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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資訊時代中，新聞媒體——無論是傳統媒介還是新媒體—

—的採訪報導，仍然對於當代社會人權有極大的影響。但是

過去新聞界的專業倫理守則的建立，往往是一種由上而下、

非民主式的國家力量或商業機制壓迫。因此，透過相關資料

蒐集、討論與分析、特別是公民與工作者由下而上的審議式

討論與行動，作為改善新聞採訪與報導之倫理層面問題，成

為當前一項具有急迫性、必要性、同時也是具有真正改善問

題之可行性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當前媒體勞動環境日趨惡化的情況下，單單從

倫理層面來要求個別的行動者或工作者，顯然未能達到正本

清源的效果。如果媒體工作者連基本的工作權都朝不保夕，

就無法奢求採訪與報導的品質。所以對於媒體工作者勞動權

的重視與改善，維護這些勞工的基本尊嚴與工作條件，同時

也是提升與維繫新聞倫理的根本所在。透過對於相關勞動權

案例的蒐集與探討，以及媒體工作者之間相互的討論及分

享，相信對於新聞工作環境的保障、以及進一步新聞產出品

質的提升，都能有所幫助。 

因此，本資料庫建置之目的，在於以攸關資訊人權的新聞倫

理與新聞工作者勞動權，為紀錄與典藏之兩個核心。本資料

庫除了蒐集當前最新相關事例之外，也將妥善運用網路的雙

向特質、包括目前以使用者為核心的 web2.0 概念的實踐，

促成本資料庫所設定的兩大目標使用社群——新聞閱聽人與

新聞工作者——的社群內部與社群之間，對於這些事例的相

互討論，以提供本身的專業知識與經驗等方式，作為分享與

深入探討問題之參考。 

最後，本資料庫更計畫進一步促成「線上」與「線下」的社

會互動。參與資料庫建構的團體，長期以來關心相關議題、

並有一定之社會資源得以運用。因此，本資料庫所蒐羅的媒

體倫理與勞動權議題，除了在資料庫論壇上的使用者討論以

外，也將成為建置之團體引申為座談會或焦點團體討論之

用。再者，本資料庫希望透過「線下」實體的討論，由下而

上地形塑與適時更新各類新聞採訪報導之倫理守則、以及面

對各類勞動權爭議之教戰原則，進而對提升資訊時代新聞倫

理與與保障工作者勞動權，有典藏之外的社會互動功效。 

本計畫進行之典藏資料，首批典藏對象已有完整之印刷資料

保存、以及部分之數位資料建置。互動論壇的典藏方式，則

為建置相關分類之後，透過使用者互動模式進行蒐集與討

論，內容包括使用者評論與相關之新聞文字與影音資料。本

資料庫強調系統性分類蒐集、以及使用者互動及討論，內容

開放提供一般大眾使用及參與。本資料庫內容將可呈現台灣

社會之新聞媒體與報導中的人權議題，同時包括平面印刷與



影音內容，更作為新聞媒體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溝通平台，將

能具體展現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有關人文社會之典藏內

容與精神。 

資料庫建置完成後，一方面，本資料庫將能透過使用者之互

動討論、及主動提供勞動權及倫理權相關資料的方式，繼續

活化與深化典藏內容。另一方面，合作單位可提供計畫執行

完畢之後資料庫維護與更新之人力，永續經營此一對新聞媒

體閱聽人與工作者極具意義之線上資料庫。 

 

 

中文關鍵詞： 新聞倫理、新聞自由、新聞真實、新聞造假、社會責任、公

共利益、客觀報導、媒體審判、置入性行銷、媒體勞動權、

解雇、災難新聞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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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近年來資訊科技發展迅速，不但報紙與無線廣播電視台的數量逐年增加，

