法」的原則下，受一定

的規範。本書第五章特別提出第二屆委員會修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屬「頻道

法」，指的是頻道內容乃經過編輯的（註三），因為編輯，就有編輯責任

（editorial responsibility），是歐盟指令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則，為界定媒體

服務提供者的核心，因此凡屬要經頻道播出的內容都要申請衛星廣播電視

執照。

在歐盟視聽指令下，歐盟各會員國可進一步定義「編輯責任」所包含

的面向，同時，當採取行政作為來適用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時，要特別注意

「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概念，由於視聽媒體服務的特殊性，尤

其是這些服務在形塑公眾意見的影響力，使用者需要確切知道，誰對這些

服務的內容負責，因此對歐盟各會員國而言，確保使用者能夠在任何時

間，以容易和直接的方式近用媒體服務提供者的資訊，就變得非常重要

(Iosifidis, 2011)。至於實施細節，例如，如何在無差別待遇下，適用歐盟相

關法規條文達成目標，則由歐盟各會員國自行決定。相較於歐陸國家，在

通訊傳播行政上，美國 FCC 對媒體進行內容方面的管制，整體而言較趨向

自抑、保守（江耀國，2011）。

第一章 Drucker & Gumpert (2010) 在討論規約匯流時，利用我們熟悉

的「誰」「什麼」「通路」及「效果」來分別探討，「誰」部份，包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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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者、使用者 / 閱聽人，以及規管機關。「什麼」指的是內容、訊息，台

灣習慣用內容產業 (content industry)，中國大陸則用信息產業 (information 

industry) 來說明知識、資訊、娛樂從產製到行銷的整個價值鏈，與過去所

說媒體產業有一些不同。一個國家內容產業的興盛與否固與其文化息息相

關，但國家角色自也不可忽視，第一章討論媒介政策時指出，國家如何看

待這種文化產品的呈現，多少左右了介入的程度。

第一節　內容產業

環諸全球，除美國外，歐盟、韓國等現今在文化創意產業急起直追的

國家，對內輔導內容產業不遺餘力，對外更是傾力發展，稱之為「軟實力」

(soft power) (Nye, 2008 )，歐盟因為重視文化的傳統，對內容產製一直都高

度關懷	 (Hesmondhalgh, 2002)，內容產業與新興視訊發展的結合更是不落

人後，舉例來說，eContentplus 計畫就針對一些領域：地理、教育、文化、

科學、學術內容等，有具體的政策，希望更方便、更易接近、更好用，並

更具發展性 (EC, 2005, refer Cawley & Preston, 2007)。韓國則因為想在國際

上建立文化產業品牌，國家傾全力發展內容產業。

常常聽到「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二十世紀為所謂「大眾媒介」

的世紀，內容產製均以「大眾」為主要思維，時處工業社會的大眾媒介，

組織要大，並由專業工作者 (professional workers) 來進行產製流程的控管，

因此規管者只要將媒體組織與專業者「管」好，問題多少在可控制的範圍

內（如第二章所述）。二十一世紀，我們眼見媒體組織可能是新興產業（如

Yahoo!, Google, Facebook, Amazon 等），專業工作者所謂的專業也需重新

定義，消費者同時也是提供內容的人，因此內容產業就成為本世紀一個又

像新，卻又屬傳統行業的混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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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以前，有人就有內容，但內容要變成「產業」，思考的就是「產

業」的價值鏈，從內容的創作、編輯、包裝到傳輸、到接收 (Lavine & 

Wackman, 1988, Nieminen, 2010)，這四個階段串成內容產業的基本流程，

中間任何的關鍵決定都會影響到最終成品：或是節目，或是網站，或是

App。過去媒介經營管理（請參考彭芸、關尚仁，2003）都討論到訊息產

製的價值鏈，而現今由於流程時程縮短、國際性強（如憤怒鳥等遊戲）、

平台增加，消費者更要求互動，新興行業、新的產業鏈均紛紛出現，下表

（表 7-1）簡單列出新 ( 新興視訊 ) 舊（傳統）媒介內容的比較，至於新興

視訊的內容常以廣義的方式加以界定：

表 7-1　新舊媒介內容比較

特徵 舊（傳統）媒介內容 新媒介（新興視訊）內容

消費者核心主張 資訊、教育、娛樂 綜合資訊、溝通與服務

基本傳播範例 一對多 個人化、互動、隨選

內容與科技的關係 訊息並非媒介 訊息即是媒介

品質為何
品質，意味內容具有崇

高的美學或知識意義

品質，代表使用者將停留在媒

介上並持續關心

誰生產內容
專家主宰

內容生產依賴專家

消費者驅使

得以決定內容為何、何時發

表、形式為何

「記者懂最多」的時代終結

使用者創造成功的內容

商業元素間的關係 內容和商業徹底分隔 內容和商業不可分

架構

線性、敘事、開啟或關

閉、預先設定或包裝、

固定時程

多層次的三維分層矩陣

資料來源：Kung, 2002, refer Klimkiewicz, 2010, p. 204

既然內容可以是知識、教育、娛樂、溝通與服務，國家的角色就堪玩

味，前面提及內容牽涉表意自由，國家應盡量不要加以涉入，尤其在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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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長戒嚴、白色恐怖的歷史，在內容的規管上尤其要非常謹慎。學者

（江耀國，2011）認為從言論自由實踐的角度，政府管制言論傳播空間的

多寡，與其所採取的管制手段係屬「針對言論內容的管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抑或是「內容中立的管制」（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而有所

差異，以下的討論就以這兩種思維作為基礎，並配合平台使用，加以延伸。

第二節　內容規管

既然二十一世紀內容的產製與過去截然不同，如果我們簡單認為「大

眾媒介」的規管仍然適用，多的是「隨選」的新內容，改變可屬演進方式

（歐盟亦採取這樣的理念，有興趣請參考 Valcke & Stevens, 2007)。但如果

強調匯流後的新風貌，直接以革命式的方式來面對，規管要調整的範疇就

大（這也是第一屆通傳會委員會與第二屆委員會對修法看法的差異，見彭

芸，2011b）。

歐盟用「線性」與「非線性」來區隔所謂的「舊」與「新」，下面會

更仔細加以說明，是目前一般最被人接受的一種區分方式。而在國際、國

內規管內容方面，有傳統的民、刑法，也有一般的廣播電視法、電信法等，

Nieminen（2010:21）就將內容從創造、編輯與包裝、到傳輸以及接收牽涉

到的法律列出（圖 7-1），這雖是以歐洲的條件言，雖不盡詳盡，但多少

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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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創造

接收
管道
可得性
對話性

公民傳播權
資訊？
取向？
共同性？
自我表達？

傳輸編輯與包裝

電信法案
刑法
視聽規約
消費者保護

電信法案
電視無疆界
法案
競爭法案
消費者保護

智財權法案
刑法
電視無疆界
法案
視聽規約
競爭法案

智財權法案
刑法
資訊自由

內容創造

圖 7-1　管制架構的價值鏈模型

                        來源：Nieminen, 2010:21

江耀國（2011）整理美國、歐盟、英國以及德國現行法規對於內容

管制措施，發現目標皆不出兩個範疇：一是管制不適當的媒體內容（bad 

content），另則為了促進言論內容多元性所做之管制措施。本書前面章節

針對多元做了不少的討論，本章就放在所謂「負面內容」這部分。學者

在研究英國的媒介規管，發現過去在內容規管上，第一個被考量要規管

的部份是「什麼內容應被播送或是印刷出版」以及「是否規定產製正面

列舉的節目」( 如同傳播法案所要求，電視節目的產製端必須提供特定的

公共服務題材 )。相對的，管制中對內容也可能包含了負面列舉的要求，

限制播送的內容，如從品味或是否得宜等角度對內容加以考量 (Hardy, 

2008:127)。我國學者劉昌德（2006）在檢討我國電視規管趨勢，也認為近

年的規管重點放置在「不雅內容」上。

Croteau & Hoynes (2006) 在討論公共利益與內容規約時指出，規約一

是「限制」，另一則為鼓勵，前者乃對人或某些內容的禁止出現，後者則



第七章　內容產業內容規約　221

強制某些型態內容的出現（如目前通傳會要求電視台製作兒童節目的比

例），Baker (2002, refer Freedman, 2008:122) 論及政府面臨「好」與「壞」

的節目內容時，政策有三：一是補助，二為利用結構來進行規管，三即限

制或抵制「不好」節目的出現。補助的歷史從媒體一開始就存在，我國過

去廣電基金，以及現今文化部，都持續補助「優良」節目，結構規管在上

一章已經很詳細討論，尤其有關多元性，以及多樣性的呈現，與發照、續

照都息息相關，限制不良節目的出現卻一直備受爭議，因為一旦處理不佳，

就有妨礙言論自由的問題。

美國補助制度雖有，但在政策討論中並不明顯，結構規約持續鬆綁（也

遭受一些保守團體激烈的批評），各種法規規範如侵犯隱私、誹謗、智慧

財產權等。民間團體對內容規約的監理一直相當積極（宗教團體、教育團

體、公民各式團體都積極參與共管），一旦違反風序良俗，FCC 處罰也毫

不手軟（如超級盃的「珍奶」事件，見附錄一）。英國的規管條文相當清

楚而明確，如 Ofcom Broadcasting Code，BBC Producers’ Guidelines，成為

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歐盟的內容規管理念清楚，尤其針對新興視訊這種

「非線性」的規管涵蓋完整，重點分明，因此本文將花多一點的篇幅加以

陳述。

除第五章討論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之外，通傳會第二屆一上任展開

電信法修法小組，歷經三年餘，於今年 (2012) 五月提出公聽版，總說明處

指出要強化網路內容之管制規範：特別強調如有利用電信網路向不特定多

數人，提供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內容，電信事業於技術可行之前提

下，應依法律所定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立於行政助手之地位，停止其使

用網路、移除內容或為其他適當措施。如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

內容，電信事業於技術可行之前提下，亦得依契約機制（現行電信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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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早已存在並運行多年），停止其使用網路、移除內容或為其他適

當措施。另課予經營可管控之視聽媒體傳輸平臺者提供或播送內容之資訊

揭露義務，及避免限制級內容為兒童及青少年收視，以減少消費爭議之發

生及維護兒少身心之健全發展。

第三節　歐盟規約的演進

1989 年歐盟「電視無疆界」指令首次揭櫫於世（彭芸，1994），1997

年該指令第一次修正，後為因應科技發展及影音市場結構變遷，2003 年 9

月 4 日歐洲議會決議，全面檢視相關規管，2005 年 12 月 13 日，歐盟執

委會提出「電視無疆界」指令修正草案，以因應歐洲視聽服務技術匯流

發展及市場變遷，接著歷經一年半立法程序磋商，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

於 2007 年 5 月 24 日就「視聽媒體服務無疆界」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 AVMSD）( 註四 ) 達成政治性協議，

以促進歐洲視聽服務業規管現代化，各國乃據此來修正國內視聽媒體的規

管。

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繼而於 2010 年 3 月 10 日為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通過 2010/13/EU 指令，以下簡單說明之：	

歐盟自 1997 年第一次修正「電視無疆界」指令以降，市場環境產生

許多重大變化，如技術及服務匯流發展	–	網路電視、手機電視及行動

裝置等陸續興起；固網寬頻、數位電視及 3G 網路等紛紛擴展；計次付費

電視（pay-per-view TV）日增；新式服務崛起，諸如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及終端對終端（point-to-point）影音內容交換；暨新型態廣

告出現，例如搜索相關廣告（search-related ads）及手機簡訊服務（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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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等。AVMSD 之規範的重點（Article 1(a)(i)：服務需為是經濟活動

（economic service），服務提供者具有編輯內容之責任，服務提供節目之

目的在於娛樂、教育以及提供資訊，服務是透過架構指令所定義之電子通

訊網路傳送，不論廣播電視服務、隨選視訊服務或者視聽商業通訊服務

（audiovisual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均屬之。

新指令考量現存的科技與市場發展，修改了電視無疆界指定，新指令

在前言便指出，其修正參考 UNESCO 的公約，重申文化活動、商品與服

務的文化與經濟並存內涵。歐洲委員會於 2001 年便指出：影音工作有其

特殊的二元性，它們是經濟產品，賦予創意金錢價值；它們也是文化產品，

同時反映並影響著社會 (Herald, 2009:99)。因此歐盟的目標有二（Iosifidis, 

2011）：一、是競爭與內在市場的有效運作，「無疆界」指的是貨物、人員、

服務、資金無障礙的流通；二、透過「軟」治理，以產業政策為基礎的視

聽服務指令，再規約重點為線上、網路等新媒介。

依據歐盟發表的文件：新「視聽媒體服務無疆界」指令之目標旨在營

造歐洲電視服務與類電視服務（TV-like services）業者現代化及促進競爭

架構（pro-competitive framework），並希望藉由新型態商業通訊服務賦

予視聽內容業者獲利來源更多的彈性。歐盟希望新指令通過後，對深化歐

洲隨選視聽媒體服務內部市場有正面意義，並持續高度保護消費者（閱聽

人），簡單說，新指令修正主軸有：朝鬆綁規管及涵蓋歐洲所有視聽媒體

服務業之單一完整法律架構、電視廣告規管現代化，以增益歐洲視聽內容

業獲利來源、以及保護未成年人與視 / 聽障者及防止煽動種族仇恨等，並

保護歐洲多元文化（refer: europa.eu）。

歐盟視聽指令重點之一是將適用範圍由電視廣播擴及視聽媒體服務，

並將視聽媒體服務區分為線性服務 (linear service）及非線性服務（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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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service）( 註五 )。原本即使提供相同內容的影音媒體服務，依不同

