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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我國廣播電視體制歷經戒嚴時期的緊密
控制，以及民主開放之後日漸失序的商業化
風潮，行政管制實務與法律規範之間不免有
所脫節。網際網路興起與電訊傳播技術進步
所帶來的媒體整合，則更進一步挑戰歷來依
傳播路徑區分電信與大眾媒體、各自立法的
整體管制架構。就長程法制發展的觀點而
言，伴隨廣播電視媒體在解嚴之後的轉型，
固然促使潛藏多年的產業生態深層問題漸次
浮現；其實，我國廣播電視行政管制規範架
構，已經臨界全盤更張的緊要關頭。

本研究從國內法制實踐經驗中整理、釐
清問題意識，再透過法釋義與法制實證兩個
面向上的比較（公）法研究，試圖建構國家
為廣播電視積極立法的（憲法）規範論述。
除傳統上就註釋性質的文獻進行分析之外，
本研究並將深入我國及德國廣播電視行政管
制實務，逐一比較各項規範論述的事實基礎
及其異同所在。

關鍵詞：廣播電視、立法、比較（公）法、
司法審查、論證

Abstract

The broadcasting system in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the heavy control in the period of
the Martial Law; it then enjoyed a somehow
non-regulated commercializa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implementation distortion as
well as deficit can be easily observed. The
convergence tre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followed by new innovations in th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further
jeopardize the obsolete regulation paradigm of
the segmented media legislation in Taiwan. The
emerging structural crisis of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makes one thing clear: Taiwan
needs to re-construct its broadcasting system.
New legislation is hereby necessary.

This project first tries to crystallize the
problematic in clarifying the broadcasting
regulation practices. Based thereon, it will then
compare the legal system of Germany and
Taiwan, in the dogmatic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dimensions. With the help of German legal
methodology, which has long been a integrated
part of legal reception in Taiwan, this project
will then tries to build up a new argumentation
model: The state should actively legislate in
regulating broadcasting. As a study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public) law, parallels and
differences, especially in the thematic judicial
review, will certainly be observe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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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Keywords: Broadcast, Legislation,
Comparative (Public) Law, Judicial
Review, Reasoning

二、緣由與目的

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以接收原由日本
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廣播設備，以及部分隨同
撤退的政府電台（中央台）、軍事電台（軍
中台、空軍台）與一家民營電台（民本電台）
為基礎，漸次發展為各級政府、軍事機關、
執政黨與少數民間業者分別經營廣播事業的
特殊體制（註 1）。直到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八
日，「廣播電視法」經總統令公布施行為止，
不但廣播事業在欠缺完整法制的環境下度過
二十餘年，就連三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
視、華視）也已經紛紛開播、正式營運多年。
由此可知：我國廣播電視行政管制型態，自
始就不以形式上具備法典外貌的法律規範為
限；在正式的法制架構之外，政府及執政黨
還握有控制廣播電視媒體的其他手段（註 2）。
就此而言，我國廣播電視體制與美國及戰後
德日兩國體制，其間均有明顯差異存在，法
制比較研究上尤其不應輕易忽略（註 3）。

就法學研究而言，法典化的廣播電視行
政管制規範，除廣播電視法於民國七十一
年、八十二年分別配合當時政策小幅修正之
外，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施行的「有
線電視法」、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修
正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及同日公布施行的
「衛星廣播電視法」，其中所包含的個別管
制事項及其法制建構方針，未必能與憲法規
範及行政基礎法典完美嵌合（註 4）。因此，
我國廣播電視行政管制上發生的具體問題，
單純援引抽象的憲法規定或總則性質的行政
基礎法典，例如，行政程序法及行政訴訟法
相關規定，或者，以一般「行政法總論」所

提供的（比較）釋義架構逕行解答，難免遭
遇方法論上的各種障礙。

就行政管制及司法審判實務而言，根據
傳播學者的研究發現：我國舊有廣播電視行
政管制活動，在法典化的行政干預制度部
分，具有以下四項特色：（一）明白賦予媒
體政治宣傳任務（例如廣播電視法第一條規
定），（二）違法認定與取締概由行政機關
主管，（三）實施事前審查，以及（四）軍
事單位介入媒體經營（註 5）。政府與執政黨
對於廣播電視媒體的實際控制，則更從人
事、股權、經營而深入意識型態各層面（註 6）。
儘管如此，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表現的低俗與
聳動取向，戒嚴時期在蔣介石與蔣經國兩位
總統痛斥之下，卻也只是暫時收斂隨即故態
復萌、始終不改其商業掛帥的媚俗本質（註

