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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2011）年 4 月間，本人與幾位台灣師生前往美國波士頓參加

「2011 年美國媒體改革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for Media Reform 

2011, NCMR2011，以下簡稱「媒改大會」）。本文願意分享過去數年

與北美媒體改革運動組織、特別是與「自由傳媒學社」（Free Press）核

心成員之間的互動經驗，並略述此次與會考察見聞，期能「廣見聞而開

風氣」（梁啟超語），提供本地傳播學界參考並思索如何在本地情境下

付諸行動，促使積極的媒體改革運動逐漸在台灣社會形成風氣。 

 
 
 
 
 
 
 
 
 
 
 
 

圖一：2011 年美國媒改大會海報 

 
今年在波士頓舉行的媒改大會，場面熱烈，根據會議註冊資料，參

與者多達 2500 人以上；但這種盛況並非空前，因為此前在曼菲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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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納西州）、明尼阿波里市等地舉行的媒改大會皆有超過 3000 人以

上與會的紀錄！這次會議是自由傳媒學社從 2003 年以來舉辦的第五次

媒改大會（歷次媒改大會舉辦地間、地點及與會人數，詳見下表一），

而平均大約每 18 個月舉行一次的媒改大會，也已成為全美各地媒體改

革運動者最重要的例行集會活動。 

表一：美國歷次全國媒體改革會議地點、時間及參與狀況 

 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 與會人數 
第一次 麥迪遜市（威斯康辛州） 2003 年 11 月 超過 1700 人 
第二次 聖路易市 2005 年 5 月 超過 2000 人 
第三次 曼菲斯市（田納西州） 2007 年 1 月 超過 3000 人 
第四次 明尼阿波里市 2008 年 6 月 超過 3500 人 
第五次 波士頓 2011 年 4 月 超過 2500 人 

 
在參加這次會議之前，筆者曾多次在國際學術會議的場合結識英國

和北美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人物，例如加拿大的 Robert Hackett、美國

的 Robert W. McChesney 和英國的 Granville Williams 等人。Hackett 是

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教授，參與催生了加拿大的全國性媒體改革

運動組織「民主媒體促進會」（Campaign for Democratic Media），並

撰寫了媒體改革運動史著作《再造媒體》（Remaking Media）一書

（Hackett & Carroll, 2006）。McChesney 是伊利諾大學香檳校區傳播學

教授，是自由傳媒學社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公認是美國當代最重要與活

躍的媒體改革倡議者，長期主持每週播出一次廣播節目《媒體非同小

可》（Media Matters with Bob McChesney）。另外也結識了英國歷史悠

久的媒體改革運動組織「報業與廣電自由促進會」（Campaign for Press 

and Broadcasting Freedom, CPBF）主事者 Granville Williams，以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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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改革運動組織 MediaWise 的主事者 Mike Jempson。 

其中，加拿大的 Hackett 曾於 2008 年底應中正大學傳播系之邀，到

台灣進行短期講學交流，而英國的 Jempson 也曾到訪台灣並發表演講，

可惜美國的 McChesney 及自由傳媒學社人士未曾造訪台灣。去年適逢

中華傳播學會年會在中正大學舉行，筆者乃透過 McChesney 聯繫邀請

自由傳媒學社派員來台擔任演講嘉賓，McChesney 協助安排負責組織工

作的靈魂人物、時任自由傳媒學社主席兼執行長的 Josh Silver 代表來台

分享運動經驗，後來 Silver 臨時有事不克前來，乃另委請自由傳媒學社

的資深法律顧問 Marvin Ammori 代表來台。雖然自由傳媒學社的三位共

同創辦人 McChesney、Silver 和 John Nichols 最後都無法親自來訪，但

Ammori 的來訪仍然深具意義，意味著兩地的媒改運動開始建立了國際

團結的基礎和聯繫。 

此次前往波士頓參加美國的媒改大會，一方面基於「禮尚往來」，

另一方面是希望強化兩地媒改運動之間的聯繫。呼朋引伴之下，到場參

加此次美國媒改大會的台灣學人共有 5 人，或許是人數最多的境外代表

團之一。1 

二、美國媒改大會考察見聞 

（一）媒改力量的大集結 

在兩天半的會議中，共有 65 場次的專題討論和工作坊，涵蓋多元

主題包括科技與創新，政策與政治、新聞業與公共媒體、藝術文化、社

會正義與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工作。與大多數研討會最大的不同之處

是，無論台上的演講者或台下的聽眾，大多數與會者幾乎都全程參加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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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半的會議討論和餘興活動。 