傳輸方式（平台）適用不同規管，新指令不再取決於平台，而取決於服務

種類。為了施行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視聽媒體服務的定義應該包含大眾媒

介新聞、娛樂、教育和一般大眾的功能，同時包含商業視聽傳播（廣告）

在內，但任何型態的私人通訊，例如寄往限定人數的接收者的電子郵件則

都不算是視聽媒體服務的範疇。視聽媒體服務的定義，也不應涵括其主要

目的並非以提供節目為主的服務，例如視聽內容僅是伴隨著主服務而來的

次服務。舉例來說，例如包含視聽內容的網頁，視聽內容僅是輔助性角色；

又如與產品和非視聽媒體服務相關的動畫圖像、廣告短片或資訊等，均非

視聽媒體服務的定義範圍。基此，涉及博奕、線上遊戲、搜尋與直接涉入

博奕或遊戲的廣電行為，均排除在視聽媒體服務的指令外。

在內容規範上，AVMSD將廣播電視區分為「節目內容」（programme）

與「視聽商業通訊服務」。前者電視節目內容，包括劇情影片、運動賽事、

情境喜劇、紀錄影片、兒童節目，以及原創影集等（Article 1(b))，將依據

其提供之方式作為界分標準。其中以線性方式提供之電視廣播服務，受到

密度較高之內容規範，且仍保留「電視無疆界指令」關於 10% 歐盟自製率

之要求 ( 註六 )；但倘若以非線性方式提供之隨選節目服務，其管制密度較

低，且無自製率要求，但仍要求在合適之情形下促進歐洲節目之製作與收

視（Article 3(4)(a)(i)）。後者「視聽商業通訊」之範圍，包括電視廣告、

節目贊助與電視購物在直接或間接推廣特定人之產品或服務之視聽內容

（Article 1(h)）（江耀國，2011）。

由於放寬對媒體服務的定義，重要影響有：一、所有的內容服務都含

納在 AVMSD 中；二、「原產國」法則是視聽媒介政策的核心概念，而現

已擴充至所有內容服務，包含了非線性服務，此一最小限度的統一，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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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市場運作，並防止不公平的各國規約分歧現象，三、保留了部分彈性。

新指令有針對過去批評加以修正，並進一步處理商業利益與文化目標的關

係，但最重要乃在於平台中立的原則，並將舊指令的範圍延伸到以電子媒

介網絡提供資訊、娛樂或教育媒體服務提供者，放寬的定義意味著所有視

聽媒體服務內容均被涵蓋，而不論其技術為何，因此服務規管就不再以傳

輸模式作為基礎，而是根據其服務類型：線性（推）或非線性（拉或是隨選）

(Herold, 2009:105)。

資料顯示歐盟自 1989 年實施「原產國」原則以降，歐洲廣電產業發

展良好。新指令將「原產國」原則擴大適用於新興隨選影音服務（諸如隨

選視訊），期促進是項業務成長，另依「原產國」原則，在最低限度調和

（minimum harmonization）下，深化歐洲隨選視訊影音服務內部市場，營

造歐洲視聽媒體服務產業新契機，並促進歐洲視聽產業選擇多樣性、多元

化與提高投資金額。同時，因應技術進展、市場變遷及消費者行為改變（選

擇權增加），有必要對廣告規管賦予更多彈性，並兼顧消費者（閱聽人）

保護 (EU Directive)。

由於新的指令將運用到線性與非線性視聽服務，二者固然具有相同的

規範基礎，但在執行上並不會完全相同（Simon, 2010:67），各國將依各國

獨特的狀況分別對國內的視聽媒介進行規管，但是歐盟這新的指令維持一

個「最低規管」(minimum regulation) 的架構，從線性「可規約內容的漸進

式規管」(graduated regulation of ‘regulatable’ content) 到非線性的內容，同

時「技術中立」、「自律與共管」等都是重要概念。另外，有關有害內容

的易得性 (availability) 是立法者、媒體業者和家長關切的重點，這也是一

項新興的挑戰，特別是連接到新平台和新產品上，因此，在所有視聽媒體

服務，包括商業傳播 ( 廣告 ) 中，制定有關保護兒少生理、心理、道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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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人格尊嚴的規定，就十分必要。

以上說明的是歐盟針對隨選視訊等新興發展的內容產業，在指令方面

有更寬鬆的規管邏輯，至少承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並希望歐洲深厚文化

底蘊可在內容產業上大放異彩。

歐盟資訊社會及媒體署執委 Viviane Reding 表示，新指令通過對深化

歐洲視聽媒體服務內部市場產生決定性躍進效果、促使歐洲視聽內容業更

具競爭力，並引領歐洲視聽媒介政策邁入新紀元。另一方面，新指令朝鬆

綁規管、重申深植歐洲關鍵價值、尊重多元文化、保護弱勢族群與消費者

及拒絕宗教與種族歧視等方向而行，將對歐洲視聽媒體產生深遠、正面之

影響。

有關歐盟視聽指令的討論甚多（Rooke, 2009, Valcke & Stevens, 2007, 

Valcke & Lievens,2009, Klimkiewicz, 2010, Simon, 2010），大部分都是介

紹從線性到非線性的轉變，也有批評其過於傾向競爭的關注（Wheeler, 

2009:263），最近 (2012.3.29) 英國學者、在魯汶任教的 Peggy Valcke 到

台灣參加研討會，也針對影音媒體服務指令最新面臨的挑戰作了完整的說

明。學者 (Herold, 2009:101) 指出過去的電視無疆界指令被批評扼殺了文

化多元性，要求在歐洲市場中產製定額的歐洲內容。即使遵守定額條款 4

與條款 5，各界卻發現歐洲電影計畫呈現下降趨勢 (Papathanassopoulos& 

Negrine , 2010: 158)，一些研究發現雖然歐洲規管者致力於調整影音市場的

架構，結果卻是讓閱聽眾持續地收看自己國家的節目，而非其他歐洲國家

的作品 (Iosifidis, 2011:158)。條款 4 也被認為促使廣電業者交換低成本、低

品質的節目，或甚至是帶狀節目，例如實境秀。

支持者覺得新指令往前邁進一大步，憂慮者則擔心因為規管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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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視訊產業的發展會產生寒蟬效應，同時對於內容的傳輸者 (content 

distributor) 究竟要管還是不要管（Valcke & Stevens, 2007:286）？內容規約

「寒蟬效應說」不是新議題（Tambini, 2009），但是對新興平台的規管，

只討論結構、加上討論內容，對於提供內容服務的平台、對提供媒體服務

的業者究竟如何看待，就又是另一個重要議題。歐盟最新公佈的資料 ( 見

附錄二 ) 說明指令執行的最新狀況。可以想見，針對新指令的討論會一直

持續，一方面彰顯人們重視新指令帶來的衝擊（如對內容規管的範圍、力

道、執行），另方面說明歐洲對建立「歐洲性」過程中，媒體服務究竟扮

演何種角色，還會持續爭論下去。

第四節　公共利益下各國內容的規管

2007 年歐盟推出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或許未必最為理想，但畢竟在

匯流的前提下往前邁了一步，各國也依循著視聽指令的原則來修改國內法

令，進行規管，同時將「共同管制」的機制建立。

在通傳會委託針對多元網路平台環境下影音內容之管理思維 (2011）

研究中，研究群指出「現行僅對『廣播電視』嚴格管控，對於『網際網路』

不予管制的二分法，在匯流趨勢之下確實面臨挑戰。多元網路平臺，如廣

播電視、IPTV、行動電視、手機電視、Web TV、網際網路等之內容管理，

需要建立一套有體系的管理思維及法律架構」，其結論簡單表列如下（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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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比較各國多平台的規管

廣播電視 IPTV 行動電視 Web TV 網際網路內

容及

手機電視

美國 * 禁止猥褻

* 粗 鄙 低 俗

於深夜時段

同於廣播電

視

* 無管制

* 傾 向 業 者

自律

* 無管制

* 業者自律 +
過濾機制

* 無管制

* 業者自律 +
過濾機制

歐盟 * 內 容 規 範

（人性尊嚴、

禁止歧視、

健康安全）

* 節 目 與 廣

告分離

大部分會員

國比照廣播

電 視， 但

VOD 低度管

制

由各會員國

決定。義大

利、芬蘭比

照廣播電視

* 低 度 內 容

規範（保護

青少年、打

擊 種 族 仇

恨、違反人

性尊嚴）

* 無管制

* 與 業 者 合

作，推動共

同管制與自

律

英國 * 內 容 規 範

為「廣播電

視準則」

* 即 時 頻 道

的 內 容 管

制，比照廣

播電視

*VOD 進 行

TV like 低度

管制

尚未釋照 *VOD 進 行

TV like 低度

管制

* 採 取 業 者

自律與公民

團體之他律

作法

* 無管制

* 採 取 業 者

自律與公民

團體之他律

作法

德國 * 區 分 公 法

人廣電與私

人廣電

* 內 容 規 範

主要為青少

年保護之法

律－色情、

暴力

* 與 私 人 廣

播電視同

* 業 者 自 律

與主管機關

共同管制

* 業 者 自 律

與主管機關

共同管制

* 業 者 自 律

與公民團體

之他律，如

jugendschutz.
net

資料來源： 江耀國，2011

美國依第一憲法修正案的精神，以及利用技術，讓表意自由以及不

造成傷害並存，英國對於廣播電視的規約一向最為完整 (Collins & Soe 

2007)，依循公共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精神，其國內產製的文創內容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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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世界（產值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是既叫好又叫座的成功範例。

至於對新興視訊的規管，英國基本上遵守歐盟AVMSD所規定之管制架構，

在廣播電視方面仍沿襲過去的管制密度外，對於新興視聽媒體平台則採取

較寬鬆的管制態度(見表 7-3)。如 VOD 服務被定調為由共同管制的方式，

指定民間團體為第一線之執法機關，接受民眾提出有關內容的申訴案件，

而由 Ofcom 擔任個案強制處分的裁決者。另外，對於更具彈性與創新的

視聽服務，例如行動電視、Web TV 與網際網路內容等，除秉持前述共同

管制的方式外，亦將業者間的自律措施採納為主要的管制規範（江耀國，

2011）。

目前英國政府在內容管制上重要的核心主要有三項：首先為控制有害

的內容，以維護新聞與時事的正確性與公正性；其次，追求節目優質性，

以增加種族認同、節目多元性等；其三，發展數位化，讓民眾因頻道的增

加，而有更多的選擇性，並且，再輔以「三層管制結構」，使得英國媒體

得以有一個具有彈性、一致性，與公眾性的媒體環境（Freedman, 2008, 江

耀國，2011）。在共管機制方面，英國的制度最為人所稱道（劉孔中，

2010），不但在法條中清楚呈現，公民團體的參與也規範清楚，有許多值

得學習之處，Ofcom 執行長 Ed Richards 最近就表示（2012 年 1 月 25 日）：

「閱聽大眾對於線性廣電媒體的管制仍持高度期待，而對於隨選視訊服務，

他們也需要更多的消費者保護機制。」（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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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隨選服務設立所規管可能模式