同時新媒體如有線電視系統與頻道、以及網際網路與寬頻普及率都愈來愈高。資訊

社會樂觀論者通常以為傳播科技的發達，將可增加資訊交換與溝通的效能，進而對

資訊時代的人權有正面提昇的作用。然而，近期以來台灣新聞媒體不論在專業技能

與專業倫理方面，表現都相當不理想，屢屢出現侵犯人權的採訪與報導案例，導致

社會各界批評聲音不斷，甚至直言其為社會亂源、或以「公害」視之（林元輝，2006）。

這毋寧與資訊社會樂觀論者的期望背道而馳，更與國際間對資訊時代必須促進「傳

播權」（communication rights）的想法有明顯落差（World Forum on Communication 

Rights, 2003）。 

事實上，在資訊時代中，新聞媒體——無論是傳統媒介還是新媒體——的採訪

報導，仍然對於當代社會人權有極大的影響。但是過去新聞界的專業倫理守則的建

立，往往是一種由上而下、非民主式的國家力量或商業機制壓迫（劉昌德，2007）。

因此，透過相關資料蒐集、討論與分析、特別是公民與工作者由下而上的審議式討

論與行動，作為改善新聞採訪與報導之倫理層面問題，成為當前一項具有急迫性、

必要性、同時也是具有真正改善問題之可行性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當前媒體勞動環境日趨惡化的情況下，我們也發現，單單從倫理

層面來要求個別的行動者或工作者，顯然未能達到正本清源的效果。如果媒體工作

者連基本的工作權都朝不保夕，就無法奢求採訪與報導的品質。所以對於媒體工作

者勞動權的重視與改善，維護這些勞工的基本尊嚴與工作條件，同時也是提升與維

繫新聞倫理的根本所在。透過對於相關勞動權案例的蒐集與探討，以及媒體工作者

之間相互的討論及分享，相信對於新聞工作環境的保障、以及進一步新聞產出品質

的提升，都能有所幫助。 

因此，本資料庫建置之目的，在於以攸關資訊人權的新聞倫理與新聞工作者勞

動權，為紀錄與典藏之兩個核心。其次，本資料庫除了典藏過去的分散各處的資料、

以及蒐集當前最新相關事例之外，也將妥善運用網路的雙向特質、包括目前以使用

者為核心的 web2.0 概念的實踐，促成本資料庫所設定的兩大目標使用社群——新

聞閱聽人與新聞工作者——的社群內部與社群之間，對於這些事例的相互討論，以

提供本身的專業知識與經驗等方式，作為分享與深入探討問題之參考。 

最後，本資料庫更計畫進一步促成「線上」與「線下」的社會互動。參與資料

庫建構的團體，長期以來關心相關議題、並有一定之社會資源得以運用。因此，本

資料庫所蒐羅的媒體倫理與勞動權議題，除了在資料庫論壇上的使用者討論以外，

也將成為建置之團體引伸為座談會或焦點團體討論之用。再者，為促進新聞工作者

註解 [u1]: 說明為何不蒐集文章（搜

尋引擎，因此只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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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與本資料庫的互動，本研究更計畫針對所蒐集的倫理與勞動權相關事件的當事

人，進行有系統的訪談，並建立與此兩大資料庫相互連結的各事件的相關記者生涯

資料之蒐集與整理。本資料庫希望透過「線下」實體的討論，由下而上地型塑與適

時更新各類新聞採訪報導之倫理守則、以及面對各類勞動權爭議之教戰原則，進而

對提升資訊時代新聞倫理與與保障工作者勞動權，有典藏之外的社會互動功效。 

本計畫將進行之典藏資料，首批典藏對象已有完整之印刷資料保存、以及部分

之數位資料建置。互動論壇的典藏方式，則為建置相關分類之後，透過使用者互動

模式進行蒐集與討論，內容包括使用者評論與相關之新聞文字與影音資料。本資料

庫強調系統性分類蒐集、以及使用者互動及討論，內容開放提供一般大眾使用及參

與。本資料庫內容將可呈現台灣社會之新聞媒體與報導中的人權議題，同時包括平

面印刷與影音內容，更作為新聞媒體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溝通平台，將能具體展現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有關人文社會之典藏內容與精神。 

未來計畫執行完畢、資料庫建置完成後，一方面，本資料庫將能透過使用者之

互動討論、及主動提供勞動權及倫理權相關資料的方式，繼續活化與深化典藏內容。

另一方面，合作單位將可提供計畫執行完畢之後資料庫維護與更新之人力，永續經

營此一對新聞媒體閱聽人與工作者極具意義之線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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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 

  本計畫初步可以分為兩個核心，三個階段重點工作。 

(一) 兩個核心 

分別是「新聞採訪與報導之倫理」與「新聞工作者之勞動權」兩大議題的資料庫建

置。 

(二) 階段重點工作 

 