7）。解嚴之後，廣播電視節目不當處理以致
影響司法運作、妨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侵害
個人權益等情況更形惡化。

另一方面，合法電台經營者將節目製作
工作外包，甚至將時段完全轉交製作單位處
理，本身則淪為單純負責傳送節目及廣告訊
號、收取時段租金的所謂「二房東」問題（註

8），以及解嚴前後多次引起激烈抗爭的所謂
「地下電台」取締問題等（註 9），在在顯示
歷來電台設立許可制度弊病叢生（註 10）。此
外，有線電視正式合法化前夕所盛行的侵害
智慧財產權行為（註 11），以及民國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底引發大規模「斷訊」糾紛（註 12），
更凸顯我國廣播電視法制在市場交易與產業
結構的規範上漫無章法（註 13）。

此外，網際網路興起與電訊傳播技術進
步所帶來的媒體整合（註 14），則直接挑戰歷
來依傳播路徑區分電信與大眾媒體、各自立
法的整體管制架構（註 15）。就長程法制發展
的觀點而言，伴隨廣播電視媒體在解嚴之後
的轉型，固然促使潛藏多年的產業生態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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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漸次浮現；其實，我國廣播電視行政管
制規範架構 － 亦即，廣播電視法制、主管
機關組織及其各項管制措施 － 本身，已經
臨界必須全盤加以更張的緊要關頭（註 16）。

法學界及實務界面對上述挑戰，基本上
仍舊從傳統的法律釋義面向切入，就特定法
律規範或法理、行政法上的一般原理原則等
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加以分析。就公法釋義
架構而言，又可以再區分為憲法釋義層次，
以及行政法釋義層次兩大部分（註 17）：

憲法釋義層次上所考慮的各項問題，實
體部分，主要可以分解為：行政管制所涉基
本自由權利為何（言論自由、財產權、「廣
播電視自由」？）、憲法相關規範的保護範
疇及其具體內涵為何（憲法第十一條、第十
五條等規定），以及，此項基本自由權利與
其他基本自由權利或憲法價值目標之間相互
衝突時如何權衡、比例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又應如何具體操作（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等步驟，逐一加以解答（註 18）。程序部分，
在我國則主要涉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相關（例如，第五條）規定的適用問題。

行政法釋義層次上所考慮的各項問題，
主要涉及以下各項行政法總論重要議題：法
律優越與違法審查、權利救濟，以及法律保
留、行政組織與監督機制、比例原則、程序
合法化等；亦即：廣播電視相關法律如何規
範行政管制活動？違法命令與處分如何糾
正？權利受侵害者如何請求救濟？應予保護
的法益為何？應由法律明文規範的管制事項
為何？授權與監督主管機關的規範機制為
何？如何確保管制活動以最小代價達成法定
目標？如何透過法定行政手續以正當化個別
管制活動？隨著行政程序規範法典化，以及
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大幅修正，以上各項議
題因而均有其於司法實務上的嶄新意涵。將
歷來實務界與法學界所採取的廣播電視法釋

義框架，置於上述行政法學法典化的嶄新法
制背景之中，則其侷限性將隨之益形彰顯（註

19）。

至於實際提出行政管制及司法審判實務
所需的規範基礎者，在目前國內法學研究仍
以釋義取向為主、實務上亦以法條適用為「依
法行政」重心的大環境下，勢必仰賴於法典
化的正式立法作業。然而，關於立法者是否
負有積極介入廣播電視領域制定規範的義
務，以及，立法者如何具體落實憲法層級的
基本權保障規範與各項抽象憲法政策方針等
根本問題，法學界除引介外國學說及既有經
驗者外（註 20），針對我國特殊國情深入研究
者仍屬有限。本研究則計畫從此一面向切
入，藉以探討我國廣播電視法制快速轉變之
際，在「立法論」與「違憲審查」兩項議題
上所應展現的具體意涵。

（註 1）詳請參閱：溫世光著（1983）《中國廣
播電視發展史》，頁 80 以下、頁 90 以下
及頁 108 以下；王振寰，〈廣播電視媒體
的 控 制 權 〉 ， 收 錄 於 鄭 瑞 城 等 合 著
（1993），《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
秩序》，第二章，頁 83 以下

