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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問題媒體》:

媒體問題一大堆，解方則見仁見智

《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是由美國近年來批判媒體

最力的 Robert W. McChesney 所著，由政治大學

新聞系現任系主任，同時是引介傳播批判學派至

國內並大力提倡的馮建三教授，及其學生、理念

相同的傳播學者一起翻譯，巨流出版。

在全球媒體財團化備受批評之際，由美國學

者反省美國媒體問題，是近來相當受到矚目的一

本探討美國媒體演變的新作。在國內電子媒體

屢受批評、印刷媒體生存不易，同時 NCC 成立

之際，對我們有啟發，也有一些提醒，作者更希

望民眾瞭解媒體與政治之間微妙關係後，以積極

的態度與行動參與媒體政策制訂，而不要任由政

府、財團把持立法過程，使公民聲音不易出現。

作者是繼美國 Herbert Schiller 後在媒體

併購、財團貪婪作為上給予最嚴苛批判，並以

行動者身份實際參與改革運作的傳播學者，

影響力自然值得正視。從英文書名看，《問題

媒體》其實是指二十一世紀匯流下美國「媒體

的 問 題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再 明

確地說，是指美國 1996 年電訊傳播法（1996 

Telecommunication Act）通過後美國媒體生態

的改變及其問題，作者更提出如何加以面對之

具體做法。因此書中章節包含〈企業控制與專

業主義〉、〈右翼批評與政治報導〉、〈高度商業

主義的年代〉、〈市場凌駕一切〉、〈媒體政策與

媒體改造〉、〈風起雲湧的 2003 年〉，在前言中

就直指媒體政策辯論的八大迷思。雖然談的是

美國媒體的現象，但更反映了在傳播科技日新

月異發展之際，過去思考媒體的社會角色已不

足以應付現今挑戰。作者尤其顛覆大家習以為

常的新聞、客觀、中立等概念，從一開始就對

美國報業一些堅信的核心概念予以否定。

第一章〈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談的是隨著

政策改變，美國媒體的追逐利潤，並非「自然形

成」，而是「民主的墮落」，作者一本其批判的思

維，說明政府政策有利於美國如美聯社、廣播電

視發展的各種條件。對熟悉美國大眾傳播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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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來說，這些歷史本來就「見仁見智」，作者

因為有其批判的中心思想，故引用的例證都是可

用來支持其論點的事例，而後談到的「新自由主

義時期」，說明二十世紀後主流思潮的洪流，造

成 1996 年電訊傳播法的通過，是「媒體政策制

度的腐化頂點」（p.51），更因此新自由主義「鎖

住了相關辯論議題的範圍」（p.55）。

第二章談及專業主義的突起與侷限，從一

開始就批判商業制度，認為南北戰爭後商業報

紙系統減少，愈來愈變成只有富人才有錢辦報

（p.61）。進一步認為專業自律概念中的菁英與

反民主偏見（p.69），更因新自由主義使得商業

利益有形、無形、有意、無意地滲透新聞本身，

損及誠信（p.87）。

第三章題目為〈右翼批評與政治報導〉，揭

穿一般認為美國媒體是「自由大本營」的誤謬，

更以選舉報導的偏見來陳明媒體在選舉時諸多

「不正常」的表現，大量的政治廣告就多少說明

了選舉時花大筆金錢買時段，導致選舉成為富人

的遊戲，而報導的偏差更俯拾皆是。

第四章〈高度商業主義〉進一步探究美國媒

體受廣告操縱的現象，尤其近來熱門的「置入性

行銷」進行的愈見精緻，造成商業文化生產的

是一種深遠的犬儒主義與物質主義，作者認為

兩者皆是公共生活之癌（p.179），呼籲大家正視

「廣告與商業主義的問題」，因為「要能夠對媒

體問題採取民主的解決之道，則必須面對廣告」

（p.186）。

第五章〈市場凌駕一切〉，直接批評新自由

主義下「娛樂媒體」的競爭與集中問題，這其實

是目前媒體政策中相當核心的概念，因為在匯流

時代，新聞與娛樂界線模糊，更因為科技匯流，

「內容稱王」，閱聽眾工作、休閒都少不了資訊

與娛樂，而這些來源已被寡佔或獨佔。九○年代

美國媒體系統的合併造成三種不同層級的媒體企

業，大家熟知的時代華納、迪士尼當然是最最有

份量的重量級企業，是一般強調「綜效」時最常

拿出來舉例的集團化代表，所以作者認為「美國

的媒體市場應沒有競爭存在」（p.203），更反駁

商業媒體最常用的說詞：「給民眾他們想要的」

（p.213）。

也因此作者的理念乃需要有更強有力的政策

導向（p.224），第六章〈媒體政策與媒體改造〉

就強調該處理以下三個領域：傳播科技發展與規

則、商業市場中媒體所有權、運用法規與公共補

助來成立非營利的媒體，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公共

廣播媒體（p.226）。

最後一章〈風起雲湧的 2003 年〉，介紹美

國媒體於 2003 年發生的一些事例，一方面引證

作者對美國傳播政策制定的不滿，另方面介紹

媒體改造運動的發展，說明「悲觀而非絕望」

的心境。

就如同一些政治經濟批判學者的立論，資本

主義導致民主的沈淪；尤其傳播政治經濟學更是

將政府與財團曖昧關係批評的幾乎一無是處，故

唯有透過立法保障公民的聲音，才不會讓牟利的

「生意人」「為所欲為」。作者文中指陳的各項

問題其實在諸多文章、書籍 （ref. Aufderheide, 

1999; Droteau & Hoyn, 2001; Alger, 1998） 中

都陸續出現，這在美國傳播學術圈中是一羣人數

不多但立場堅定的「少數聲音」。不可否認，作

者有點想「集大成」把所有問題更明確地點出，

同時希望不是講講就好，更要以行動來做一些

事，這是延續其《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

的傳播政治》一書後，繼續其火力攻擊政治與財

團一方面鬆綁媒體，另一方面任由觀眾吃一些不

營養的垃圾食品，因此必須採取更積極作為來加

以防範。

這其實在理論與實務上已經爭議超過一個多

世紀，當然並未因著時代的演進與科技的匯流

而有所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情況好像愈來愈

嚴重。作者一開始即挑戰商業制度，也即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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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企業會為人類帶來福祉的假設與事實，認為