在本階段，將善用網路的互動性與參與性特質，初步廣邀長期進媒體監督之公民

團體、以及新聞工作者加入 Wikipedia 線上百科模式之「新聞倫理大事紀」與「新

聞勞動權大事紀」的過往事例與當前新事例的條列編寫與分析行列。這部分的工

作，本研究團隊已經進行一部份之大事簡要編撰。(見表 6與表 7） 

在累積一定數位典藏與瀏覽使用量之後，接著開放類似「Yahoo!奇摩知識＋」的

互動論壇區，讓使用者（包括報導當事人、媒體閱聽人、新聞工作者等），可以就

本身所遭遇之事例進行討論與回應。再者，使用者的討論與回應，也將由工作團隊

查證與篩選後，再分類編寫入上述 Wikipedia 模式的大事紀當中，形成有系統的整

理與有機的互動。另一方面，如前一階段工作之說明所述，本資料庫將建置新聞工

作者之工作生涯資料庫，除了蒐羅過去相關學術研究的訪談資料之外，也將挑選新

聞倫理與工作權大事紀當中的當事人，對這些實務工作者進行相關問題的訪談。關

於這些當事人對於事件進行回顧與批判的第一手資料，更可直接提供資料庫使用者

對於倫理與工作權相關事件的瞭解、並據以作為未來面對類似問題時的行動指標。 

在論壇與大事紀的使用者互動與管理部分，本資料庫將把使用者分類為「一般使

用者」與「註冊使用者」。一般使用者可在本資料庫網頁上「提問」（論壇）與「搜

尋」（大事紀），亦可針對回答提問、以及大事紀編修進行申請。註冊使用者則可以

直接回答提問、及參與大事紀的編修，並且可以註明其在論壇與大事紀百科當中的

貢獻程度，同時註冊使用者也可以透過「監視列表」，對其回答過的問題與編輯過

的文章，進行長時間的追蹤與第一手的回應。同時，這些大事紀的功能，不僅是過

往事例的時間排列而已，更重要的是透過工作團隊對各項事件的「關鍵字檢索」，

得以讓使用者迅速地搜尋，將資料庫內的過去事例所累積的原則與經驗，運用在本

身所面臨的倫理與工作權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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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灣新聞倫理大事紀 (1988-2012) 

日期 事件 

1988 自立晚報派記者赴大陸採訪，被控偽造文書案 

1988.5.21 520 事件報導偏頗 

1988 榮星花園弊案 , 媒體捕風捉影 

1988.8 台視播出探親新聞 涉嫌偷渡引起關切 

1989.6 天安門事件報導  

1989.6 黃德北案 

1989 在野黨抗議 選舉報導不公 

1990.3 學運報導角度 偏頗  

1990.5 第二次學運 電視台封鎖未報 

1990.5.20 「知識界反對軍人組閣行動」遭媒體扭曲  

1990.9.6 中廣播出女子敘述行天宮前發現被截手斷舌之幼童行乞錄音 (謠言 ) 

1990.12 吳東亮綁架案新聞報導  

1991.2.4 中國時報以半版篇幅刊登中壢市淨心院負責人李文良企圖以企業化

方式協助他人安樂死的新聞。 2.7 李文良自殺身亡 

1991.2.10 媒體對江南案三名受刑人假釋出獄的報導，已嚴重誤導社會大眾的價

值觀  

1992.2.17 林曉芳綁架案 , 報導不實 

1992.3.20 台視新聞偷拍同志  

1992.4.30 台視指控華視「盜用」其麥當勞爆炸畫面  

1992.5 麥當勞爆炸案報導  

1992.10.30 聯合報引用李瑞環消息 , 導致退報運動 

1993.1 華視提「又見福爾摩沙」畫面遭盜用 

1993.3 李豔秋獲金鐘獎形容主播為「最佳傀儡」 

1993.5 辜汪會談新聞競爭陷於瘋狂 

1993.6 台視新聞播出立院暴力事件 

1993.11 民進黨指三台電視新聞不公(選舉) 

1994.8 三台電視新聞公佈宋楚瑜捐款帳號 

1994 胡瓜緋聞案報導 

1994.12 鄭太吉殺人案 

1994.12 台視報導「棄黃保陳」遭告 

1994 電視新聞不公(選舉) 