模式 一 二 三

名稱
直接指派的共管

權力
Ofcom 指派的共管權力

Ofcom 作為管理單

位

權力來源 政府 Ofcom Ofcom

規範 業內聯繫共管
業內聯繫共管並經 Ofcom
同意

Ofcom 諮詢業者和

政府後管理

申訴管理 共管 共管 Ofcom
施行 共管 共管 Ofcom
最終裁定 Ofcom 及政府 Ofcom 無

資料來源 : 羅世宏等 , 2008, P. 144

德國在法律上，有關電子通訊技術部份屬聯邦的權限，其依據的法律

是電信法。而資訊與資訊服務則主要是與內容有關，屬各邦的權限，適

用各邦所制定之法規，主管機關多為各邦之媒體委員會（江耀國，2011，

Valcke & Stevens, 2007）。分級規管如下表（表 7-4）：

表 7- 4  德國的分級管制取徑

廣播電視 媒體服務 電信服務

執照條件

集中度控管

新聞的標準

節目配額

接近權

重大事件轉播

廣告限制

贊助限制

青少年保護

答覆權

隱私權（付費電視）

通報要求

透明度

新聞標準

（輕微的）廣告及贊助限制

青少年保護

答覆權

對內容負責

隱私權

通報要求

對「內容」負責

高度內容管制 低度內容管制 無顯著的內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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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alcke & Stevens, 2007:291 

另外，OECD 的資料顯示一些國家以較寬鬆的法規甚至沒有法規來規

範（如加拿大、丹麥、義大利）新興視訊，而另有些國家援引技術中立原

則，將隨選視訊視為類電視（TV-like）的服務，進而考慮修正法規架構，

首要目標仍著重於避免出現不適合兒少的有害內容。其他許多 OECD 的會

員國將經由網路提供的內容服務視為資訊服務，亦有以明示或未表態方式

承諾是否不在規管範圍，舉例來說，加拿大就和新興媒體達成類似豁免性

質協議，在確保遵守相關基本義務下，讓新興媒體得暫不受既有廣電法規

規範，各國或有基於扶植產業發展需要，對於管制思維就有不同看法（黃

天陽，2011）。

相較之下，奧地利（Cawley & Preston, 2007, Latzer, 2006, 2010）則在

新興視訊規管方面有相當先進的作法，政府與相關公民團體的共管執行以

來，企盼建立評量標準，並建立網路公評人制度，其角色是為確保網路服

務與內容的品質與穩定，Latzer (2010) 指出「在傳統大眾媒體的領域，透

過新聞協會和廣播與電視法規而存在的自我與合作管制已有很長遠的歷史

了，然而媒體匯流成為趨勢後，管制的應用必須擴及到更大的範圍，例如

電信、網路服務和數位電視等，尤其是在網路方面，自我與合作管制試圖

追尋許多管制目標，從消費者保護、確保弱勢者的權力到提倡網路業者有

效率的競爭等」。

OECD 出版的 2011 年通傳展望報告（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11）中陳述「各國對於 IPTV 或 Web TV 新媒體服務監理看法，目前基

於產業創新持續觀察市場發展，一些國家採低度管制，但就內容流通及管

制，參考目前歐盟或英國作法係對於兒少保護及節目內容最低限度，以指

定協會或團體組織自律共管模式，並加強對產業或民眾進行觀念宣導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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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識。在中、長階段上，可參採歐盟配合層級架構規範之調整，修訂視

聽媒體服務指令，對視聽媒體服務重新定義，以整合媒介平台之適用範

圍。」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知，先進各國在內容規管方面愈來愈依賴「共管機

制」，事實上，在一個匯流紀元，既使各國均有獨立機關來對通訊傳播產

業進行規管，但畢竟新興視訊的內容日新月異，完全要靠行政體系並不符

合公民社會的基本理念（中國大陸可以有數十萬「網軍」對網路內容進行

控制），因此共管的制度只會更加的完備（本書第五章有簡單介紹，但台

灣對共管的理解與實踐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Peng,	2011）。

第五節　表意自由、公共利益與國家角色

雖然數位化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展為各種平台注入活力，一般來說，

各國政府對於這些平台在市場參進上採取鼓勵開放的態度，然而對於在平

台上所播放或提供的視聽內容，特別是非線性、非即時性的視聽媒體服務，

若其內容涉有不當內容（如普遍觀感不佳、引發仇恨、道德感受等）或有

害內容（例如色情、暴力、犯罪等），政府介入的程度就成為本世紀內容

規約最嚴峻的挑戰。以歐洲來說，一方面想要促進視聽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方面，又不能喪失歐洲一向自豪的文化元素，因此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

令非常詳盡的將各種面向均考慮進來，對置入性行銷的鬆綁，對廣告也更

為寬鬆，對於資訊與文化的生產，以建立歐洲性為首要考量，也希望各國

均能配合，並提供各種誘因，助其發展，國家層級如此，個人行為則尊重

言論、表意的自由。

簡單說，國家介入的目的本就決定其推動政策的合理性。不可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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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府在規管「發送端」較為容易，畢竟組織、團體容易辨別，如果其

為牟利，更「師出有名」，但是當個人、跨國境的內容在新興平台上到處

流來流去，確實在全球化時代不易規管。因此江耀國（2011）研究結果乃

建議「在數位化的寬頻通訊環境下，傳統的廣播電視與電信服務，共用各

種傳輸網路，相關產業彼此跨業競爭與相互整合，因此未來在管制手段上

已無法單純僅以產業或平台作為劃分基準，而是應思考如何針對不同的影

音類型及其內容加以『差別化』之管理。」

本書的主要關懷為「公共利益」，也就假設內容提供者與使用者必須

將「公共利益」置於其他權利之上。如果我們假設匯流時代使用內容的

人均為「消費者」，自己會為自己的消費行為負責，那麼，政府介入當

然居於「消費者保護」，不宜過度擴張。但若基於「資訊社會」的公民

(Livingstone, et al., 2007)，其該擁有的公民傳播權是一個國家進步的指標

（如人權中傳播權的討論），那麼國家的角色就該更為積極（也就是第一

章政策更為正向的意義）。

圖 7-2 討論視聽媒介規管的基本元素，延續前一章對多元的討論，在

全球化時代，軟實力就是國家的一種競爭力，凸顯本地文化特色，方可在

全球競爭中有其文化利基。現今，人們利用不同平台與全球接觸、一方面

擁抱全球，更珍惜在地，因此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除一方面提供國人接

近的機會（傳播權），另方面，利用媒體素養教育、共同管制機制，保護

民眾視聽環境的健康，這就成為二十一世紀內容規管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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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規約

在接近內容方
面，上傳的條件

互連

使用者接近的條
件

多元與文化，國家、區域與本地特色

使用者 /消費者 /公民的保護

發展公開、公平與無差別的競爭

重新界定普及服務
普及接近：任何地方、品質與可負擔的內容

對使用者提供好處、便利的保證

避免實質壟斷

圖 7- 2　視聽媒介規管的基本元素

                      資料來源：Feijoo, et als., 2007, p. 283

表中提及的普及、互連、競爭、實質壟斷，以及消費者使用，都是環

環相扣的概念，也就是說，今天國家在思考傳播規約時，已經不能單獨、

個別的來分別檢視，石世豪（1999）認為傳播監理雖可分為結構與內容管

制；然而「內容管制 = 管制全部－結構管制」是一種迷思，二者若無法相

輔相成，就無法達到最大效益。尤其在匯流紀元，如果規管機關將規管切

得過於枝微末節，見樹不見林，愈規管可能成效愈差。

第六節  小結

大家都承認對內容的規管是個敏感話題。從有媒體以來，政府的管制

核心其實更在乎內容，因為害怕內容造成的傷害（不論是對執政者或是對

人民），所以進行結構管制。或許說，過去經濟學家如果重視結構，傳播

學者就不可能不論及內容的影響，事實上，大眾傳播學，不論起源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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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心理學或是心理學，關注媒介效果，主要出發點均以媒介在民主

發展中的重要角色為前提，尤其以美國為首的經驗學派更強調有充分資訊

的公民是健康民主社會的基石，而不論哪一種批判學派的學說，都體認媒

介如果被壟斷、或是內容造成傷害，就希望政府立法來加以規範（最近旺

中案的討論，就不時聽到言論集中、多元性不足等問題，認為會對社會發

展、民主品質有所傷害）。

歐 洲 近 年 提 出「 民 主 不 足 」(democracy deficit) 的 概 念 (Kaitatzi-

Whitlock, 2008, Gripsrud, 2008 )，是由公共論域的討論延伸出來（Bee & 

Bello, 2009:139），普遍憂慮過去歐洲優良公共廣播電視系統的輝煌歲月

不再，不論視聽媒體是線性或非線性，過份重視商業利益時，直接對社會

造成的影響即為民主不足。本章花相當的篇幅介紹歐盟對視聽媒體服務指

令的調整，說明在一個百花齊放的紀元，從大眾媒體到網際網路上數不清

的內容，如果完全要依恃政府規管，根本不可能，如何一方面既維持創作、

表意的自由，又同時不造成傷害？就是內容規約最核心的關注。

本章繼續前面的討論，從結構規管到內容，過去內容產製、傳輸多發

生在國內。現今內容的發生地與傳輸已經沒有國境，網際網路的發展讓內

容的流通完全沒有限制，更增加了規管的困境。同時目前又流行討論文化

創意產業，認為是為國家軟實力的一部份，國家應該培植內容產業，好在

國際上一方面展現一國的文化實力，另一方面賺取經濟利益。英國的例子

是成功的，但許多國家發現公共論域愈受商業的侵蝕，就希望國家的介入

更為積極。

但政府介入內容的規約有其政治、社會、文化等不同意涵，文化上，

政府如果因為介入內容產業，而創造更良好的內容產製環境，或許還較易

為大家接受，但環諸國內外，成功例子不多，最為嚴重的是政治層面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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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每個國家民主發展歷程各有所不同，但嘗試擺脫政府介入媒體內容的

規約則是放諸四海的共識。一旦介入，就有控管的陰影，不論事前或事後，

寒蟬效應多少存在。「不管就是最好的管」，雖有一點禪意，但在那一天

還沒有到來之前，政府的介入還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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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英國衛報專欄作家 Oliver Burkeman (2012.4.15) 最近表示「這

年頭對於網際網路許多的爭議紛紛占據了新聞版面，這些爭論包括中國

的「網路防火長城」、維基解密、智慧財產與隱私問題、英國政府打算

擴大偵查電子郵件的權限、臉書與隱私問題、色情與恐怖活動、還有電

腦駭客組織 Anonymous 和 LulzSec 等的網路攻擊事件，這些爭論其實都

歸於一個基本問題：網際網路究竟應該是一個「開放」場域，--- 一個充

滿無拘束言論、個人組合與眾多混亂之處 --- 還是應該維持「封閉」和

受管制的狀態，隸屬現行政治、管制和法律的管轄架構之下？」 http://

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2/apr/15/commotion-wireless-new-america-

foundation?intcmp=122

註二：網際網路內容（含 Youtube、Blog、Vlog、聊天室、網路論壇）

等網際網路內容係一範圍相當寬鬆且尚無明確定義之名詞，泛指使用者透

過網站業者所經營之各式各樣之平台，包括部落格（Blog）、社交網站（如

Facebook）、影音網站（Vlog 或 YouTube 該類網站）、聊天室或網路論壇，

觀看包括文字、圖像、動畫、語音、自製視訊、專業節目或影片等內容。

目前大多數國家對於網際網路內容採取較為低度的管制規範。

註三：「頻道法」，內容乃經過編輯的，所謂節目乃指依排定次序及

時間，由一系列影像、聲音及其相關文字所組成之獨立單元內容。

註四：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AVMS) 在本文中譯為「視聽媒體服

務」，也有一些學者（江耀國等）譯為「影音媒體服務」指的都是以聲音、

影像、多媒體、、展現 2D、3D 等影像、音效的新發展。

註五：線性服務係指依固定節目表播放之服務，如電視廣播；非線性

服務則指用戶可從媒體服務業者所提供之節目中，選擇欲接收之特定節目

及決定何時接收之隨選影音媒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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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為實施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歐洲自製」（European Works）

的概念，應該在各會員國管轄範圍內，考量歐盟法規和視聽媒體服務的目

標，視媒體服務提供者的情形，更細部加以定義的可能性下，進行無差別

待遇地定義。（See AVMSD, Recital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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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超級盃的珍奶事件：歌手珍娜傑克森（Janet Jackson）2004