在媒改大會上受邀公開分享的演講人與發表者多達三百多位，包括

全美各地的傳播學者、媒體改革運動者、社運草根行動者、傳媒工作者

及政策制訂者，其中不乏來自各界的重量級人士例如 craigslist.org 的創

辦人 Craig Newark ，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E. Stiglitz、鑽研言論

自由問題的哥倫比亞大學校長 Lee Bollinger、劇作家與表演者 Sarah 

Jones，學者 Robert W. McChesney、Lawrence Lessig、Yochai Benkler、

Jonathan Zittrain 、 Dan Gillmor 、 Jeff Cohen 、 Sut Jhally 、 Patricia 

Aufderheide、Jessica Clark 等人。到場的政治人物包括兩位現任通訊傳

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委員 Michael 

Copps 及 Mignon Clyburn、曾擔任 FCC 委員的現任農業部鄉村公用設施

服務行政長官 Jonathan Adelstein、眾議院民主黨領袖 Nancy Pelosi，以

及長期關注傳播政策議題的國會議員包括 Edward Markey、Michael 

Doyle、Michael Capuano 及 Donna Edwards，不克到場的資深參議員

Bernie Sanders 也特別透過視訊向與會者發表演說。 

媒體人士除了主流傳統媒體與會者眾之外，公共媒體的代表也熱情

與 會 ， 美 國 公 共 電 視 PBS 總 裁 Paula Kerger 、 PBS 《 前 線 》

（Frontline） 資深執行製作人 David Fanning，也有許多社區媒體和獨

立媒體的工作者與會，例如言論自由電視台（Free Speech TV） 的

Laura Flanders，更有許多熟悉網路新媒體的活躍人士如 Andy Carvin、

Georgia Popplewell、Nasser Weddady 等人、調查新聞報導網路媒合平台

Spot.Us 的創辦人 David Cohn、J-Lab 的執行長 Jan Schaffer，以及眾多

資深媒改運動者包括數位民主中心執行長 Jeff Chester、《現在就要民

主！》（Democracy Now!）製作人兼主持人 Amy Goodman、班頓基金

會的 Charles Benton、以及英國 CPBF 的 Granville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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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媒改大會除了與媒體相關的人士之外，最大的特色是有來自各

地的社區草根運動組織者，以及各類社會運動和公民團體的代表，例如

關注資訊公共財（the information commons）、移民權利、少數族群、

婦女…等議題的團體，包括設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策倡議組織「公共知

識」（Public Knowledge）、「陽光基金會」（Sunlight Foundation）、

消費者聯盟（Consumers Union）和全國婦女組織（NOW）的代表。 

兩天半的媒改大會並不長，但其意義重大，有助於美國分布各地的

媒改運動者及草根組織凝聚共識，提振士氣，分享彼此的運動經驗，並

且透過面對面的接觸建立更深厚的信賴，開啟相互合作的機會。特別是

會議的安排用心，講者個個能言善道，使出渾身解數，每一位與會者皆

全神投入，會議氛圍營造相當成功，若干場合宛若競選造勢大會或宗教

佈道大會，在場者都感染了獻身媒體改革的熱情，並且強化媒體改革必

須而且一定會成功的信念。 

（二）媒改大會的成功背後 

每次媒改大會能夠圓滿成功，絕非不勞而獲，背後有許多人的無私

付出。值得注意的是獨立媒體「言論自由電視台」（Free Speech TV, 

FSTV）對於會議各場次的錄影和即時轉播，2 使會議與全美各地的公民

團體緊密相連。會議組織者主辦此一大型公民會議的經驗值得借鑑，除

了有數十名老中青年志工之外，也善用各種新媒體如推特（Twitter）等

社交媒體轉播和提問，會場內外的互動交流十分熱絡。 

首先，本次會議的一大特色是議題多元，從戰爭報導、移民權利、

政府問責到性別平等，從環境政策、公共媒體財源到網路中立性，會場

氣氛熱絡，充滿歡樂與團結氣息。波士頓當地的社區草根組織和社區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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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扮演要角。3 自由傳媒學社專職人員和會議舉辦地點當地社區草根組