1995.3.30 盧德允涉國防機密案 

1995.5 中視晚上夜線新聞頭題一則九名國中男學生輪暴同校女學生的報

導，在畫面播出中出現被害女學生的名字 

1995.5.11 三台播出鄧麗君遺體畫面 

1995 李登輝訪美（電子媒體過度採訪） 

1996 劉邦友案（電子媒體過度臆測） 

1996.3.16 自立報社報導不公，遭民進黨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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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記者不當取得總統就職演說稿 

1996.11 中時報導瓏山林案引爭議 

1997.4 白曉燕案，兩報一刊偷跑 

1997.4 中時刊登白曉燕手指照片 

1997 高天民案（報導失當） 

1997 陳進興案（報導失當） 

1997.9 TVBS、超視曝光受性侵害主角遭罰 

1998.2 黃義交緋聞 

1998.2 大園空難新聞報導 

1998.3 清大情殺事件 

1998.4 綁架公車人質 

1998.8 華視夜間新聞偷拍女同志 

1998.11 JOJO 林藉媒體放話 

1998,11 聯合報報導陳水扁至澳門（未查證） 

1999.4 駱明慧利用台視記者獨家訪問而臨陣脫逃的事件 

1999.6 軍史館命案，電子媒體記者假冒辦案人員及張富貞同學探詢案情， 

1999.7 駱志豪洩密案（報導失當） 

1999.9 921 大地震新聞（報導失當） 

1999.10 陳進興伏法（英雄化） 

1999.10 潘阿愛分屍案（過度報導） 

1999.12 章孝嚴緋聞案（過度報導） 

2000.3 聯合報頭版報導李登輝夫人帶美金去美國 

2000 核四爭議（過度報導） 

2000.7 八掌溪事件 

2000.7 民視偷拍日日春 

2000.8 費玉清緋聞案（未查證大肆報導） 

2000.9 吳宗憲生子新聞（大肆報導） 

2000.11 嘿嘿嘿事件 呂副總統 

2000.11 華視午間新聞，播出了一則「台大社會系教授對五名女學生性侵害事

件」報導， 

2000 陳水扁與蕭美琴緋聞案 

2001.4 莉莉與小鄭老少配新聞 

2001.6 台視新聞及 SETN 播出性侵害新聞披露了被害人父親的畫面及姓名 

2001.7 陳幸妤婚禮，壹週刊記者混進去典禮現場 

2001.11 璩美鳳光碟偷拍案 

2001.12 中國時報報導少林棒球 

2002.1 媒體報導黃顯州仙人跳案 

2002.4.1 《中時晚報》引用南非《華僑新聞報》電子版的消息，並以頭版頭條

方式報導，稱南非發現華工留下資助同盟會革命活動之三箱金條，可

能觸及兩岸外交角力爭取歸屬權。這引發電視媒體的跟風，一再重複

播報。事後發現，這只是《華僑新聞報》一則純屬虛構的「愚人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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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2002.8~ 鄭余鎮 ,王曉蟬 