有錢人才辦得起報。而以美國歷史言，開國元勳

不少是報人，是文人辦報，但這些文人是知識份

子，有理想、有對民主的憧憬，辦的報紙發行量

不過數百，南北戰爭後，對「現今美國」而言，

意義重大，因為西部拓荒，國土延伸至太平洋，

如果不是「商業牟利」的動機，速度也不會那麼

快（請參考「公司的歷史」，民國 94 年），所以

資本主意興起，現代代議政治的「罪過」與商業

化息息相關。

從新聞史的觀點，文人辦報到商人辦報（而

非「公民辦報」），與社會變遷的路徑相輔相成，

美國新聞界從普立茲、赫斯特的黃色新聞中成

長，並經過爬糞運動的震撼，印刷媒體趨於成

熟，因此廣播出現時，沒有採取英國的「公共廣

播制度」，而走「市場」模式，是國情不同嗎？

或是美國民主中相信「制衡」？任何怪異事，政

府少介入，市場上至少有其他聲音會「制衡」（所

謂「意見自由市場」）。因此，這種精神一直延

續，絕大多數也都同意媒體作為「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第四權角色。當奧克拉荷瑪州政

府爆炸時，許多保守人士認為乃源自於廣播中的

「仇恨」言論，呼籲政府「立法」，但柯林頓總

統不以為意。柯林頓總統因媒體寵兒而當選，也

因為陸文斯基案成為媒體譏諷的對象，人們當然

可以說，譏諷他是為了衝高收視率與發行量，與

一百年前的黃色新聞沒啥兩樣，但是民眾想看、

想知道本就是個很弔詭的現象，民主國家裡，政

府可以規定人們「接收」何樣的訊息呢？

也就是說，媒體政策牽涉的問題甚廣，有鉅

觀面，有微觀面，政治經濟學者的焦點是鉅觀

的，固然很重要，但微觀面問題不是他們關心

的，認為鉅觀問題解決，其他就都好處理。

大家都知道好的政策可以保障良好的民主發

展，品質佳的公民會對周遭不符合「民主」土壤

的事情「發聲」（這也是眾多人投入「媒體素養」

工作的目的），偏偏在代議政治下，選出的代議

士，多代表財團的利益，而非小市民的看法，這

在政治學及一些相關討論中，多有所提，最近流

行的「審議民主」即是強調公民參與的概念，但

立論上的辯證，放到實際生活中就有其限制。

作者對聯邦政府及如聯邦傳播委員會的批評

非常直接，所講的也都是事實，但認為這些人為

大企業所「挾持」，就有一些見仁見智。在制衡

的理念之下，媒體改革方式多種，作者簡單答案

就是媒體的「公集團」，這對翻譯此書的一些在

國內從事媒體改革的朋友言，本是一劑最好的強

心針，受到的鼓舞自不在話下，但難道媒體改造

除「公集團」外沒有其他途徑了嗎？

在一個匯流紀元中，現今定義的「媒體」已

與二十世紀不同，與十九世紀也不同，想用簡單

答案（如立法限制集中權）解決一、兩世紀的問

題，不是有一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另外，匯流時代的媒體究竟是否享有較其他

企業更多的保障與所謂的特權？人們一方面口口

聲聲認為媒體的言論應受到保障，另方面又抱怨

媒體報導自己關心議題是不夠的。教育團體認為

媒體沒有好好教育閱聽眾，環保團體覺得媒體都

是擁護大企業的利益，關心生態、流浪狗、溫室

效應、健康、社會福利……的利益團體都覺得媒

體或是報導不足，或是未反應其關心的面向，但

媒體所謂的「新聞價值」歷經百年努力，雖不能

說最是完美，但對「大眾」而言是「不滿意但可

接受」（對菁英，當然是既不滿意也不能接受）。

菁英因此可以上網自己搜尋想要的資訊，透過良

好訓練消化、吸收，生成為更多的力量，但對一

般升斗小民而言，工作辛苦、人生卑微，許多議

題對其來說是短期難以消受的。

媒體改造的精神大多數人都同意，但作法確

實值得大大辯論一番。舉例說，企業置入性行銷

很多人都不同意，而當政府拿民眾納稅錢置入

行銷呢？公媒體如英國 BBC 的許多無效率及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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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是由誰制衡呢？

本書各章節分別由各學者翻譯，許多名詞並

不統一，多位學者由於留學英國，對美國新聞史

不夠瞭解，翻譯時並未能將美國民主演進與媒

體關係的「精髓」翻出味道來，如果基於「制

衡」的想法，本書值得大力推薦，但其他有關美

國媒體在匯流時代政策、規約的一些書籍更不能

不讀，對許多規約的精神及立法旨意都說的更清

楚，本書與其他媒體書籍最大的差別在於「行

動」的介紹，如許多「非營利組織」的「行動」

一般，都是二十一世紀中不可或缺的聲音，多多

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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