織緊密結合，完善了媒改大會的籌備和後勤工作，確保每一次的媒改大

會不至於因為移地舉行而降低會議品質。 

其次，在會議多達 65 個場次的活動中，現場穿梭許多志工，提供

各種現場活動和後勤支援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五、六十歲的年長

者在場擔任志工，熱情程度完全不輸年輕人。現場也為身障人士提供推

送輪椅服務，並為聾啞人士提供現場手語服務。4 

第三，現場提供全天候的免費 Wi-Fi 無線網路接取服務，主辦單位

透過推特帳號隨時發佈並更新會議資訊，穿梭在各專題討論場次的與會

者更透過推特標籤（hashtag）如 #NCMR11 或專題名稱，同步直播各

場次討論狀況，讓無法分身參加其他場次的與會者，免於錯過各場次精

彩的討論內容。此外，另類獨立媒體「言論自由電視台」的現場轉播，

以及 YouTube 的錄影存檔，也提供了相當完整與公開的會議資訊，有

助於與會者回顧會議內容，讓無法與會者從中獲得培力的資源。 

第四，媒改大會與尋常的研討會不同，著重在公民培力與行動，因

此會場廣設各種公民團體的展示攤位，會議中有公民行動 DIY──例如

播客（Podcast）──製作教學，也有各式公民行動的傳單和說帖。自由

傳媒學社本身也設置服務攤位，提供各種媒體改革行動的小冊子（例如

《媒體政策 101》、《媒體改革行動指南》、《媒體改革工具箱》）、

關於特定政策議題的單張傳單（例如：「什麼是網路中立性？」「誰支

持網路中立性？」）、各式運動訴求字樣的貼紙和胸章例如「阻止大媒

體」（Stop Big Media）。在自由傳媒學社的服務攤位前，筆者還注意

到該社最近為研究所學生設置的「艾德溫‧貝克媒體政策研究獎學金」

（The C. Edwin Baker Media Policy Fellowship），在獎學金公告的立牌

前我曾默立良久，聊表對貝克的哀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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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改大會相當重視與會者的回饋意見，透過「會議評估問

卷」調查與會者對會議活動安排及內容的意見，並且徵詢與會者希望自

由傳媒學社推動哪些後續行動。 

 

 

 

 

 

 

 

 

 

 

 

 

 

 

 

 

 

 

圖二：本次媒改大會的主題標語：「改變媒體！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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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年代的媒體改革運動 

集體、有意識的推動社會改革或革命，是人類歷史與社會性質的獨

特之處，而媒體改革運動蔚為全球性的社會運動，大約是近十年的事，

其中又以美國媒改運動的發展更是一時之盛，特別是「自由傳媒學社」

（Free Press）成為這股全球性的媒體改革運動的前鋒，在運動的許多策

略與議題上經常開風氣之先（另見劉學、向宗平，2008）。成立至今短

短不到十年，自由傳媒學社已成長茁壯為擁有將近超過 50 萬社員與超

過 40 位專職人員的社運組織，募款能力令人印象深刻，年度捐款收入

現已超過 4 百萬美元（詳見表二）。 

表二：自由傳媒學社的年度收支情形 

單位：萬美元 
年度 年度捐款收入 年度總收入 年度人事支出 年度總支出 
2010 429.1484 434.8649 272.0946 367.1743 
2009 357.7203 364.6296 244.9148 362.3992 
2008 395.1549 435.1393 228.1460 432.7237 
2007 227.4286 270.2303 160.1819 330.4141 

資料來源：Free Press Annual Reports from 2008-2011. 