（註 2）參閱：王振寰，前揭文，頁 86

（ 註 3 ） 美 國 廣 播 電 視 法 制 概 況 ， 參 閱 ：
Krattenmaker & Powe, REGULATING
BROADCAST PROGRAMMING, 1994, MIT
Press, Cambridge MA；德國戰後廣播電視
法制發展概況，參閱：石世豪，〈走出菁
英呵護的搖籃? － 德國電視法制在政治
與經濟雙重衝擊下的「二元化」發展〉，
《 廣 播 與電 視 》，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頁
111-135；日本戰後廣播電視體制概況，參
閱：蘇進添（1990），《日本新聞自由與
傳播事業》，頁 73 以下、頁 138 以下

（註 4）以行政程序法草案與廣播電視法、有線
電視法草案之間的配合關係為例，參閱：
林子儀、劉靜怡，〈大眾傳播行政程序規
定 之 分 析 與 檢 討 〉， 收 錄 於 翁 岳 生 等
（1993），《現行法與行政程序法草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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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研究 － 交通運輸、環保、地政、大
眾傳播及稅捐行政程序規定之分析與檢
討》，研究報告四，經建會健全經社法規
工作小組委託研究報告

（註 5）鄭瑞城（1988），《透視傳播媒體》，
頁 39-40

（註 6）王振寰，前揭文，頁 87 以下

（註 7）李金銓，〈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收
錄於鄭瑞城等合著，前揭書，第九章，頁
527 以下

（註 8）關於國內電視媒體就其節目播出時段的
營運型態，早期文獻：李瞻（1979），《我
國電視系統與政策之探討》，研考會委託
研究報告；較為晚近的發展，參閱：陳清
河，〈電視營銷體制之評估研究 － 以無
線電視間接經營為例探討其利弊〉，《廣
播與電視》，第二卷第二期，頁 31-54

（註 9）翁秀琪，〈地下媒體〉，收錄於鄭瑞城
等合著，前揭書，第八章，頁 459 以下；
馮建三，〈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
－ 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收錄於氏
著（1995），《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
學》，第四章，頁 124 以下

（註 10）關於我國（無線）電台設立許可制度的
檢討，參閱：洪貞玲（1996），《我國無
線廣播電視執照核發與換發之研究》，政
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5 以下

（註 11）關於有線電視節目播放系統普遍「盜播」
未經授權節目，甚至引發美國以「三○一
條款」貿易報復手段施壓的概況，參閱：
鄧榮坤、張令慧（1993），《有線電視解
讀》，頁 24 以下、頁 115 以下

（註 12）關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節目頻道業者
之間的大規模交易糾紛，以及歷次「斷訊」
爭議的概況，參閱：官智卿（1999），《論
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垂直整合」問題及其
規範 － 以「斷訊」爭議為核心》，政治
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頁 113 以下

（註 13）石世豪（1998），〈我國廣電政策的轉
型：一個結束的開始〉，「第一屆全國廣
播電視會議」第一場研討會引言，收錄於
新聞局編（1999），《「迎接廣電新紀元」
會議實錄》，頁 31 以下；石世豪、吳秀
明、莊春發（1999），〈市場結構惡化 有

線電視的春天不再來：任令業者合縱連橫
將扼殺有線媒體生機〉，《衛星與有線電
視》，第十一卷第五期，頁 20 以下

（註 14）關於網際網路在我國所引發的問題及其
法律規範上的盲點，參閱：陳家駿，〈網
路傳播媒體適用現行法律規範之探討〉，
收錄於前揭《廣電媒體的非常管理 － 傳
播與法律系列研討會（四）》，頁 43 以
下

（註 15）石世豪，〈傳播革命衝擊下的廣播電視
定義問題: 功能性觀點下的概念解析〉，
《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十六卷第三期，
頁 133-181

（註 16）李金銓，前揭文；劉幼琍、石世豪
（1997），《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評估》，
立法院立法諮詢中心委託研究；石世豪、
黃銘傑、劉靜怡（1999），《我國成立通
訊資訊暨媒體單一主管機關之研究》，經
濟部技術處、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委
託研究

（註 17）憲法與行政法之間的緊密關係，參閱：
吳庚，（1999）《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增訂五版，頁 34-35

（註 18）關於基本權利受侵害問題的釋義分析架
構，參閱 Pieroth/ Schlink, Grundrechte –
Staatsrecht II, 1993 C. H. Müller, Rdnr. 225
ff.。關於「廣播電視自由」在我國憲政上
如何落實的問題，詳請參閱：石世豪，前
揭《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
論廣播電視自由之制度性保障與主觀基
本權利雙重性質》文；該文並且指出「受
益 權 」 體 系 與 「 基 本 權 建 構
（Ausgestaltung）」的必要性，其釋義架
構，參閱 Pieroth/ Schlink, a. a. O., Rdnr.
121 ff., 141 ff.