年在全國轉播的節目超級盃足球賽現場轉播的中場表演時間，珍娜與藝人

賈斯汀同台表演時，短暫裸露其胸部，隨後 FCC 就對 CBS 開出 55 萬美元

罰鍰。鬧出露乳事件的上訴案，已進入最高法院是否審理的階段。這是一

則由無線電視所播出時間極短不雅畫面或言語的案件，而且牽涉到言論自

由的最新發展。在 2011 年 11 月一項聯邦上訴法院作出的判決，有利於該

（無線）電視網與旗下的關係分台，並認為 FCC 的裁罰不當。爭議的種點

有：無線電視台以現場和錄製方式播送節目，出現褻瀆與性內容時，FCC

的執法政策是否侵犯這些無線電視台的言論自由，目前此案還在上訴中。

(2012 年 4 月 18 日 )http://edition.cnn.com/2012/04/18/us/scotus-wardrobe-

malfunction/?hpt=us_c2

附錄二：匯流或是聯網電視因結合了節目播放、隨選視訊服務和開

放性的網際網路服務，被視為更近於類電視 (TV-like) 的收視經驗。因

此觀眾們希望在聯網電視上播放的內容，能比那些用個人電腦和筆電收

看的內容受到更多的管制。保護兒少以避免受到有害內容的傷害被視為

現行管制體系內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大多數的人要求，兒少保護的程度

或是更佳的防護措施要延伸到更多視聽服務和播放平台上。另外，觀眾

們希望監理機關能提供更多的資訊，讓他們能清楚了解哪些內容是受到

管制，哪些內容不是，作為他們所能了解的整體法規的一部分。http://

media.ofcom.org.uk/2012/01/25/speech-to-the-oxford-media-convention/?utm_

source=updates&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speech-25-jan

附錄三 : 歐盟執委會在今年 5 月 7 日公布了第一份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的執行報告。根據新聞稿，今年下半年執委會即會對連網電視 (Connected/

Hybrid TV) 的影響進行公開諮詢〈檢討是否目前視聽服務指令的管制架構

能否規範聯網電視〉，此外對於廣告的規範以及執行的成效，也會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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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目前為止，除了波蘭、比利時外，其他二十五個歐盟的會員國都將

視聽指令納入國內的立法，歐盟執委會副主席 Neelie Kroes 說，「這份報

告顯示出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正在運作，但網際網路帶來的改變，如聯網電

視的出現意味著我們不能自滿」。聯網或雙頻（Hybrid TV）電視標示出「匯

流」過程中的新階段，將網際網路與廣播電視整合在一起，藉由將傳統電

視機附加聯網功能，使得使用者得以從節目資料庫（program library）中自

由選擇節目標題及額外的隨選服務及網路內容。聯網電視服務目前已在德

國和義大利推出，即將引進法國和英國。雖然現在很多銷售出去的電視機

都可以聯結網際網路，但只有 20% 到 30% 有真正的上網。歐洲現今總共

有 4700 萬台家庭聯網裝置，包括連網電視、電視遊戲機、數位電視機上

盒、藍光影碟播放器、付費電視上盒等。隨著越來越多人能接取更高速的

網際網路，以及越來越多的聯網終端設備和可用內容，預期聯網電視在未

來幾年將會成長相當快速。為確保歐洲民眾能充分受惠於這些新服務，透

過聯網裝置享有高品質接取視聽作品的同時也受到適當的保護，執委會將

在 2012 年底前針對聯網電視相關議題進行公開意見諮詢。http://ec.europa.

eu/avpolicy/reg/tvwf/implementation/report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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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走過百年 
-我國媒體與政治發展關係之演變

從傳播媒體與政治發展之關係來看，可分三個階段：從立國到政府遷

台，戒嚴到解嚴，以及解嚴迄今。民國建立到政府遷台這第一階段，歷經

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戰後重建，就孕育了新聞媒體與社會最緊密的

關係，但因為沒有電視，廣播也才開始，基本上是「印刷媒體」的時代，

需要識字率，更傳承中國人「立言」的文化底蘊，對社會變遷給予關懷，

印刷媒體的「菁英」屬性自無殆言，而各方勢力更應用不同的印刷媒體來

為其理念宣揚，這在世界各國均可看到類似的例子。

政府遷台，戒嚴時期，報紙的「三限」政策，雜誌的「先審」與事後

懲罰，都讓新聞自由的爭取成為自由派以及在野人士最重要的一項使命。

而廣播頻譜八成為黨政軍所有，三家無線電視台分屬省政府、國民黨與教

育、軍方，可看出如此控制，反應「白色恐怖」的社會氛圍。

新聞控制隨著傳播科技的多元發展而備受挑戰，黨外雜誌對台灣民主

的貢獻，值得多所著墨，而地下電台、第四臺以「非法」之姿，屢屢挑戰

制度，前者迄今問題不得解決，後者則在解嚴後、立法通過後合法化。

解嚴後，所謂第四台成為有線電視，一些以二十四小時新聞台定位來

對挑戰傳統老三台，讓老三台觀眾流失迄今，不能恢復，加上民視以在地	

	

（本文收錄於《中華民國發展史》，台北：聯經出版社，社會發展史，2011,47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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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出現、公共電視的服務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都讓無線電視台的生存、

發展與戒嚴時期截然不同。黨外雜誌則在解嚴後缺乏力道，紛紛走入歷史，

報紙百花齊放，但市場力吞噬一切，加上香港《壹周刊》、《蘋果日報》

以小報化編採進入台灣，文人辦報不敵商人辦報，商人辦報再加上政治力

的滲入，就編織成台灣現今媒體的生態。

第一節  從誕生、內憂外患到政府遷台

中國自古由宮庭辦報，所謂民間辦報最早是滿清時外籍傳教士辦報，

而後甲午國恥、戊戌政變後，革新政治的呼聲激盪而生辦報以推動政治的

新潮流，康有為、梁啟超以強學會書局為基礎，在北京、上海辦報，國父

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體認民智開啟的重要性，革命報紙不論在國內或海

外，不光與前者所謂保皇派報紙進行論戰，更在同時利用上海租界辦報來

宣揚革命理念。不少革命時期報人如吳敬桓、于右任（辦民呼、民吁、民

立三報）都是前仆後繼的希望運用報紙發生振聾發聵的效果（曾虛白，	

1969:9-11）

在曾虛白（1969，1986）編的「中國新聞史」中陳述革命黨的報紙中

公言革命的第一份報紙是「中國日報」，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意，

而保皇派的報紙著名的有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文人辦報，為自己堅信

的理念發聲，世界各國均是如此，各國報業史上這些例子多到不勝枚舉，

但是政論報的壽命都不長，一旦目的達成，報紙就不易繼續經營，而企業

辦報，終究屬較為長久的一條路。

民初報業還是「文人辦報」，地點以都會地區為主，乃因交通發達、

人口集中、文化水準高，同時多有租界，言論自由尺度相對較寬。雜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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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討論新思想的一些刊物介紹各種新思潮，著名的「新青年」後來成為

宣傳共產主義的大本營。一般咸認為倡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為雜誌，而非

報紙。畢竟思想的討論，乃非以時間為主要考量的報紙之主要功能。

從五四到北伐，軍閥橫行，北方報業難以發展，上海成為南方報業的

中心，國民黨於全國統一之後就努力辦刊物，其他左傾的雜誌也紛紛宣傳

其理念，各自爭取民心。國民政府從軍政、訓政到憲政，透過黨的機器掌

握輿論，國民黨的新聞政策在 1937 年 2 月五屆三中全會即已定調。通過

的〈本黨新聞政策〉第一條即是「全國報業以奉行總理遺教，建立三民主

義之文化為其最高理想。一切紀述作品以及對社會之服務，均須以三民主

義為準繩。」第六條：「對全國之報業應施行有效之統制，分別給予切實

之扶助，或嚴厲之取締，並於必要時收歸國家經營之。」	 ( 引自林元輝，

2006:137)，由這些政策綱領，可知媒體是為政治服務，管理媒體一直是國

民黨從一開始到戒嚴、解嚴均深信不疑的信念。從媒體的建立、扶植、管

理、打壓均以這種新聞政策來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抗戰時期及戰後的報業

蘆溝橋事變後，中國報業響應政府的號召，因本身條件各殊，學者認

為基本分成三條路線：第一條路線的目標是大後方，距離戰線遠，準備配

合著長期作戰的國策，做固定的新聞傳播中心。第二條路線的目標是戰區，

混在戰鬥部隊裡，準備跟戰爭進退作機動的新聞傳播站；第三條路線是留

在敵後（曾虛白，1969；賴光臨，1989）。抗戰期間大後方的中心是在陪

都重慶，那時候的重慶集合全國各路報紙：由南京遷渝的有中央日報、新

民報、南京晚報；由上海遷渝的有時事新報；大公報、益世報來自天津；

世界日報來自北平；掃蕩報和英文的自由西報來自漢口；商務日報、新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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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則為土生土長的重慶本地報；此外再加上一份共

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一共十四份報紙，掌握著自由區新聞傳播的

中心。

根據新聞學者（曾虛白，1969；賴光臨，1989）的看法：抗戰時期的

報紙外形上由大變小，單位由少變多，許多都市報化整為零，使得許多縣

市都有了地方報，雖然就銷量及普及情形言，不會很理想，但畢竟對民眾

知的需求，有所幫助，只不過物力維艱，要用什麼高標準來看是太過苛求。

抗戰期間，有所謂的黨報與軍報，前者以中央日報為首，社論由「黨

報社論委員會」供應，新聞則由中央社統一發佈，而軍報由軍事委員會政

治部策劃經營，而共產黨更重視宣傳，有的與所謂「漢奸」合作，因此除

了軍事戰爭外，意識型態的戰爭一直持續。抗戰結束，報紙更延續這種陣

營的分野而分成親共與反共兩個對峙的陣營，國民黨報系中首推中央日

報，中共及民盟系統在戰爭中在重慶有新華日報、延安為解放日報，民盟

則有民主報、文匯報較為著名，其他非政治性的報紙，有如天主教代表報

益世報，大公報、新民報、世界日報等（曾虛白，1969）。

在新聞學以及新聞意理的討論，常以大公報作為範例，尤其張季鸞提

出的「四不」（註一），在淪陷以前，大公報的表現的確是有很多可以大

書特書之處，但媒體畢竟不能自外於所在的政治、社會情境，大公報最後

留在大陸。一般認為其是「愛國」的，方漢奇（2004:5）文中「《大公報》

的愛國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堅決的毫不動搖的抗日態度上」，但是在《大

公報》的一百年文中，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描述大公報的貢獻，除記錄歷史、

見證時代、克盡言責、敢講真話等，卻也自我檢討「由於歷史和認識上的

侷限，《大公報》也有過迷惘和錯誤，尤其是三十至四十年代，對一些歷

史大世界的言論主張，表現了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一九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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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西安事變」就是一例」（2002:516），就多少反映出媒體不可能

與政治完全脫離的現實。

大公報

《大公報》於 1902 年 6 月 17 日創刊。報名釋義來自於「忘己之為大，

無私之謂公。」創辦人英歛之在《大公報序》中則說明，「報之宗旨在於

開風氣，庸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1925 年《大公報》因

軍閥混戰而停刊，值至 1926 年，在張季鸞、胡政之與吳鼎昌決心復刊《大

公報》後，新記公司《大公報》才又開始了新的生命。《大公報》復刊當

天，便刊載張季鸞以記者筆名寫的《本社同人之志趣》，是為「四不」；「不

黨」、「不賣」、「不私」、「不盲」。

中國新聞學大老方漢奇在《大公報一百年》書中寫「新記《大公報》

創刊後，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急劇變化：民國初立、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社

會、新軍閥混戰不止、北閥戰爭、十年內戰、西安事變、抗日戰爭、解放

戰爭、新中國成立。」《大公報》是中國迄今發行歷史最長久的一家報紙，

也是唯一一家創刊超過百年的報刊，1941 年曾獲得享譽全球新聞界的「密

蘇里新聞學院獎」，被認為是「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2002 年，

《大公報》慶祝創社百年，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說道：「《大公報》

的一百年可以涵蓋中國的二十世紀，從第一期到現在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

的中國現代史。」

通訊事業與廣播

一是因為傳播科技的發展，另一則因為戰爭，通訊事業與廣播在戰爭

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民國十三年春，那時尚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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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求新聞確實，宣傳普及，特由宣傳部組織「中央通訊社」。該會於

同年三月廿八日所發出之第廿九號通告中，曾說明該通訊社的任務：「凡

關於中央及各地黨務消息，與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教育、軍事，以

及東西各國最新近之要聞，足供我國建設之參考者，靡不為精確之調查，

系統之記述，以介紹於國人。」同年四月一日，「中央通訊社」即正式成

立於廣州越秀南路五十三號中央黨部內，此為我國第一個全國性通訊社的

開始。

其實民國以來，國人自辦之通訊社不斷在增加中。民國十五年，全國

計有一百五十五家；至民國廿五年，參加登記者，共計九百一十七家。除

註銷登記之ㄧ百五十八家外，實際尚有七百五十九家。在數量方面，這種

發展是十分驚人的，但在實質而言，除了「國聞通訊社」、「申時電訊社」、

「中央通訊社」與「國民新聞社」外，其他均係為個人鼓吹，或無久遠計

劃，毫無規模可言。抗戰把中央通訊社變成非常重要，畢竟戰爭物力、人

力都極度匱乏，中央通訊社除利用無線電的傳播，並吸收廣大戰區自己記

者潮湧而至的報導，然後把這些報導供應分散在廣大自由地區裡的各報，

中央通訊社在抗戰期中更重要的任務是把戰火中的中國，實況報導給世界

各國。

而二十世紀初，廣播技術可將遠方的聲音突破地域限制，是媒體發展

的重要里程碑，我國廣播事業的萌芽，一如我國現代化報業的發展，最初

由外人在我國設立電台。其最早者當可溯至民國十一年美國商人亞司蓬（P. 