 

自由傳媒學社由 Robert W. McChesney、John Nichols 及 Josh Silver

共同於 2002 年底創設，是一個全國性、超黨派並致力於媒體改革的非

營利組織。藉由教育、組織與倡導，自由傳媒學社推動多元與獨立媒體

所有權、強健的公共媒體、高品質新聞及傳播的全球近用。自由傳媒學

社後來設立了行動倡議部門「自由傳媒學社行動基金」（the Free Press 

Action Fund），皆為非營利組織，接受慈善基金會和一般民眾的捐款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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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關注的議題相當多元，舉凡涉及通訊傳播和民主參與的議題，皆在

關照之列，特別是涉及媒體所有權、公共媒體、網際網路的開放性與中

立性、普及寬頻服務、優質新聞生產與流通、公民權與媒體正義，更是

該組織長期努力的政策領域。 

自由傳媒學社致力於集結分散全美各地的媒體改革與正義運動的草

根力量，適當地扮演了媒體改革運動的領航者，動員公眾參與媒體政策

辯論，要求有更好的媒體，努力確保媒體向公共利益服務。 

自由傳媒學社強調媒體改革的重要性，不僅是為了創造更好的新聞

與娛樂，更為了保障每個人的傳播權利，因為促成一個活力、多元和獨

立的媒體，乃是民主政治得以健全發展的基礎。 

對於自由傳媒學社的崛起，McChesney 認為是時候到了。他用「關

鍵年代」（critical juncture）的概念解釋。所謂關鍵年代是指舊的制度

正在崩解、新的制度仍待浮現之際。根據他對傳播史的研究，他指出，

若能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當中的任何兩個，可就是「關鍵年代」來臨了，

也就是「時候到了」，此時人的自覺和能動性，可以翻轉結構，至少在

結構改革的工程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機會可能稍縱即逝，若未能

把握時機—關鍵年代開啟的這扇「機會之窗」──有策略並積極地行

動，則無異坐失改變歷史、重構傳播新秩序的契機。這三個條件包括

（McChesney, 2007, p. 10）： 

 革命性的新傳播科技崛起、瓦解現存的體系； 

 整個媒體系統的內容，尤其是新聞，公信力盡失，亂象頻生； 

 導致社會失衡的政治危機浮現，現存秩序不再行得通，社會改革

運動呼之欲出。 

西元 2000 年前後，這個關鍵年代似乎已經到來。一項接受福特基

金會贊助的研究發現（Mueller, 2004），1990 年代晚期及 2000 年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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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媒體改革運動出現歷史契機，可證諸於傳播與資訊政策取代環境議

題，成為國會最關注的政策領域，國會每年與傳播資訊政策相關的公聽

會激增為一百場左右，媒改團體關注的議題也更趨多元，除了關注傳統

媒體內容批判與管制之外，也關注與數位科技有關的權利倡議，例如隱

私權、言論自由及智慧財產的合理使用權。而媒改團體中，1980 年代

以前美國民權聯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一枝獨秀的

狀況已改變，更多關注媒改議題的公民團體崛起，例如電子隱私資訊中

心 （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EPIC ） 、 消 費 者 聯 盟

（Consumers Union）、民主與科技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CDT）等。在同一期間，立場趨向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媒改

團體之間也呈現消長態勢，保守派團體從 1980 年代的 21% 下跌為

2000 年代初期的 13%，而自由派團體則從 48% 增長為 68%（Mueller, 

2004）。 

媒體改革運動的訴求，有如下幾種：新聞自由與表達自由、媒體民

主化、傳播權、文化環境、媒體正義（Hackett & Carroll, 2006）。在實

踐路徑上，媒體改革運動則有如下分殊：（一）媒體監督與媒體素養教

育；（二）另類、獨立媒體內容生產；（三）傳媒勞動者工會運動；

（四）媒體政策行動（media policy activism）（McChesney, 2007, pp. 