（註 19）相關問題對於行政法總論與各論研究所
帶來的挑戰，參閱：石世豪（1999），〈依
法行政：行政法學的終極挑戰－以廣播電
視行政管制研究為例〉，發表於「台灣行
政法學會年會」

（註 20）例如：林子儀（1993），〈新聞自

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收錄於氏著，《言論

自由與新聞自由》，頁 61-131；李念祖（1995），

〈廣播電視法修正立法關於接近使用媒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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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令月刊》，第 46 卷第 2 期，頁 23

三、理論與方法

本研究既以探所我國為廣播電視積極立
法的憲法基礎為題旨，尤其重視行政事務受
法律（與法）規範的經驗事實及其演變。整
體而言，「行政法總論」與「憲法學」在理
論觀點上偏重司法審查功能，在研究題材上
集中於抽象規範或原則，在研究工具上倚賴
釋義方法，在理論架構上則仰仗國外文獻；
種種現象，在法制及法學思想「繼受」初期
固然無可厚非。然而，具體解答廣播電視行
政管制如何以法律（與法）規範的實踐問題
之際，卻往往面臨法學專業在知識基礎上的
明顯限制。展望未來行政法學如何紮根於我
國，本研究認為：唯有深化歷來法制比較的
學術基礎、正視本土實踐經驗，方能進而強
化法學實質論證內涵、凝聚行政規範共識，
據以回應來自現實層面的挑戰。

其 實 ， 所 謂 的 「 比 較 法 學
（Rechtsvergleichung）」，本身即屬於法學的
重要分支，有其獨特的目的及研究方法（註

1）；在此意義之下，「比較法學」的內涵，
與國內相關教科書上所謂「法系」的介紹（及
其研究）比較接近（註 2）。至於「比較解釋」，
視其所述的具體內涵，則是利用得自「比較
法學」的相關知識，進而從事「釋義操作」
活動的情形。

就方法（論）或解釋技巧的角度而言，
此種「比較解釋」的實務或學術活動，其實
是透過解析立法過程參考外國法制的經過，
具體運用「歷史解釋」的方法；或者，透過
「制度性目的（ teleologisch）」及「務實
（allgemein praktisch）」的觀點，藉以發現法
律制度所應發揮的功能（註 3）。無論採取何
種路徑，利用「比較」的方式解釋我國法律，
嚴格就方法論上的要求而言，都必須認知我

國法律與所援引外國法律（制度及學說）之
間的異同及關聯性。就此，除參考「比較法
學」方面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外，仍然必須探
究我國及研究者所參證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特
性，以及被選定解釋的法律規定，在我國及
該國整體法律之中又立於何種地位、與兩國
其他法律的關係如何等 － 簡而言之，就是
對於我國及該國相關法律釋義體系及其經驗
基礎等所謂「國情」，必須具備基本的認識，
甚至，以適當的人文社會學科知識加以掌
握。就行政法學的「比較研究」而言，即有
以下面向可以個別深入探究（註 4）：

（一）忠實描述所比較法制；（二）比
較法制史研究；（三）比較概念釋義分析；
（四）比較類型化研究；（五）法（律）的
功能性比較研究；（六）法（律）的社會（實
證）功能性比較研究。