Osborn）於上海創設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一座，電力五十瓦，因音質

不良，三個月後即行停播。戰爭、動亂更是媒體發展的大好時光，但是電

波、器材都是管制品，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民國十七年籌設「中央廣播

電臺」開始，至抗戰發生為止。此十年間，無論公營或民營電臺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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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順利而迅速，數量多而規模大。

從抗戰結束到大陸淪陷

以上均為中國大陸的媒體發展，而在台灣方面，因為日本佔領，沒什

麼新聞自由可言，但因為菁英份子與中國的連結，文人用文字表達情感、

意見，尤其「殖民地」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但人民「甚至閱讀自由都被剝

奪」（曾虛白，1969:505），而剛剛光復，國民政府接收的台灣新報改名

台灣新生報，隸屬台省行政公署宣傳委員會，由於本省同胞讀慣日本報紙，

壹、二、三版刊載中文消息，四版仍以日文出版，這是必較特別的。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原本蓬勃發展，惟因二二八事件，本土報業及報

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殺害或失蹤，而二二八事件後倖存的報業人士或企業

家，也因「白色恐怖」紛紛退出言論出版界（呂東熙，2002）。

在中國大陸因為共產黨勢力的增長，人民並未享受戰後的休養生息，

而共產黨擅於宣傳，文人的浪漫以及對「理想國」的憧憬，從五四時的左

傾雜誌開始，既使在抗戰期間因為「統一對外」而少批評國民政府，但勝

利後，國民黨、共產黨的媒體則各擁其主。

台灣本土報業：從日據到戰後

蔡錦堂整理日治時期台灣之傳播環境時指出，當時蔣渭水創辦《台灣

民報》全文以中文刊出，被稱為「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在知識份子與

仕紳階級支持下，《台灣民報》鼓吹「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政治、

社會運動；同情各項農民、勞工、婦女、學生運動。中國時報對台灣獨立

辦報的專題報導指出，《台灣民報》當時擁有堅強陣容，例如新文學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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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我軍、醫生兼小說家賴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等人。直到今日，

這些台灣知識份子灑下的種子還不時被提及，影響超越時空。

日本統治台灣時，留學生與台灣同胞在東京先後組成「東京新民會」、

「台灣青年會」和「台灣文化協會」，提出自治口號並發行刊物，1917 年

出版《台灣青年》，由於社長蔡培火在報刊內的反日言論，《台灣青年》

第一期便遭日本政府禁止，不允許在台灣登陸發行。1920年，《台灣青年》

改為《台灣》，1923 年改名為《台灣民報》並於東京發行，1924 年改為

周刊，直銷台灣；因全文以中文刊出，被稱為「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

1927 年，《台灣民報》經當時之台灣總督許可，遷回台灣印行，並在隨後

兩年，開創「株式會社台灣新民報社」，董事長為林獻堂，同年改名為《台

灣新民報》。

《台灣民報》由蔣渭水創辦，當時被認為是開啟民智、介紹新知，並

以批判立場反應本土輿論的報刊。另外，《台灣民報》對新文藝的鼓吹，

使之成為新文學創作的重要園地，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留下了第一手的史

料。楊傑銘 (2009)分析《台灣民報》中的新文學時便指出，張我軍擔任《台

灣民報》編輯時曾大量轉載中國新文學家的相關著作，其中以胡適、魯迅

為引介大宗，中國新文學在台傳播，除了傳遞反帝、反封建的價值外，也

帶著民族主義的色彩，豐富了台灣文學，使台灣在受日本現代化影響之虞，

同時也受到中國影響，孕育出在地的特殊文化。1937 年，由於日本政府的

新聞檢查制度，《台灣新民報》廢止中文版。1941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

所有新聞均由日本本營發布，1944 年，日本政府將台灣當時較具規模的 6

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日軍投降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接管《台灣

新報》，更名為《台灣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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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論報

中國時報對台灣獨立辦報的專題報導（99.11.17）指出，黨外省議員

李萬居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創辦《公論報》，堅持超黨派的民間立

場發聲，是戰後最有影響力第四權。李萬居辦報《公論報》這份民營刊物

在中央政府遷台初期和政府的新聞政策對話。對李萬居而言，創立《公論

報》是為了實踐自由的理想主義，也希望透過辦報立言，傳播自己的理念

與主張。每逢創刊紀念日，便自述辦報理念，「本報刊行五年所持的態度

是一貫的：宣揚自由思想，堅持公正批判。」在如此的理念之下，《公論

報》始終陷於政治和財源壓力，編輯與記者們也因此經常犯言忌而入獄。(

戴婉真，2009)

《公論報》在李萬居堅持反映民意的立場下，成為 1950 年代台灣言

論界的重要代表，社論中也明白地表現出該報支持自由主義的立場，其後，

在民主憲政相關議題的態度上，該報表現出和執政當局截然不同的思考。

《公論報》撐了十四年後停刊，多少也說明在戒嚴時期，要與當局唱不同

調的艱辛。

第二節  1949-1988 威權時代的媒介管制

威權時代的媒介管制

國民黨因襲列寧式的政黨觀念，在正式政府組織之外，另有平行的黨

系統存在，於是形成一種「雙元體系」，一方面以總統為名義上的國家領

袖，另一方面是以國民黨為黨最高領導，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國家」只

要掌握政黨二元關係即可（彭懷恩，2009:161）。政府到台灣以後，權力

中心就一直是蔣氏父子以黨最高負責人為中心的權威結構。由於有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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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失敗的經驗，國民政府到台灣對媒體是「戒慎恐懼」的，民國四十年

（1951），政府以「節省紙張」為由，停止新報紙登記（限照），現有報

紙每份發行張數限三大張以內（限張），印刷廠只能在一地（限印）。這「三

限政策」持續到解嚴。( 楊秀菁，2005；郭良文、陶芳芳，2000)

如果說八二三砲戰後，兩岸局勢漸趨穩定，韓戰結束，反攻大陸無望，

越戰反而幫助台灣經濟，民國五十年（1960s）台灣經濟開始起飛，經濟發

展帶至政治民主化，因此既使 1970 年代國府的主要靠山美國與中國簽訂

上海公報	(1972)、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1978.1.1)，台灣不因此就變成「海

上的孤兒」（套用越南淪陷時的一個詞），台灣經濟好，人民生活相對富

裕。	對媒體的掌控也有一些寬鬆，簡單的說，蔣介石的「硬性威權主義」

與蔣經國的「軟性威權主義」，對媒體控制的心態一致，手段還是有所不

同。

主要媒體「侍從」的特性縱橫戒嚴時期最為明顯，而在漫長戒嚴時空

中，媒體受到的控制正如許多威權國家一般；最具指標的，在蔣介石政權

的雷震事件、而蔣經國政權的美麗島事件及黨外雜誌的異聲，甚至後來民

國七○年代（1980年代）出現的第四台，都屬媒體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自由之火在蔣介石時代不易點燃，但到蔣經國政權時，對「大媒體」控制，

對「小媒體」張一隻眼閉一隻眼（李金銓，1993）終致民主成熟，宣告解嚴。

白色恐怖

從 1949 年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至 1987 年，共長達 38 年，

戒嚴時期思想、行動控制常以「白色恐怖」稱之，藍博洲 (1993) 指出臺灣

白色恐怖的具體特徵；如運用多種條例，企圖全面控制人民政治、經濟、

社會，甚至文化和精神的內涵。而多元情治特務系統在形式上最終集合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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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指揮權來自蔣介石。台灣省警備總部根

據「戒嚴令」第三條第六項「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

與第四條「戒嚴期間，意圖擾亂治安」，「依法處死刑」的規定，
1
制定《台

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該辦法第二條規定：「凡詆毀政

府或首長，記載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散布失敗投機之言

論及失實之報導，意圖惑亂人民視聽，妨害戡亂軍事進行，及影響社會人

心秩序者，均在查禁之列」，1 等於將舊《出版法》禁載事項「違反三民

主義者」，及《出版法》修正草案中為人所詬病的「意圖損害公共利益或

破壞社會秩序者」和「出版品不得為妨害本國元首」名譽之記載，移植到

《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裡。該辦法隨警備總部制度的

變更而有多次修正，而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臺灣省戒嚴期間新

聞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固定下來。蔣介石到台灣後，思想控制最著名的

案例當屬「雷震案」。

雷震與自由中國雜誌

雷震原出生於浙江，抗日戰爭獲得蔣中正的信任和提拔，擔任國民參

政會副秘書長等要職。1949年雷震來到臺灣，並於同年得到蔣中正的支持，

開辦《自由中國》雜誌，由胡適擔任該雜誌的發行人，雷震則為實際的負

責人。《自由中國》初期站在「擁蔣反共」立場發言，與蔣中正關係密切。

然而隨著時局變化，蔣中正威權色彩日漸增強，雷震結合國民黨內的

開明派和黨外的自由主義者開始宣揚反對黨理念，《自由中國》因此逐漸

成為臺灣在野勢力的發聲力量，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卻也為此面臨許多

1 新聞，〈戒嚴期間防止非法行為 警備總部訂定兩項方法〉，《台灣新生報》1949 年

5 月 28 日，第 5 版；《台灣省政府公報》1949 年夏字第 67 期 (1949 年 6 月 23 日 )，
頁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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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登夏道平的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1956 年出版「祝壽專號」，是自由派人士向蔣總統

建言之總集，也一樣地引起當政者的不滿。1960 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

同聯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

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然而，籌組新政黨

「中國民主黨」的計畫並沒有成功，9 月 4 日，雷震被軍事法庭以「包庇

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謝漢儒，2002）。雷震案凸顯了

既使與蔣氏政權曾經非常密切的友人或部屬，一旦挑戰其威權統治的正當

性或權威，當局還是斬之而後快，但其灑下的種子在後來媒體人爭取言論

與出版自由上，漸漸茁壯（見何榮幸，2008）。

媒體管控與發展

檯面上，蔣氏政權對媒體的控制由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簡稱文工會）

來進行，文工會、新聞局，一個政黨、一個官方，就決定國內媒體的負責

人與高級主管。至於警總、軍方的角色當然也在不同情境中發生關鍵性影

響。平面媒體方面，報紙從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等屬黨政軍、台

灣省的官方報，到既使是民間辦報，仍需要與官方維持良好關係，否則難

以生存，這就是標準「侍從主義」的特徵。而在電子媒體方面，這種結合

更為明顯，三大無線電視台，台視股權屬省政府、中視為黨營電視台，華

視則由軍方、教育部掌握絕大多的股權，所有董事長、總經理完全有中央

指派，專業與否則不是考慮的重點。廣播電台共有三十三台，其中軍公營

的有十二台，黨營的一家，以及民營的二十家。

1980 年代興起的本土報業，除了《自立晚報》外，幾乎都是地方性報

紙，雖都曾在地方扮演重要角色並發揮影響力，但因報禁影響，使得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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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受限印報時間、人口結構、教育條件、工商業發達與否影響甚鉅，以

致無法與設置在大台北都會區的《中國時報》及《聯合報》抗衡，另一方

面，本土的地方報業也受到黨、公營媒體在地方的競爭，生存格外艱辛，

而位於台北的部份本土報業，則因為黨政力量的介入，或被奪去經營權，

如《公論報》( 現為經濟日報 )，或被迫遭收購，如《農工日報》( 前身為

工人報，現為工商時報 )，或被迫退出經營，如前《聯合報》發行人林頂立，

前《聯合報》董事長王永慶均是，使得中時、聯合報系在報禁解除前，利

用上述因素及本身的專業取得有利地位，逐漸成為報團（呂東熹，2008：

48）。

戒嚴時期無線頻譜被嚴格控制，學者認為（林麗雲，2003；陳炳宏，

2009:46）我國在民視成立前，三家無線電視事業體之企業制度與資本結構

均屬於政（黨）商合營，也就是政府控制的商營企業，成為執政者控制意

識型態的機器，以及資本家獲取最大利潤的工具。蘇蘅（2002:175）則認

為 1962-1970 年間，形成三家寡佔的態勢，電視業務快速成長，電視台不

用真正面對市場、、、台灣電視制度即是一種被『發明』的尋求既不違背

黨政要求，同時又能滿足市場利潤的電視新聞組織運作方式。

蘇蘅（2002:176）認為「從內容來看，台灣早年電視新聞控制主要是

自我管制代替直接監控，通常兩者並行不悖，但自我監管是一種更常見的

介入方式。電視新聞的報導議題和政府經濟建設、反共國策有積極的對應

關係。但也因為警總、文工會經常對敏感新聞下達政策指示的「強控制」，

形成多元交織的監管方式。電視新聞在國家嚴格控制的政治新聞領域基本

上是一元化論述的傳達，不但沒有自主性，也不可能出現與黨國主流論述

對話、協商甚至對立的可能性」。而以我在電視台新聞部工作的經驗，一

方面電視台高層主管大部分是政治任命，一旦遇到重大事件，他們會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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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那些能播，哪些不能播，偶而偷渡一些資料，沒事時沒事，出事了