189-190）。在美國從事媒體監督與媒體素養教育的媒體改革團體不

少，包括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the Center for Media Education，以

及 FAIR。此外，拜網際網路與數位傳播科技之賜，另類、獨立媒體內

容生產也迅速成為媒體改革運動的重要戰場。第三種類型的媒體改革運

動是傳媒勞動者工會運動，串連了獨立媒體人士、文化創意工作者、新

聞記者、編劇、自由撰稿者及通訊傳播工人，爭取傳播工作者的權益，

而傳播工作者的權益與整個社會的利益大體上是一致的。最後一種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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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策行動，致力於通訊傳播政策的改革，大多設在華盛頓特區，其中

最重要的代表厥為自由傳媒學社，但也包括經常與自由傳媒學社分進合

擊的新美國基金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 

除了媒體改革運動之外，另一股訴求媒體正義的運動則是由全國各

地以社區草根組織所發動，主要關切媒體內容和當地新聞報導，透過媒

體為弱勢群體爭取社會正義，並且開始展開全國性的串連，例如成立

「媒體正義基金」（Media Justice Fund）和「媒體行動草根網絡」

（Media Action Grassroots, MAG network; Karaganis, 2011, p. 290）。 

證諸貧富差距擴大惡化、青年失業情形嚴重，再加上新傳播科技推

波助瀾，導致北非、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命，英國城市街頭騷亂，電話

竊聽醜聞，在在顯示政治社會改革時機已到，而且媒體改革是政治社會

改革過程中不可迴避的一部份。 

（一）傳播學界：從消極旁觀到積極參與 

McChesney 記憶猶新：2003 年第一次媒改大會舉行時，傳播學界

反應冷漠，自願參加會議的傳播學者「不超過十位」，但離會場只有幾

條街區域內的大學有幾十位傳播學者，但其中只有一兩位匆匆到會場上

晃了一下就走，要不就是向主辦單位表示，若受邀來演講的話，可能會

到場，至少他做演講的時段會在。「這正是我們想要避免的：開個大

會，讓學者宣讀論文，接受喝采，豐富履歷，但他們卻絲毫不關心社會

發展和他人利益。」還好的是，McChesney（2007, p. 171）表示：第一

次媒改大會就有多達 1,700 位積極公民參加，而且「會場上幾乎沒有人

注意到傳播學者缺席了。」傳播學者若不關注社會，為媒體改革付出心

力，社會也會將他們邊緣化，以至於無足輕重，他們出席與否也就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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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要了。 

自由傳媒學社成立之後，透過各種傳播形式、尤其是網際網路進行

倡議和動員，在媒體改革運動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在媒體改革運動

中，書籍、報刊、小冊子、演說、宣言、口號、胸章、貼紙、以及網際

網路（包括網站、電子郵件、YouTube、Facebook、Twitter）的廣泛運

用下，神奇的事發生了。大約 3 百萬人，來自全國各地，寄出信函或電

子郵件，打電話，或是連署抗議正打算鬆綁媒體所有權限制的國會

（McChesney, 2007, p. 156）。 

或許是時機已經逐漸成熟，或許是因為自由傳媒學社引領風潮，又

或許是因為傳播學界有更強的自覺，國際與美國傳播學界近年來有越來

越重視傳播政策並開始介入參與現實社會改革的跡象，許多大型的學術

組織都陸續提升對媒體政策的關注。 

以 全球規 模最大的 國際傳 播學會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為例，2008 年成立了一個「媒體與傳播政策特別工作

小組」（Task Force 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由 Bruce 

Williams 擔任召集人，歷經數月線上討論與會面後向學會提出五點建

議。6 另一個全球性的傳播學會「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IAMCR）

亦於去（2010）年成立「描繪全球媒體政策計畫」（Mapping Global 

Media Policy），集結包括加拿大、匈牙利、義大利多所大學的傳播研

究機構資源，除了統整全球媒體政策基礎資料之外，也強調傳播學界的

政策介入與致力於降低媒體政策參與的門檻。 

美國在自由傳媒學社的帶動下，傳播學界也開始更有意識地關注傳

播政策議題，例如 2004 年起有六所知名傳播學府共同組成了「媒體政

策研究聯盟」（Consortium on Media Policy Studies，簡稱 COMPASS），

7 並且與自由傳媒學社介入傳播政策的行動和努力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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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亦然。英國媒體教育與文化研究學會（MeCCSA）原本就經常