2002.9 衛生署代署長涂醒哲舔耳疑案  

2002.9 薛楷莉事件 

2003.4 壹週刊記者設法偷待在封鎖的和平醫院裡採訪攝影  

2003.8 蘋果日報以頭版頭條報導「媽媽委屈獻身助逞慾，兩智障兄弟涉亂倫

四年」，報導不實  

2003.12 壹週刊報導高行健喝花酒 

2003 社福團體共同組成的「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昨天批評蘋果日報充

斥虐待讀者視覺的圖片，其中「反斗都巿」及「夜生活」兩版近幾色

情，兒童不宜。他們要求通路商停售該報，否則應封包販賣；若該報

或通路商等不改善，不排除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興訟  

2003.11 許純美新聞 , 柯賜海新聞 

2004.1.8 兒童保護團體指控蘋果日報內容涉及情色 將發起抵制活動。  

2004.2 吳憶樺事件 

2004.3 陳由豪藉由媒體放話 

2004.3.20  臺灣總統大選開票，電子媒體灌票事件  

2004.7.26 張錫銘脫逃 

2004.8.6 三立的女同志專題報導對弱勢社群造成嚴重的傷害  

2004.9.11 部分電視記者遭《自由時報》指出故意「蹲在水裡連線」，造成「水

淹及胸」假象之畫面播出  

2004.10 平宗正事件 

2004.10.28 張志輝殺人案先找 TVBS 訪問 

2005.3  中時以頭版報導 PTT 討論大學生劈腿事件 

2005.3-4  鴻妃戀 

2005.5 倪敏然自殺 

2005.5  媒體公審夏禕 

2005.5 蚊哥出殯，電視台轉播 

2005.6-20 腳尾飯 

2005.9  澎恰恰光碟案 

2005.9 邱毅開始對媒體爆料 

2005.10 禿鷹案記者涉入 

2005.11  蔡姓商人綁架案（媒體偷跑） 

2006.1 中時報導馬英九母親住院 

2006.2.17 聯合報不當報導精神病患 

2006.3.2 媒體報導師生戀，導致老師自殺 

2006.6 泰安休息站 

2006.7 中時頭版報導 Freddy 加入扁下台連署 

2006.9 紅衫軍報導 

2006.9.25 中國時報「捏造倒扁是中國豬」 

2006.8.16 王建民發表公開信，不接收任何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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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18 聯合報大篇幅報導趙建銘賣 13 克拉巨鑽 

2006.11.19 邵曉鈴車禍照片，蘋果日報刊於頭版 

2006 12 TVBS 瀝青鴨事件  

2007.1.5  中時、自由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調查報告互摃 

2007.1  東森電視刻意低調處理力霸集團財務危機暨東森集團新聞 

2007.1.14  中天記者觸動高鐵警鈴 

2007.1.26  媒體記者採訪因車禍死亡演員許瑋倫家屬措辭不當 

2007.3  TVBS 記者自拍周政保嗆聲影帶事件  

2007.4.12  各報將鱷魚咬斷壽山動物園管理員手臂照片置於頭版 

2007.4.18  三立報導參加樂生院保存運動遊行學生係被迫參加遭抗議 

2007.4.20  各台播出美國校園槍擊案嫌犯趙承熙自錄畫面， NCC 要求各台自律 

2007.5.8  三立受新聞局委託製作二二八專題引用國共內戰處決畫面為二二八場

景 

2007.5.8  三立報導民進黨初選灌票 

2007.5.25 西點軍校性侵事件 

2007.5.30  中天記者許少蘋對樂生事件言論引發風波 

2007.6.6 林口「虎」咬羊事件 

2007.6.19  世新大學研究生拍攝「腳尾米」紀錄片事件 

2008.10.21 旺旺事件 

2008.10.28 抗議蘋果日報報導 婦女團體抗議 

2008.11.18 警方要求記者提供照片 記協反質疑警方 

2008.12.12 新聞照片疑似變造 自由有違新聞倫理 

2009.07.15 枉顧受害者家屬和閱聽眾 蘋果刊登死者上吊照片 

2009.07.15 壹週刊未顧及兒童人權 教育團體表示抗議 

2009.08.10 莫拉克風災《蘋果》頭版刊登受難者屍體照片 

2009.08.10 年代員工揭露電視台草率處理災情 call-in 遭解雇 

2009.12.10 同志隱私遭揭 公民團體表達抗議 

2010.01 楊志良怒媒體疫苗奪命言論 

2010.07.12 梧桐妹事件 

2010.07.21 壹週刊報導陳致中召妓 

2010.08.04 補教人生 

2010.09.29 劉憶如咬定呂珍儀是第三者 

2010.11.08 鄭弘儀爆粗口事件 

2010.11.17 楊淑君遭失格判決點燃反韓情緒 

2010.11.27 連勝文遭槍擊事件 

2010.12 反政府置入性行銷 

2010 事業線 

2011.03 台灣媒體報導日本複合式災難 

2011.03 新竹市國三少女「花花」遭霸凌事件 

2011.03 大 S 婚禮引發媒體發狂 

2011.05 賓拉登遭擊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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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 劉子千念你與靠爸族風波 

2011.08 高凌風和金友莊婚姻風波 

2011.08 少校女軍官網路 PO 清涼照 

2011.11 陳冠希遭舊愛斥變態 吃 16 歲學生妹 慾照橫流 

2012.02 Makiyo 及其日籍友人涉及酒後毆打林姓計程車司機的新聞事件 

2012.03 黃品源帶小模姪女上摩鐵 

2012.04 中天圍剿葉宜津 綠黨團 

2012.04 記者的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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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新聞勞動權大事紀 (1988-2012) 