既然我國廣播電視法制體系並非特定外
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因而，各種未經批判
而將外國法律規定套用在我國生活事實的說
法，顯然忽略外國法律無論就效力範圍（原
則上無法超越國界）、文本情境（context）
（尤其，各國文化及歷史背景加諸於法條、
判決文字的特殊意涵）、基礎預設（premises）
（各國都有其所重視的不同價值、世界觀及
個別法律所追求的特殊政策目標），以及執
行機構、程序、配套法制與執行成效、社會
反應等各項體系要素，都與我國有所不同；
嚴格就方法（論）的立場而言，上述未經轉
化、直接套用外國法律的做法，並不適於用
以建構或發展我國法律釋義體系。雖然，參
考業已高度體系化的外國法制或相關學說，
往往有助於減輕（另行）建構我國法律釋義
體系的困難程度；但是，方法上較為嚴謹的
做法，仍應就兩套法制之間的異同或彼此關
聯提出說明，藉以使此種方法上的「比附援
引」得以正當化（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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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成文法典龐雜繁複，其所記
錄、表述的法律規範更在實際應用過程中變
化無窮；因此，法學界的主要研究活動，歷
來均以系統化的方式整理法律規範、納入抽
象的釋義體系，藉以簡化實踐情境的複雜
性，協助實務工作者在法律規範（語句）之
間進行演繹分析，同時據以維持最基本下限
的形式正義。此類編纂、檢視法律釋義體系
的研究活動，並非純就法律規範文句的字面
異同加以對比編排，更不應該被化約成將主
流政治思想「行之於文」的文書技藝。潛藏
在系統化、演繹、釋義與概念用語的專業形
式背後，則更有重視價值取向及理性思維，
並且具體實踐於學術／實務之中的深邃專業
內涵（註 6）。

我國行政法學在研究及教學所關注的核
心議題，自始即不能脫離「依法行政」的法
治理念如何具體實踐等根本問題（註 7）。但
是，「依法行政」中的「法」，倘若不以形
式意義的「法典」或「制定法」加以理解，
勢必涉及我國實質「法（律）規範共識」為
何的基礎問題（註 8）。此外，面對現實經社
條件的快速變化、社會價值理念轉向多元開
放的時代背景，此類「法（律）規範共識」
又將如何轉變、各項舊有問題癥結與來自現
實層面新興挑戰又將如何因應 － 具體就我
國廣播電視行政管制而言，除行政訴訟層次
的行政合法性如何審查之外，更重要者在
於：「立法論」層次上「應該」以及如何形
成（應有）的成文法典以資遵循；甚至，根
據憲法抽象規範審查既頒法典的合憲性已然
有所不足。如何透過比較法尋繹出符合我國
法制現況的「論證架構」，再根據我國廣播
電視體制發展實況進一步予以檢證、細膩
化，遂成為本研究初步嘗試探索以上問題的
研究取徑。

在上述研究旨趣及研究策略考量之下，
本研究具體所採取的資料蒐集手段，則以「文

獻分析」、「專家訪談」及「實地參訪」三
種方法為主，藉以徵集理論建構及實例驗證
所需的堅實資料基礎；其中，「實地參訪」
係蒐集法制施行成效有關資料，藉以測度外
國法學及實務論證及其社會經驗基礎之間的
互動關係。將此一研究成果回饋至我國廣播
電視法制（再）建構過程之中，則可以援引
為檢視本土「規範－事實」辯證發展歷程的
基本模型（Modell），進而發展一套符合我國
國情的「立法論／憲法學」規範論述。為求
有效「比較」起見，本研究除深入分析德國
及我國相關文獻資料外，原擬赴德國各邦廣
播電視主管機關（例如：漢堡邦：HAM，北
萊因－西發崙邦：LfR，柏林暨布蘭登堡兩
邦：MABB）、跨邦際廣播電視集中化調查
委員會（KEK）、聯邦卡特爾署（BKartA）、
聯邦郵電署（RegPT），以及該國各大研究中
心（例如：Hans-Bredow-Institut、Europäisches
Medieninstitut）等重要機構所在各大城市（漢
堡、波昂、杜塞多夫及柏林等），就近蒐集
文獻資料、參觀設施及其活動，並且訪問有
關人士，補強一般期刊專論在抽象理論以外
實證面向的不足之處。與此相應者，國內部
分亦將充分掌握、加強實務資料，藉以豐富
比較研究的實質內涵。可惜，審查機關未能
核準相關計畫經費，實地考查、比較一事只
得作罷。

（註 1）西歐及北美法學界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

熱衷於法比較研究的動力，主要源自於啟蒙

運動以下理性主義的思想，促使相關學者們

認為「時代精神（Geist der Zeit）」或「普

遍司法原則（Universaljurisprudenz）」可以

透過比較研究予以揭露；另一方面，基於貿

易 及 國 際 互 動 所 產 生 的 法 律 統 合

（ Rechtsvereinheitlichung ） 與 法 律 調 和

（Rechtsangleichung）等實際需求，以及處

理彼此商民往來所生糾紛的經驗，也構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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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與跨文化法制研究的重要趨動力量。關

於 法 比 較 研 究 的 一 般 說 明 ， 參 閱 ： M.