對現實社會公共議題表達公開立場，也設有「媒體政策研究網絡」，8

而今（2011）年爆發的《世界新聞》電話竊聽醜聞，更開啟了媒體改革

的機會之窗，一群英國的傳播學者趁勢而起，認為機不可失，應趁現在

推動媒體改革（Hind, 2011）。例如，晚近由英國傳播學界組成的「媒

體改革統籌委員會」（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edia Reform），

發起人包括資深的學者 James Curran 等人。9 

（二）自由傳媒學社的成功並非偶然 

自由傳媒學社能有今日的局面，絕非偶然，而是不斷積累運動能

量，並且透過社會說服、草根動員與公益訴訟等三種策略性手段交互運

用的結果。 

在社會說服上，自由傳媒學社定期出版《媒體改革新聞》（Media 

Reform News）、運作兩個相當好的網站，提供各種政策說帖和視頻，

並 且 配 合 運 動 需 要 架 設 專 門 行 動 訴 求 的 網 站 如 「 拯 救 新 聞 」

（SaveTheNews.org）、「搶救網際網路」（http://www.savetheinternet. 

com/），視議題、有彈性地與各種不同屬性的社會力量結合。 

除了核心成員經常在各類報刊和網路媒體撰稿之外，也積極參與華

府的聽證、公聽會。McChesney 尤其強調用美國一般人能懂（相當於高

中生程度）的語言說話和撰文，他自己就做了絕佳的示範。此外，創辦

人 McChesney 還在社區電台主持每週播出一次廣播節目《媒體非可小

可》（Media Matters with Bob McChesney），並且透過播客對全世界放

送。 

草根動員則是自由傳媒學社最傲人的成就。與 McChesney 同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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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傳媒學社創辦人的 John Nichols 反覆強調：「人數是關鍵！」（The 

numbers matter!）他在本次媒改大會上演講時訴求人民團結：「我們需

要自認保守的朋友，並且對他們說：你不想大政府控制你的生活，但你

也不想被大媒體控制你的生活。」此一體認出於實際運動經驗，有群眾

實力方能主導實際的政策議程。例如，2003 年 FCC 鬆綁媒體所有權限

制時，網路動員多達 300 萬人用郵件、電話抗議。2010 年 12 月，當

FCC 針對網路中立規則（the Open Internet Rules）進行表決前，自由傳

媒學社也動員了多達 200 萬人表達公眾支持網路中立的呼聲。自由傳媒

學社與總部設在費城的非營利組織普羅米修斯廣播計畫（Prometheus 

Radio Project）分進合擊，動員草根力量向國會施壓，並且組織民眾到

商業廣電業者公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總部大

樓嗆聲，透過馬戲團表演等行動藝術要求業者不要阻撓國會立法開放設

立小功率調頻廣播電台（Low-Power FM, LPFM）。10 

自由傳媒學社的草根動員力量何以如此強大？筆者特地利用此次媒

改大會的機會當面請教 McChesney 和 John Nichols。他們表示：成功

的社運串連（networking）必須做到：第一，媒改運動者必須先關注社

會 其 他 議 題 ， 讓 關 注 其 他 議 題 的 人 體 會 到 媒 體 的 重 要 性 （ Media 

matters）；亦即媒體改革是所有社會運動不能迴避的功課，沒有媒體改

革的同步並進，其他社會改革的努力將事倍功半。第二，必須找到最好

的人來完成需要長期做的一些組織工作，而這是大部分學者不擅長的。 

公益訴訟也是美國自由傳媒學社等媒改團體經常運用的策略。此一

策略首見於 1964 年聯合基督教會傳播辦公室（UCC）在 Everette Parker

領導下，要求聯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不要同意換照給未能善盡社

區公共服務、節目內容歧視有色人種的 WLBT 電台（密西西比州傑克

森市）。UCC 提出公益行政訴訟，控告 FCC 拒絕讓公眾參與換照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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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此案判決正式認可一般個別公民或公民團體具有合法資格，有權

參與廣電媒體換照的審議決定過程（Offic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vs. FCC（359 F.2d 994, D.C. Cir. 1966）。然而，