1988.04-09 《中國時報》勞資雙方爭取成立產業工會之主導權，工會成立後首屆理監事均為勞

方代表，但資方稍後解僱發起籌組工會的記者鄭村祺、吳永毅與鄭玉琴 

1991.03-04 《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報導內容遭資方解僱，隨後《民生報》記者江澤予參與連

署聲援亦遭解僱 

1992 《民眾日報》員工籌組工會，發起人之一記者陳玉華遭調職、隨後離職 

1993.02-03 《新生報》資遣約 120 名檢排工人，40 餘名員工至報社門口靜坐抗議 

1994.06-09 自立報系股權轉移風波，跨媒體新聞工作者發起「搶救自立」運動，進而組成「九

○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並於 9 月 1 日舉辦遊行，提出「落實內部新聞自由、推

動編輯部公約、催生新聞專業組織」三大訴求 

1994.10 「九○一小組」調查《中央日報》記者蘇諍申訴案件，認定資方不合理解僱、要求

讓當事人復職，成為該組織首宗關於保護記者工作權的個案 

1995.03 以「九○一小組」為基礎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正式成立 

1995.11 自立報系工會理事袁孔琪遭社方調職引發風波 

1996.01 由 12 家媒體工會發起的「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正式成立 

1996.07 《台灣日報》產權易手，員工上街頭遊行  

1997.09  中時工會設立勞工團結基金 

1997.11 台灣立報社裁員風波，部分不滿員工召開座談會 

1999.01 《大成報》裁員攝影與文字記者 30 餘人 

1999.03-04 《台灣時報》調動 19 位記者，遭勞方控告 

2000.08 《台灣時報》傳出以「半價」資遣約 80 名員工 

2001.02 《明日報》停刊資遣 300 名員工，其中 150 名回任新資方的《壹周刊》 

2001.03 聯經報系的北美《世界日報》洛杉磯分部片面調整員工薪資結構、勞動待遇及福利，

強迫簽署可隨時解聘的雇約，員工因而成立工會捍衛權益 

2001.06 中時報系無預警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 102 名員工 

2001.07-10 自立報系資方積欠員工薪資與勞健保費用，員工抗爭後資方退出經營，工會決定自

主經營並自尋買主 

2002.02 《勁晚報》停刊，資遣百餘名員工 

2002.04-07 中天電視傳出積欠員工薪資，隨後中時報系為主的新資方入主 

 

2002.05 《中央日報》優退員工 320 餘人、回聘 70 人，與《中華日報》採取編採平台方式合

作，並停刊海外版 

2002.07 世界日報工會代表 7 月赴台舉行記者會，並要求與資方對話 

2002.09 《台灣新聞報》傳出資方積欠員工薪資未發、並自 2001 年底起積欠勞健保保費 

2002.12  台視減薪裁員 

2003.08 真相電視近百名員工遭裁員 

2004.10 台視記者平宗正採訪風災殉職，記協與媒改社發起「平宗正條款運動」，呼籲各媒體

簽署保障記者採訪安全 

2004.12 《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遭鴻海集團控告引起社會注意與聲援 

2004.12 中廣結算員工年資，400 名員工中 130 名遭資遣 

2005.08 《台灣日報》積欠員工薪資，員工成立自救會，發起記者林朝億、林慶祥遭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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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 《中時晚報》停刊，數十名員工遭資遣、部分記者則轉任報系其他報紙 