Rheinstein （ 1987+ ） : Einfη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S. 11 ff.。關於各主要法

系的介紹及法律比較研究的發展等，漆竹生

中譯（1990）：《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法

國法學者 René David 原著）一書中，有相

當詳盡的資料

（註 3）國內法學者論及法系者，大抵引自英國

比較法學者 John Henry Wigmore 的見解，

依世界上（曾經存在）的各主要種族或文化

區分不同的法律思想暨制度體系，例如：鄭

玉波（1996）：《法學緒論》，頁 189 以下；

管歐（1996）：《法學緒論》，頁 34 以下

（註 3）類似的見解，參閱：R. Alexy（1995）:

Juristische Interpretation, in: ders., Recht,
Vernunft, Diskurs, S. 83 ff.；倘若不以詞
害意，林紀東（1996+）：《法學緒論》，
頁 96 以下關於「論理解釋」的說明，大
致也持類似的見解

（註 4）理論基礎及思想背景的深入討論，參閱：

Trantas, Die Anwendung der

Rechtsvergleichung bei der Untersuchung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1998 Dresdner Univ.

Verlag, S. 41 ff.

（註 5）比較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尤其忌諱將

一國的規範性命題（例如：美國憲法第一修

正案禁止國會立法限制報業自由），未經批

判就據以為另一國法制的基本前題；以廣播

電視法制的比較而 言，德國法學者 W.

Hoffmann-Riem 即曾提出類似的警語，參

閱 ： ders. （ 1985 ） : Deregulierung als

Konsequenz des Marktrundfunks, AR 1985,
S. 568。公法比較研究相關議題的深入討

論，並請參閱：Trantas, a. a. O., S. 31 ff.

（註 6）關於釋義操作在法學上的一般性地位，

參閱：K. Larenz 原著、陳愛娥譯（1996），

《法學方法論》，頁 120 以下。此外，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然法復興運動對於納

粹集權的深刻批判，已經轉為價值法學與理

性法論證兩支重要的法學研究取向，重建法

學的「學術性（Wissenschaftlichkeit）」；

相關思想史簡介，參閱：顏厥安，〈法與道

德〉，收錄於氏著（1998），《法與實踐理

性》，頁 31-76

（註 7）參閱：黃錦堂，〈行政法的概念、性質、

起源與發展，收錄於：翁岳生編（1998）《行

政法》（上冊），頁 76 以下

（註 8）公法比較研究上的觀點，參閱：

Trantas, a. a. O., S. 34 ff.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我國廣播電視行政管制所面臨
的挑戰為出發點，問題意識發軔於本土數十
年法制經驗下「依法行政」的具體意涵；因
此，既有廣播電視行政管制經驗的整理與分
析，遂成為本研究所植基的「事實領域」基
礎所在。

另一方面，在研究目標上，本研究則試
圖提出「立法論」及「憲法學」上適當的規
範論述，藉以發展後續法制建構過程所需的
（憲法）政策論證模式。概略言之，亦即：
國家在廣播電視領域內積極立法的（憲法）
規範基礎。

為建構上述論證模式，本研究首先系統
化整理中、德文相關基礎文獻，在論證形式
上抽繹共通原理原則及其理由構成，初步釐
清法釋義層面上的各項議題。

其次，本研究雖然試圖廣泛彙整、比較
兩國法制實踐經驗，並且試圖自「事實領域」
歸納社會實證面上的相關管制議題及其發展
趨勢，藉以檢證「規範領域」內的管制規範
類型及其於制度性功能上的各項基礎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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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審查機關未能核準相關計畫經費，此部
分研究不免大受限制。

最後，本研究將重心置回「規範領域」、
試圖重新建構一套具有實踐意涵的（憲法）
規範論述，並且，根據我國法制架構及其（政
治－）經濟－社會總體條件，勾勒我國為廣
播電視積極立法的規範藍圖。由於受限於「事
實領域」部分的調查研究不足，純以文獻資
料為基礎從事相關法規範命題的衍繹及論
證，不免侷限於憲法規範目標及其落實於「依
法行政」的抽象層次上，此乃未來後續有待
強化之處。

此外，在電子媒體與電信通訊事業加速
匯流的發展趨勢下，如何突破既有廣播電視
法制格局，進一步規劃「資訊社會」的合憲
法制基礎，亦為當前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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