稍後 FCC 仍同意讓 WLBT 換照。UCC 乃上訴提出異議，導致法院最終

於 1969 年撤銷 WLBT 的執照。此案不僅樹立了美國媒體改革運動的重

要里程碑，也成為後來其他社會運動（例如環保運動）介入公共政策議

題時師法的運動策略（Jansen, Pooley, & Taub-Pervizpour, 2011）。 

過去十年來，美國的媒改團體多次成功運用公益訴訟。例如，2003

年 FCC 打算大幅鬆綁跨媒體所有權限制時，媒改團體普羅米修斯廣播

計畫控告 FCC，次年上訴法院判決要求 FCC 不得貿然實施鬆綁跨媒體

所有權的新規定，必須做更多研究確認鬆綁無損公共利益，國會也在自

由傳媒學社等媒改團體動員 300 萬人次親身、信函或電話抗議下，通過

了一項維持大部分跨媒體所有權限制的法案。 

這是 1960 年代以來美國媒改運動的企盼已久的另一次重大勝利！

McChesney 指出，這場勝利得來不易，剛好是在布希總統聲望正隆、共

和黨籍 FCC 主委 Michael Powell 志在必得、又加上共和黨掌握國會過半

的情況下扭轉局面，必須歸功於媒改團體分進合擊、社會說服、草根動

員與公益訴訟等手段並用。 

今年初，自由傳媒學社與關心公共媒體人士共同努力、成功捍衛了

公共廣播與公共電視的政府補助預算。（2010）年底，在自由傳媒學社

的努力下，網路中立性規則在 FCC 表決時以 3：2 獲得通過，而近日在

FCC 公布規則的細節的三天之後，自由傳媒學社又搶在電信業者前面，

率先遞狀控告 FCC 的新規則未能充分保障使用無線行動網路者的權

利，FCC 的作為有違電訊傳播法之規定（Bachman, 2011; Davis, 2011; 

Donohue, 2011; Kang, 2011; Peckham, 2011; Smith, 2011）。這樣的行動

力，對於理念的執著程度，實在令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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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他山之石：美國媒改運動對台灣的啟示 

觀察北美媒改運動與媒改大會的歷程與經驗，與本地媒改運動相近

之處甚多，但可以提供本地媒改運動借鑑之處也不少。 

台灣並不缺乏與美國自由傳媒學社相近的公民團體，特別是 1999

年成立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2003 年成立的媒體改造學社。台

灣也有與美國媒改大會性質相近的會議，特別是始於 2008 年 5 月 24、

25 日舉行的「媒體公民會議」，每年由媒體改造學社主辦，迄今已成

功在台北舉辦三次。 

北美媒改運動重視的四種實踐路徑包括媒體監督與媒體素養教育、

另類獨立媒體內容生產、傳媒勞動者工會運動和媒體政策行動，本地媒

改運動向來亦投入甚多，而自由傳媒學社所採用的三種策略──社會說

服、草根動員和公益訴訟策略，除了第三種策略未曾運用之外，本地媒

改運動也經常運用前兩種策略。 

在社會說服方面，本地媒改運動者通過各種方式進行持續性的行

動，這些行動包括媒體政策研究、報刊撰文、發行刊物及電子報，例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自 2006 年 4 月開始印行《看！媒體觀察報

告》，媒體改造學社亦已於 2011 年開始發行《共誌》。 

此外也有製作倡議媒改的廣播電視節目，像是傳播學生鬥陣曾於

1995 年由管中祥、洪貞玲在 TNT 電台主持媒體觀察節目《鬥陣來剌

叭》，以及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曾先後在台北電台、綠色和平電台、教

育廣播電台有固定一周一次的節目持續到 2010 年。 

在媒體識讀與行動教育方面，像是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針對社

區民眾與各地社區大學合作開設相關課程，並針對青年學子連續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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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了七屆「卯上主流」媒體識讀與行動教育營隊。近年來甚至也成功