就趕快做彌補。		

電視台一方面反映台灣經濟成長的成績，娛樂節目充斥，一開始連續

劇以「反共」（如「寒流」等）、大陸劇（如「長白山下」）等為主題，

後來各式題材均出現（蔡琰，2002），但不可諱言本土劇相對來說，相對

邊緣，只是聊備一格。因為經濟佳，廣告成長快速，資料顯示每年度的電

視廣告量，均呈現正成長，三台也享受了廣告所帶來的巨大收益。電視廣

告的榮景，一直延續至七○年代末，在這個開放競爭的時期中，電視廣告

的成長，初次顯現挫折，產生質變（鄭自隆，2002）。

因為經濟發展、國民所得增加，電視成為人們娛樂的主要來源，新聞

受限於時間、管理又嚴，綜藝、電視劇的水準與品質並未隨著社會進步而

提升，新聞局固然根據廣電法可以加以管理，然而學者認為「條文雖存，

電視劇內容卻普遍缺乏民主與科學精神，大多數徒具娛樂而無教育價值，

妨害善良風俗之例比比皆是，即便新聞局廣電處一向對不適宜觀賞的內容

提出警告和處分，仍無法使電視劇的水準更上層樓。」（蔡琰，2002），

綜藝節目水準也是參差不齊，根本原因在於電視台負責人均為政治任命，

對電視發展並沒有一套想法，一直到解嚴，這麼多年電視發展交出的成績

單並不理想。

戒嚴三十餘年間，政府控制廣電媒體較控制平面媒體容易，因為電波

由國家嚴格控管，一般人既無金錢，又無技術來辦電視，廣播方面亦然，

在澄社報告《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1993）中，鄭瑞城與王

振寰都特別強調「控制權」。王振寰（1993:116）提及「廣播電台不是直

接控制在軍方，國民黨的手裡，就是在與軍黨關係密切的私人資本手裡」。

由於企業民營電台在財務與頻道方面處於極弱勢，根本無法與軍方及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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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台競爭。

侍從主義與專業主義

從上面的說明中可知，大媒體只要配合政府政策，均可相安無事。研

究威權政治的媒體會談及威權黨國容忍 Linz（1974）所說的「有限的多

元」，媒介在政治上的限制很嚴格，在非政治領域則有相當的自主權，

這是典型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引自李金銓，1993，

2009）。李金銓（Lee, 1993:2）以為分析台灣戒嚴時期的媒體，要以國家

「三結合」(triple alliance)—— 國民黨、政府與軍方的關係來加以檢視。他

認為台灣的國家政權如同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權政權」，一手拋胡蘿蔔一

手揮大棒，私人關係是侍從結構的潤滑劑，關係互惠但不平等（李金銓，

2009）。

在這樣的氛圍下，專業難抵政治有形、無形的干預，彭家發認為台灣

主流報業爭取新聞自由向來表現被動：「在威權之下，…只有部分新聞界

人士，在「雷震案」和「修正出版法」等事件上，曾為「類新聞自由」出

過力、抗爭過外，其餘歲月大多數只求相安無事。可以說，台灣之有歐美

式定義之新聞自由，實拜政治自由化所賜，是政治自由化後之副產品，而

非如歐美那樣，有爭取的空間和求義不怕死之士」（2000:186-187；引自

羅世宏，2008）。陳國祥 (2008:44) 也認為「…媒體絕對不是爭取言論自由

的先鋒，而是黨外人士在第一線、在議會、在政見發表會場合或是在黨外

雜誌擴張了新聞自由的空間，媒體跟進」，另外林元輝 (2009:139) 則認為

「處這種時代，形格勢禁，想以專業自持，戛戛乎難，遑論精進專業。總之，

無愧專業核心精神的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已淹沒於時代凶浪中，如雷震與

《自由中國》、李萬居與《公論報》。能倖存的，鮮不神形支離，難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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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全貌，李玉階、吳三連等人與《自立晚報》何嘗不然？」

但是專業表現也不是毫無機會，張作錦（1997）以為在威權政治下，

新聞自由受到箝制，媒體只有「邊緣性自由」，鄭瑞城（2008:7）在為《黑

暗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寫推薦序時說「在那樣的年

代理，媒體習常是統治者的工具，記者習常是統治者的幫手，由不得新聞

專業扮演和作祟。而這群新聞人 (指書中的新聞工作者 )中的大多數人、、、

卻堅持新聞專業理念，以強烈的使命感、正義感和理想性，堅持正確地報

導事實真相，堅信媒體和記者既是穩定、更是改革社會的重要動力」，也

就是說既使到今天，對戒嚴時期的媒體表現，如果完全否定新聞人的專業

表現，也不盡公平，畢竟在巨觀層面，媒體人擁有的新聞自由很有限，但

在微觀的新聞處理上，不少記者仍是謹守新聞專業的，而對兩大報的發行

人，認為他們完全屈從「侍從身份」也不盡公平，一些檢討認為他們兩位

發行人在保護記者的專業表現上，還是值得肯定之處 ( 如司馬文武、楊憲

宏 )。

而對於戒嚴時期台灣媒體的研究相當多，簡單說可以分為「支持派」

與「批判派」，前者如曾虛白、李瞻等以政大新聞系等教師為多，不論是

「擁護國家政策」、「三民主義新聞學」等，均要求媒體共體時艱，而後

者從李金銓、林元輝、林麗雲等就從批判的理論對「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李金銓語）提出媒體受到的控制，對民主政治發展甚為負面，至少在戒

嚴期間，學術界少有對黨國控制媒體深沈的批判，司馬文武（2008:75，出

自何榮幸，2008）在反省戒嚴時期記者角色，以及媒體被打壓的種種例子

時就說「當時傳播學界更是令人失望，不但沒有一位學者站出來，幫黨外

雜誌說句話，更糟的是，有些學者根本就是國民黨文宣系統中的人，完全

就是為國家發展主義喉舌 ...」，這或許也是一種「侍從」的表現。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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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以降，新生代學者的批判多以批判學派的理論為基礎，使得人們在

檢視戒嚴時期媒體表現有更完整的面貌。

黨外雜誌對民主的貢獻

如果說蔣介石政權迫害言論自由的標準案例是「雷震案」，蔣經國統

治期間，引起最翻天覆地的事件則為「美麗島事件」。一般認為「美麗島

事件」的發生有著一段很長的歷史淵源，並非一偶然突發的狀況；威權制

度之下，七零年代，隨著經濟起飛後人們更積極爭取參政權，出現一連串

街頭抗爭活動，朝野之間的關係劍拔弩張，就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黨外

雜誌《八十年代》與《美麗島》分別在 1979 年六月和八月創刊 ( 薛化元等，

2004：103)，這兩份雜誌在當時深具影響力。透過「美麗島」雜誌，黨外

菁英力量得以聚集，藉由雜誌和演講宣傳理念。一些資深的新聞人回想當

時媒體表現，有的（如司馬文武，出自何榮幸，2008）認為「記者是記者，

不應該參與政治」，不滿蔣氏政權是一回事，參與反對運動是另一回事，

不需將這兩種不同的事兜在一塊兒，但是就像中外舉不完的例子，政媒關

係極為複雜，什麼是旁觀者，什麼是參與者，旁觀者永遠旁觀是有，但變

成參與者更多。

在社會氛圍上，1978 年 12 月原訂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卻由

於 12 月 26 日，中美宣布建交，蔣經國根據「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的緊急

處分權，宣布中止選舉，使得黨外人士參與政治的管道受阻，只能轉向街

頭發展。( 薛化元等，2004：105)。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雜誌

社預定於高雄舉辦演講，演講申請卻被執行戒嚴令的警總駁回，然而因過

去曾有到了最後階段才被許可的例子，「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如期舉行演

講。對此，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軍警嚴陣以待，且由於數量龐大的軍警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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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往演講的民眾，引起美麗島民眾展開遊行，並在遊行過程中和警方發

生衝突，釀成一場大衝突。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治安單位馬上逮捕美麗島事件重要人士，

並對此展開軍法大審。當時主流媒體把所有黨外人士都醜化為暴徒。」曾

任	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旺台（出自何榮幸，2008）說「在全國媒體都排

山倒海地報導美麗島事件時，國民黨政府也將新聞操作成『暴民先暴』，

官方不得不『鎮』。每天電視上都是流眼淚、被打的憲兵，他們的母親傷

心欲絕，淚訴著兒子被打得不成人形、新聞局發動影歌星去獻花給受傷軍

警等等。電視不斷播報「美麗島暴徒」的相關新聞。塑造出來的氛圍，就

像真的一樣」，這當然是典型威權控制下媒體再現的真實，「新聞偏差」

或「媒體偏差」固然一直是新聞學者研究的一個主題，但畢竟研究歸研究，

「狗吠火車」也無法撼動任何主流媒體繼續「侍從」的角色。

「美麗島」事件對臺灣影響深遠，就政治面而言，「美麗島」事件帶

領臺灣逐步走出威權制度；就社會面而言，它賦予臺灣傳播媒體新的樣貌，

黨外雜誌勃然而興。林清芬 (2005) 指出，在 1980 年底所發行的黨外雜誌，

常常發行不超過兩期就被停刊查禁，然而在 1981 年間，黨外雜誌的發行

數卻突然升高，光是 1981 年一年間，坊間就有十本黨外雜誌陸續發行，

包含《政治家》、《縱橫》、《進步》、《深耕》等。1980 年代的黨外雜

誌，可說是呈現百花齊放局面。

沈超群 (2007) 指出，解嚴之前，相關的政府法律與政策嚴格限制新報

紙的成立，使得周刊或月刊式的政治刊物在反對黨間盛行，為反對人士提

供了批評黨國政策及宣傳不同於政府言論的管道，這些刊物的言論往往打

破禁忌，為當時的民眾提供了不同樣貌的觀點，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司馬文武（出自何榮幸，2008）則說「其實，黨外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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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並沒有多偉大，只是當時台灣社會剛好需要這個東西。我們得到很多鼓

舞，也有很多人捐錢，還有人把我們視為英雄，但黨外雜誌是大環境的產

物，沒有人能稱得上是居功厥偉的人…當時剛好有那樣的社會經濟條件，

例如讀者、市場、通路、印刷廠，可以維持黨外雜誌的運作。剛好中、小

企業很多，印刷廠很多，政府很難控制。也剛好有很多知識份子，無處表

達自己的意見，黨外雜誌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台大新研所在解嚴後二十年，出版了《黑夜中尋找星星》（2008）訪

談了十七位「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訪談對象不論是曾在黨報（如

薛心鎔、黃肇珩）、兩大報（周天瑞、王健壯、黃年、戎撫天、南方朔），

更多都是曾幫黨外雜誌（司馬文武、李旺台、余國基、李永得）工作或撰

稿，他們分別說明自己怎麼走過戒嚴，更多少懷念那種「為理想」而過著

真正「新聞人」的日子。

第三節  解嚴後百花齊放的台灣媒體

解嚴、開放、市場力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政府解除報禁，一時之間，好不熱鬧，空氣之間

洋溢著窒息後的解放。等待好久的機會究竟帶來什麼樣的挑戰呢？平面媒

體固然在戒嚴時間對民主發展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但媒體畢竟不能自外於

社會，社會愈多元，媒體也內在、外在更多元，報紙在解嚴後，新報紙紛

紛出現，而因為斯年正值漢城奧運，小耳朵轉播賽事，欲突破無線三台僵

化的轉播流程，加上選舉的頻繁，黨政軍控制的電子媒體已經不能滿足民

眾的收視需要，隨著報禁解除，開放電子媒體的申請勢在必行，從有線電

視法的制訂、衛星電視法的規劃、無線電視法的修正…，在在顯示政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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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體認到這種勢不可檔的電子媒體潮，可是體認歸體認，是否真認真規劃