串連許多公民團體關注媒體改革，2005 年組織了公民參與媒體改造聯

盟，2008 年也成功動員了反對國會凍結公視預算的群眾力量。未來，

台灣本地的媒改運動或許應該思考如何善用公益訴訟手段，並且學習其

募款和組織工作方面的經驗。 

兩相比較，以自由傳媒學社為代表的北美媒改運動已經卓然有成，

而本地媒改運動仍然前路維艱。然而，追求媒體改革，推動社會進步，

深化民主參與，仍應為本地關注媒體改革者不可迴避的的使命。 

媒改運動已開始在北美開花結果，也終必在本地生根茁壯。北美媒

改運動獲致的成功，印證本地媒改運動的方向和策略是正確的，兩者不

同之處恐怕是努力與團結程度之別。北美媒改運動對本地的啟示是本地

媒改運動者必須更努力、更團結，更加執著媒體改革的理想，付諸實際

行動，而且媒改運動者本身必須篤信：為了創造一個更美好的世界，媒

改運動一定會成功，也必須成功。 

 
圖三：洪貞玲、羅世宏與新美國基金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

「開放科技計畫」（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主任 Sascha 

Meinrath（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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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與 Free Press 的兩位共同創辦人 Robert W. McChesney（後排

右一）、John Nichols 合影（後排右二） 

註釋 

1 時任 Free Press 主席的 Robert McChnesney 曾於 2007 年捎來電郵邀請筆者參加

當年在 Memphis 的第三次全國媒體改革大會，當時作者不克前往，心中常引以

為憾。今（2011）年舉行的第五次全國媒體改革大會，我在網路上呼朋引伴，

前往參加會議的至少有五位台灣學人。除了我之外，有國內學者劉靜怡、洪貞

玲、密西根大學博士班學生蔡欣怡，以及任職新美國基金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李婕妤。 

2 FSTV 隸屬 Dish Network，透過直播衛星 Direct TV 的 9415 頻道播出。 
3 這些當地的草根社區媒體組織包括劍橋社區電視、開放媒體（波士頓）、女人

行動與媒體連線（WAM），以及 MIT 未來公民媒體中心。 
4 據擔任本次媒改大會志工的台灣留美學生蔡欣怡指出，此次媒改大會志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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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70 人，從大學生到老年人都有。這些人有些是學生、有些是媒體工作者，

或其他社會人士。 
5 貝克是活躍的傳播法學者，常年致力於媒體政策與改革，矯正了自由傳媒等同

於政府不介入媒體市場的社會成見，著有《傳媒、市場與民主》（2001）、

《傳媒集中化與民主》（2007）等重要著作，並擔任自由傳媒學社的顧問，協

助 SavetheNews.org 的成立，可惜天不假年，2009 年 12 月以 62 歲英年猝逝，

媒體改革陣營失去了一位重要的精神導師和思想資源。除了自由傳媒學社設立

獎學金紀念之外，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也設立以他命名的學術獎項「貝克傳媒市場與民主學術獎」（The C. 
Edwin Baker Awar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holarship on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6 五點建議詳見於 
http://www.icahdq.org/pubs/reports/Annual_Report_2008.pdf 。 筆 者 參 與 此

一特別工作小組，小組成員包括：Georgina Born（英國劍橋大學）、Susan 
Douglas（美國密西根大學）、Arne Hintz（匈牙利中歐大學）、Haksoo Kim
（韓國西江大學）、Dale Kunkel（美國亞利桑納大學）、Monroe Price（美國

賓州大學）、Shih-hung Lo（台灣中正大學）、Amit Schejter（美國賓州州立大

學）、Sharon Strover（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7 這六所知名的傳播學府包括：賓州大學安納堡傳播學院、南加州大學安納堡傳

播學院、伊利諾大學香檳校區傳播研究所、密西根大學傳播研究系、南伊利諾

大學全球媒體研究中心。詳見：http://compassconsortium.org/ 。 
8 英國媒體教育與文化研究學會設立的媒體政策網絡，詳見： 

http://www.meccsa.org.uk/policy-network/ 。 
9 以倫敦大學 Godlsmiths College 傳播學者為主要發起人的媒體改革統籌委員會

（ 現 已 更 名 為 Media Reform UK ） ， 其 成 立 宗 旨 和 任 務 詳 見 ：

http://www.mediareform.org.uk/，部分成員也參與了倫敦政經學院的媒體政策計

畫，詳見：http://blogs.lse.ac.uk/mediapolicyproject/。 
10 這段有趣的群眾行動藝術抗議活動，可見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h68vh_H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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