則是另一回事（李金銓，2009；陳炳宏，2009；羅世宏，2009）。

二十世紀末國內媒體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包括報禁解除、有線電視法

通過，將非法第四台合法化，接著就是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壹傳媒進入台灣

市場這個發展。週刊與接著出刊的蘋果日報，由於印刷精美、照片鮮明、

重視狗仔式的新聞採訪手段，引起國內媒體生態與內容呈現根本的改變，

偏偏這幾年國內經濟不景氣，廣告量無法大量增加，在小小台灣媒體的競

爭就相當慘烈（彭芸，2006）。

其實從解嚴後，國人眼見媒體開放，一時很開心，但也眼見媒體因為

競爭而墮落，政府更因為沒有完整的媒介政策，戒嚴時期的文工會、警總

沒有了，卻讓市場力毫不顧忌的在這塊土地上橫衝直撞，政府一直都是「以

拖待變」來處理媒體的發展（直到今日亦復如此）。李金銓（2009:11）

認為「早期戒嚴早已嚴重扭曲媒介的市場秩序，在報禁解除前後，若干微

弱的聲音曾經一再呼籲當局趕緊建立健全的遊戲規則，只有公平的環境才

能自由競爭。當局置若罔聞，根本沒有配套措施，一方面驟然開放報業市

場，一方面積極維護國民黨的電視壟斷，使扭曲的市場繼續扭曲，其結果，

二百多家報紙趕著進入市場，只有少數能夠生存，其他盡遭淘汰。此時國

庫不再通黨庫，黨國媒介砍斷了津貼，迅趨式微，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

和《中央日報》先後被迫關閉；省政府控制的《台灣新生報》和《台灣新

聞報》，以及軍方轉讓民營的《台灣日報》都紛紛成為歷史的陳跡，讓那

些只靠特權領津貼過活的媒介壽終正寢乃應有之義，毫不足惜。但戒嚴時

期言論比較持平的《自立晚報》，在解嚴以後創辦早報，也都在失序的市

場競爭下成為祭品，更可怕的，整個媒介的市場秩序和文化品味進一步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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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市場力的影響決定了媒體的內容與風格，但不論平面媒體或

電子媒體難以忘情政治，「在報紙方面，解嚴後躍升第一大報的《自由時

報》老闆也參與政爭。1990年代初期在國民黨分裂的紛爭中，當《聯合報》

站在非主流派的立場與李登輝對壘時，《自由時報》則力挺主流派李登輝。

接下來，正如兩大報老闆於 1969 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一樣，林榮三也

在 1993 年起擔任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在此同時，《自由時報》也打出『本

土牌』，標榜自己是『一份為兩千一百萬人所辦的報紙』，藉此與兩大報

團區別開來』（林麗雲，2008）。

在戒嚴二十年的回顧時，何榮幸引黃年一句話 ( 何榮幸，2008:55)「戒

嚴時期，當局用一種方式扼制新聞自由；解嚴以後，當局則用另一種手法

扼制新聞自由。例如，當年的警總、新聞局、文工會針對新聞個案管制，

但民進黨的一句『統派媒體』，則是全盤否定及滅殺新聞媒體的民主憲政

角色。」在《關鍵力量的沉淪 ── 回首報禁解除二十年》中，丘奕嵩（卓

越新聞獎基金會，2008:9）說「縱觀九Ｏ年代，向自由化靠攏的報業市場，

黨政軍力量日益式微，操控新聞的黑手雖然退出，但報業老闆的意識形態

仍箝制著新聞人的春秋之筆。新聞工作者不再是威權制度下黨政的打手，

卻有意無意地成為老闆好惡的執行者。表面上，新聞自由的空間更開闊，

然每家媒體仍有其不得觸犯的言論禁忌。」而政治取向的傾斜在往後的日

子更是相當明顯，民國九十九年五都選舉之前，洪秀柱委員指責「三明治」

吃到快吐了，多少說明媒體離專業似乎愈來愈遠了。

除了政治力赤裸裸介入外，九零年代初，因為香港「壹週刊」及「蘋

果日報」到台灣發刊，將香港的小報文化帶到台灣，影響迄今，許多論文

均有討論，而嚐到甜頭後，繼續往影音方面發展，如果「壹電視」這種多

媒介平台與動畫可以成為民眾收視的平台及內容，就會是下一波影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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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生態的震撼彈。

第四台合法化、無線電視逐漸失去影響力

外在變化永遠大過於政府或法規的規管速度，尤其傳播科技不等人，

經常的選舉，候選人都需要舞台，電子媒體的「煽動性」本來就超過印刷

媒體，因此第四台在戒嚴沒有合法化時，就打帶跑得強制上壘，解嚴後也

在利益階級的遊說下合法化，地下電台亦復如此，政府規劃不周，沒拿到

執照的，大喊不公平，不是走入地下，要不等下一次開放，拿到的，轉手

賺一筆，也未必有心經營，而合法的電台又多還在黨政軍的手上（鄭瑞城，

1993；洪瓊娟，2009），這種畸形的廣播生態也是「台灣奇蹟」。

郭立盺（2010）認為「解嚴之後，電子媒介仍然牢牢被當時持續執政

的國民黨政府控制。一九九 ○ 年代前段，電視仍只有官控商營的台視、中

視、華視老三台，全國性收音廣播電台則仍屬政府或國民黨所有；媒體組

織和言論空間沒有什麼改變，政治控制依然嚴厲，其他應運而生的商業性

或政治反對勢力的地下電台與電視台，則開始恣意蔓延。雖然一九九 ○ 年

代中後期，「有線電視法」規範了「第四台」的合法營運，民視與公視也

先後成立，但「有線電視法」、「公共電視法」以及民視，大抵皆是政治

或商業勢力妥協下的畸形產物 。」

有線電視法在一九九三年通過，第四台的合法化提供國人過去只有無

線台的另外選擇，由於台灣選舉頻繁，有線電視接近二十四小時新聞台提

供候選人接近選民的平台，有線電視系統由於經費的問題加上經營考量，

想要與無線台競爭綜藝節目、戲劇等，有其侷限，在第四台時代就已經發

現國人對選舉的「狂熱」，新聞台有著 SNG，即時新聞既刺激又能帶來收

視率，新聞台紛紛設立，選舉廣告以及影響力成為新聞台立足的基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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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性節目由於成本低、製作容易，各新聞台莫不大力投入，剛開始還嘗試

「平衡」各黨聲音，做到表面的公平，但兩千年選舉後就各擁其主，陳水

扁總統八年，第一任還對電子媒體的改革有一些想法與作為，到第二任則

因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這獨立機關成立，藍綠對抗嚴重，改革更在對抗

中消耗殆盡，二○○八年政黨輪替，第二屆通傳會想做的多，成就的少。

從一開始，政媒關係就極其複雜，不管執政或反對黨對媒體都不可能

「放過」，戒嚴時期的黨外雜誌開始，反對黨當然不會放棄任何可以進入

「新」形式媒體的機會，根據陳炳宏（2009:49）的研究 :「起初第四台大

多是由地方派系結合地方人士所經營，提供民眾另一種電視服務的選擇，

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展，以及影響力的增加，業者時而感受到政治人物（特

別是反對黨）急欲介入經營的壓力。但是執政的國民黨亦不甘示弱，共出

資 40 億成立博新公司，除規劃成立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外，也規劃大舉收

購第四台，最高紀錄曾投資全台九家有線電視系統。從這些舉動都可以看

出政黨與政治人物對有線電視還很有興趣，除可利用電子媒體增強其政治

影響力的優勢外，對執政者而言還兼具抑制反對勢力擴張的功能，也導致

解嚴後的民國八十年代，有線電視系統成為執政的國民黨與在野的民進黨

進行媒體宣傳攻防戰的重要場域。」

其實在戒嚴時期，第四台利用跑帶子也逐漸建立了部分不滿無線三台

觀眾的收視習慣。解嚴之後，九零年代初，因著衛星電視的出現，有線電

視法一通過，台灣電視好像掙脫桎梏，從 1993 年 TVBS 創台，打破無線

台的壟斷，此後有線電視台呈現起飛的成長曲線，期間經歷 1995、1996、

1997、1998、1999 年諸多重大事件，包括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1996 年

飛彈危機、香港 1997 年回歸、921 大地震 …… 等等，可以說與台灣生命

共同成長，與觀眾共享歷史記憶。直到公元2000年，在總統大選的催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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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台年輕、敢衝、24 小時全時段、人民觀點的產業優勢，使得有線

電視整體產業的營運績效攻頂成功，不論是總產值、收視率、影響力，都

超過無線電視，正式終結了無線電視台獨大的地位。

攻頂之後，產業進入成熟高原期。2004、2005、2006 年大環境萎縮，

2007、2008 年也難樂觀。景氣低迷，廣告大餅逐年萎縮，各家電視台（集

團）排名大洗牌；對照報業的發展更為艱困，2005 年中晚宣佈倒閉，2006

年民生報也棄守。這段期間，也正是國內觀眾對電視台的不滿累積最快速

的兩年，不僅各家報紙都無法倖免於「蘋果化」，不論是版型、主打議題、

狗仔式採訪方式，連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資訊節目也向蘋果靠攏，甚至

新聞室日常營運的氣氛、文化，都已經悄悄轉變（陳依玫，2008:110）。

2009 年，NCC 通過以旺旺集團併購中視、中天，2010 年，壹電視欲申請

五張衛星廣播電視執照，結果只拿到電影台與體育台，目前在提行政訴願

中。

地下電台：剪不亂、理還亂

翁秀琪（1993）認為：「有主流媒體，才有所謂的地下媒體，更由於

主流媒體無法滿足大眾的需要，才會造成地下媒體的蓬勃發展。」非法廣

播電臺或稱之「地下電臺」，係指一般人、媒體或官方對未經合法授權擅

自使用放大器等器材設備播音者的稱呼，惟這些非法廣播電臺之經營者自

稱為「沒有執照的電臺」或「制度外的電臺」。一些反抗色彩較濃者則自

稱「民主電台」，此外，也有學者將其歸為一種「異議媒體」。世界各國

都有地下電台，但以台灣小小一個島，在 2008 年八月第二屆委員上任時，

有一百九十餘家地下電台，也不能不說是個世界奇蹟（NCC，2010）。

解嚴後，地下電台就紛紛出現，而為解決地下電台的問題，政府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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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 年起分 10 梯次開放廣播頻率供民間申設電臺，至民國 96 年底止，

前 10 梯次廣播頻率開放獲准設立之電臺共計 143 家（中功率 66 家、小功

率 77 家），其中 141 家電臺已取得廣播執照正式營運，尚有 2 家（小功率）

電臺籌設中，共計有 170 家取得廣播執照正式營運之廣播電，其中公營電

臺 7 家，民營電臺 165 家。

台灣地下電台有幾個特徵（NCC，2010）：（1）起於民間，具草根

性。（2）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並自許有媒體改革的使命。（3）將 call-

in發揚光大，創新電台節目製作方式與節目風格。（4）具有驚人的動員力，

常介入群眾運動。（5）是反對運動的大本營。（6）具商業性，經營態樣多，

常伴隨不法之銷售或其他違法行為。（7）具在地性、地域性，數量以中

南部居多。

地下電台在 2004 年 319 槍案當天發揮了非常特殊的功能，讓國民黨覺

得本有相當勝算的局勢逆轉，陳水扁總統連任成功，因此陳總統的第二任

就對地下電台採取非常微妙的態度，加上 2005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

立，一般認為「藍」的色彩稍重，對取締地下電台其實並不積極。而蔡明

誠（2009:453-454）在討論我國的媒體法時，就認為取締的過程頗有問題。

直到政黨輪替，國民黨政府認為中南部洗腎嚴重是與地下電台賣藥脫離不

了關係，因此要求 NCC 嚴加取締，每週還要報告取締成果，在九十九年

夏天，白天地下電台剩個位數，晚上則復播至約三十台以內。地下電台一

直希望可以參與第十一梯開放的機會，但畢竟不是每個想經營電台的都可

以拿到入場卷。

在澄社報告《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1993）中，鄭瑞城

探討「頻率與頻道資源之管理與配用」以及王振寰則討論的「廣播電視媒

體的控制權」，都從戒嚴時期開始黨政軍控制廣電資源的前前後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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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得相當詳盡，學者尤其對軍方掌控無線頻譜，以及交通部對電波管理

沒有完整思維有相當的微詞，而這樣的情況既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

也沒有好轉，因為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國家通訊傳播整

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導、獎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而

目前資源規劃權仍在交通部（郵電司）之手。而媒體的輔導獎勵還在新聞

局的手上，讓改革少了一些力道。

多元社會的媒體表現與媒介政策

媒體表現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成為重要的關懷焦點，媒體表

現中最被詬病的問題在結構上為「沒有良好規劃的開放」，結果就是媒體

表現的不佳，在行為面上最嚴重的莫過於「置入性行銷」，在二千年政黨

輪替以後，置入性行銷成為政府各級機關宣傳政績必要的手段，這種由政

府領頭來做，卻對媒體專業重重一擊。外在廣告市場一直萎縮，媒體彼此

競爭廣告已經快到不顧尊嚴的地步，而現在政府丟出一塊肉，管他是好肉

壞肉，先搶了再說。

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迄今，置入性行銷被裁罰的總計二億餘

元，錢好像不少，但業者不怕，因為賺更多，同時可以轉嫁到廣告主身

上。其實業者也有苦衷，擔任衛星廣播電視自律委員會主委的陳依枚

(2008:115)就說：「、、、大家共同的感慨是：之所以選擇媒體為一輩子志業，

多半都懷抱著一些理想而來，怎知道這幾年淪為小數點的奴隸，天天追咬

收視率這狗尾巴，新聞工作裡頭很大一部分變成在打泥巴戰。、、、《大

公報》張季鸞期勉於新聞人的『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現在看來真

的是清晰有力。「不賣」就是不能作業配；「不黨」就是不能選邊站；「不

私」是不謀己利；「不盲」我覺得最難。」業配指的就是為了達成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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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而去找置入性行銷的對象，殷允芃在九十九年獲得卓越新聞貢獻獎時

就呼籲政府不要帶頭做「置入性行銷」，由一位資深、奉獻新聞事業四十

餘年的新聞從業人員講出這話，確實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最近更因為

中國時報黃哲斌離職，出來號召大家「反置入」，不作業配，希望多少引

起一些重視，他尤其反對政府的置入，這在媒體端，要有拒絕的勇氣，在

「出錢端」，如果預算法可以明訂，就根本解決政府置入的問題。

如果說「不賣」都那麼難，不黨、不私，更是做不到。媒體有立場也

不是那麼大不了，但是現在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政黨傾向已經不需研究，平

常人打開電視就知道其藍綠，「夾議夾敘」變成「夾公夾私」，羅世宏

(2008:217 ) 在批評媒體亂象    時說：「從民主走向反民主，從解放走向反

動的不是只有地下電台而已，「地上」的主流媒體同樣大多以黨派和色彩

論事，黨派與族群屬性一直都存在，加上商業利益所趨，新聞喪失正確與

深度報導的能力，尤其是有線電視新聞與政論節目，完全與所謂『不黨、

不私、不盲、不賣』的期許背道而馳，更應為台灣民主未能進步，甚至有

退步之虞的現況負責。」

學者都同意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當局對於媒體秩

序沒有全盤的遠景，其開放多半是迫於民間抗爭的形勢不得不然，走一步，

算一步，因循苟且、破綻百出。李金銓（2009:15-16）說「有什麼執政黨，

就有什麼在野黨，雙方都競相以黨的利益為先，乃至惡性循環，關鍵力量

因而沉淪，令人痛心。從國民黨到民進黨輪流執政，一方面用政治力量操

弄媒介，一方面碰到政府必須負責的時候即以市場為藉口、為擋箭牌，毫

無維護『公共領域』的興趣，更無積極的策略。在原來扭曲的基礎上，市

場更加扭曲，媒介簡單化，文化表達終成政爭和市井八卦的工具。」

羅世宏（2009:136-139）以「三個錯過」來說明媒體亂象：第一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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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一直沒有廣播法，「錯過」了建立公共廣播的歷史契機。第二次「錯過」

是在 1988 年解除報禁及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化，政府未能負責任地提出

配套措施，使報紙及有線電視市場走上正軌。第三次「錯過」是在 2003

年至 2005 年間。2004 年新聞局推動、交通部會同辦理的「無線調頻廣播

頻譜重整計劃」，最後卻因為既得利益反對而功敗垂成。事實上，當時新

聞局修正的「廣電三法」也已經送到立法院，如果一鼓作氣通過，今天廣

電媒體生態必然不同，但也因為要選舉，一延宕，就拖到今天，或許真要

等下一次選完，才有機會好好修完「廣電新法」。而有關公廣集團的成立、

財源、表現，確需要國人更多的注意，因為沒有良好公民社會的土壤，欣

賞公廣集團節目、支持其好好發展的公民、社團不足，許多立法委員在審

其預算時，就會顯得興趣缺缺。加上政治力的介入，公廣集團（包含客家、

原住民媒體）迄今尚無法反應多元社會的不同聲音，其獨特性還需更多關

心、耐心與孕育。

而在政治力如此巨大的環境中，法律會是妥協下的產物，過去廣電三

法的修法乃穿著衣服改衣服，通過的相關條文「只見開放，未見對開放

後媒體的責任加以周詳考量，配套不足，因此多元化的結果，造成市場

力凌駕於媒體應扮演公共論域的基本要求。」許多討論（如天下雜誌稱

的『弱智媒體』，瞿海源，2010）都一再批評台灣媒體的不長進，李金銓

（2009:16-17）認為「台灣的媒介一味「向內看」，墮落、反智、聳動；

它所描繪的世界地圖只有瑣碎和獵奇，從無深入的分析，彷彿台灣與世隔

絕；它報導的中國也似乎只有黑與白，對台灣的發展沒有對話與啟示。總

之，台灣亟需發動第二波民主運動，這是一場新的公民文化運動，企圖在

目前虛妄的政治話語和支配性的市場話語中，尋找另類的話語空間，思索

核心價值。媒介應該扮演關鍵的積極角色，不能跟著政治亂象起舞，不能

一味自甘墮落，以反智的民粹手法追逐短利。這場文化運動可以聯合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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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內部、邊緣的小眾媒介，以及運用新興的互聯網，全面啟迪民眾、動

員民眾進行文化覺醒。」

從諸多批評中，可以知道媒介政策不論走結構管制或內容管制，確實

是「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外在批評媒體表現多從「內容」著

手，包含煽色腥、違反善良風俗、青少年身心健康等，而學者專家，尤其

批判學派則以結構扭曲為根本問題加以批評與建議。但批評容易改革難，

一百年來媒體發展或由科技所驅使，但真正決定因素還是政治，這一百年，

國家戰爭不亂，更在紛爭中走到現在，經年的選舉讓改革極其困難，有黨

外血統的民進黨執政，沒有對媒體進行根本的總體檢，反而讓政治力更為

滲透媒體，二○○八政黨輪替，大家都沒有準備好，合議制的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要想改革，光是「最大管制」、「低度管制」就像學術討論一般，

不易在內部有結論。

迎接匯流時代？

1980 年代傳播學者從國外（當時都是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眼見美

國電信獨占市場被法律所鬆綁，同時衛星傳輸出現，有線電視發展快速，

回到台灣還是無線三台寡佔，媒體環境就繞在「兩報三台」中轉，乃著書

立說希望大家看看世界，介紹的成分大於「檢討」，書中固然有一些「科

技決定論」的影子或論調，但畢竟有時空的因素。解嚴了，以為廣電秩序

可以好好思考，然而前面的說明可知媒體對政治人物是多麼迷人的工具，

幾乎誰都想碰一下，新聞局局長只是行政院下的一個「小單位」，配合政

府政策，對內、外宣傳，對媒介政策其實是沒什麼想法的。八零年代末一

些歐洲訓練回來的傳播學者就引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理論，希望從結構面來

改善媒體環境，公廣制度就是最好選擇，但也忽忽二十年過去，新聞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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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幾乎年年換，既使所謂獨立機關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迄今也沒

什麼成績，四年半三個主委，再一年半就會換第四位主委，內部對匯流的

想像南轅北轍，媒體的複雜超乎許多委員的想像，又要處理過去的問題（好

像建保的黑洞），又要面對數位匯流。時代巨輪不等人，傳播科技的發展

更不會等政策、法規完成才出現，市場的亂象只有更嚴重。

積極參與媒體改革的莊豐喜（2010:16）最近表示台灣媒體不需改革，

而是創造新媒體，媒改建言跟不上媒體快速變化，媒介政策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如何促進傳統媒體的優質內容發展方向，二為動用舉國之力推動數位

化、網路化的新媒體的發展環境，這兩項建議都在目前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的規劃下，訂定時辰表，我們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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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論是傳統的媒介，或新媒介，沒有「公共利益」的意涵，純

然只是想發表，人類文明不會走到現在。有人就有發表，從壁畫、羊皮、

竹版上的發表，從移不動到流通，文明乃因此建立。經過古騰堡，工業革

命造就了大眾傳播的紀元，重點在流通，大量的流通、快捷的流通，人類

因此享受了資訊、有了普及、流行的娛樂。接著傳播科技演進，資訊更快

捷、娛樂更精彩，從印刷到電子，從聲音到影像，從國內到國際，通訊傳

播產業與大眾傳播媒介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聚合，匯流世紀於是

就在你我的生活中。

本書第一部份介紹最新對傳播政策的討論，認為媒介政策的發展各有

其歷史，但在匯流紀元，傳播政策就取代了媒介政策，重點就是載具與內

容，兩者互為表裡，沒有載具，內容難以廣傳千萬里，沒有內容，載具不

過是冰冷的物件。人們依恃載具與內容度日，更因著上傳內容、互動，我

們成為資訊社會中的一員。

國家在這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大眾媒介發展史就在敘述國家規

管媒介的演進歷程，從執照的授與、到日常營運的規管，不論事前或事後，

國家無所不在。民主國家之所以民主，就因為規管媒介乃站在公共利益的

出發點來替人民把關，凡符合公共利益者，國家規管的力道可以相當幽微，

甚至不存在，而該協助時，特別是在滙流初期，對於新型載具、新型態服

務的促進、跨業障礙調整與解除，國家管制者的角色不可能完全消失，但

對於內容的規約，國家則應該委由公民社會進行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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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過去因為戰爭，媒介就是國家的機器，政府遷台後，這個機器更

是從印刷到電子，無所不在，白色恐怖對許多人來說，還多少屬記憶中不

可抹滅的傷痕。辦不了報紙辦雜誌，拿不到執照就與警總玩躲貓貓，多少

年下來，總算掙得解嚴與解除報禁，但是電子媒體還是禁臠，國家說沒有

頻率、頻譜不公開，只好走地下，非法第四臺、地下電台，好不熱鬧，幹

嘛到地上呢？

從新聞局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時代畢

竟過去了，數位匯流就是要規劃、就是要法規，因此本書第二部份討論廣

電三法，就希望於此時檢視我們從哪裡來，要走到哪裡去，掌握無線廣播

電視、有線廣播電視、以及衛星廣播電視的發展與困境，就瞭解修法之必

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在多麼艱難的環境下，交出漂亮成

績單之一，當屬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的完成。雖然送交行政院後被退回，

但至少代表其努力。第二屆接棒，採二步到位，修有線廣播電視法，希望

擴大經營區，加快數位化腳步，以平台法的概念進行規管的鬆綁，因此有

些權責要歸到中央，外界反對聲不少，然面對匯流，總要大家齊心解套，

方可迎接匯流的曙光。而定位為頻道法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以問責與共管為

主軸，希望業者在匯流紀元更忠於對自己、社會、規約機關的承諾，以公

共利益為底線，就可樹立品牌、永續經營。

我國近年廣電大事當屬今年七月一日的數位轉換，關掉類比後，無線

電視的未來在哪裡？騰出來的頻率該如何使用？由於修法的延宕，確實需

要更多的關注與研商。與此相關的當然是整體風貌，匯流就是「匯」就是

「聚」，匯了聚了是為流通與合作，convergence 過去翻譯成聚合，現今譯

成匯流，都說明該合就合，該匯就要匯，但於此同時，誰主導？市場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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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在哪裡？

本書第三部份探討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除理論探討外，更多說明通

傳會於處理市場變化時的考慮與限制，併購乃不可避免，但多元又是民主

的基石，如何在「擴大」的同時維持多元，就成為本世紀規約機關最嚴肅

的挑戰。結構規約與內容規約也是互為表裡，只管小不管大，並不符合整

個社會的利益，而只注意大結構的匯流，卻不在乎匯流後呈現的內容，人

們生活品質會提升嗎？

身為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獨立機關，通傳會有責任將這些議題考慮

清楚，並化為法規，就成為你我在這塊土地安身立命，並身心健康、快樂

之所恃，本書起個頭，希望更多人的關注與投入，不論就政策、就法規、

就義理、就實踐，多多討論、更多辯論，從公共利益出發，更以公共利益

為依歸，必然會營造良好匯流的環境，到那一天，匯流的果實就由大家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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