2006.02 《大成報》停刊 

2006.03 《台灣日報》再傳積欠員工薪資 

2006.05 《中國時報》解僱工會幹部陳文賢 

2006.06 《台灣日報》停刊，120 餘名員工失業 

2006.09 《中華日報》資遣 375 名員工，回聘 80 名 

2006.10 聯經報系《星報》停刊 

2006.11 聯經報系《民生報》停刊，65%、約 140 位員工遭資遣 

2006.11 中時製版工人李明振、林長榮控告資方於 2002 年以業務緊縮為由資遣一事違反勞基

法，最高法院三審勝訴，裁定中時應給付欠薪並回復工作。中時隨即再度資遣兩名

員工 

2006.12 北市就業歧視評議會認定中時陳文賢案為就業歧視，處罰中時 30 萬 

2007.03 《壹週刊》與《蘋果日報》計畫裁員一成、約 120 名員工 

2007.04 《民眾日報》資遣 100 餘名員工，母公司東森集團積欠資遣費遭抗議，在各方壓力

下於 7 月底發放資遣費；資方隨即於 5 月易主。 

2007.10 接手台視官股的新資方非凡新聞，結算台視員工年資，並資遣離退 145 人、新聞部

佔三成 

2007.10 《自由時報》應環保署要求，將記者周富美調線，隨後解僱。周富美提請台北市政

府勞工局進行勞資爭議調解 

2007.11 東森電視裁員 300 餘人，TVBS 裁員 30 餘人 

2007.12      東森攝影記者王瑞璋因採訪自由廣場匾額拆卸的新聞，而遭現場抗議民眾駕小貨車

前輪碾過，造成前胸肋骨斷裂。 

2007.12      《自由時報》長期未給足員工國定假日遭北市府勞工局罰款，記協協助員工向報社

爭取遭積欠之假日工資 

2007.12       聯合報系取消久任年資制度，約 1500 位、逾 75%員工遭實質減薪 

2008.06       中時傳大幅裁員，幅度逾三分之一，最後裁員總數為 430 人，並全面裁撤地方中

心，且報紙張數將從九月起由 12 張減為 10 張。 

2008.08       蘋果日報司法記者朱慶文一直處在自身對新聞專業的要求和資方相違背的衝突

中，帶來許多精神上的壓力，在無預警的狀況下，於民國 97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

點 15 分因積勞成疾心肌梗塞猝逝，享年三十八歲。 

2008.11       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以 204 億元買下中時集團，包括《中國時報》、《工商時報》、

《中視》、《中天電視》、《時報資訊》、《時報週刊》等。 

2008.11       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林來台訪問時，由於民眾抗議與員警衝突，包括警察誤傷記

者，造成十多名記者重傷。 

2009.01       中時報導陳雲林是 C 咖，總編輯夏珍遭調職 

2009.08       八八水災期間，年代記者在部落格上發表「無聲哀嚎」一文，揭發年代新聞台為

搶收視率延遲處理災民 call in 資料。事件後兩人即遭到年代開除並提出告訴。 

2009.09       公視新任董事會解聘總經理馮賢賢與執行副總經理鍾裕淵\ 

2009.09       災難期間記者人身安全問題 

2010.10       新聞置入性行銷 

2010.10       凱擘併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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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旺中寬頻併購中嘉網路 

2011.02       公視法修法初審 原視.宏觀脫離公廣/公廣集團更換總經理 淡大趙雅麗出任 

2011.02       拍攝茉莉花行動 台灣 2 記者遭扣押獲釋 

2011.05       公視新聞部搬回公視本部 

2011.07       壹電視取得執照 

2011.09       立委謝國樑控告記者林朝億 

2012.04       蔡衍明華郵失言風波後，中時資深編輯遭資遣 

2012.08       稿件遭修改，記者被人肉搜索 

2012.08       反旺中離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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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階段 

本階段的工作，除了持續擴大收集相關資料之外，也將聚焦在創造一個活化典藏

的動態活動與平台。因此，透過線上資料庫的典藏與論壇所提供的新議題的運用，

工作團隊計畫將與可能的協力團體，例如公民參與媒體改造聯盟的媒體閱聽人團體

（名單請詳參網頁，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以及媒體專業及工會組

織（包括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中國時報工會、聯經報系工會、以及公視工會等）

進行合作，規劃相關議題的討論座談與工作坊。 

藉由閱聽人及實務工作者草根式的審議民主實踐，本資料庫將可由下而上地形成

倫理與勞動權的問題與可行的解決原則或途徑，包括探討各類新聞採訪與報導的倫

理原則、以及勞動場所的自主實踐或爭議事件的教戰守則。同時，座談與工作坊的

過程與結果之影音與文字資料，可再進一步提供資料庫線上論壇的深入討論，形成

一個源源不絕「線下-線上」的良性循環，同時可以對參與者有培力之功、亦可對

資料庫達到活化與深化討論之效，最後對資訊人權與倫理的維護，發揮實際維護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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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內容 

1. 年度目標 

     本計畫執行期間共 3 年，上述三階段之工作內容，大致可以下列之表 8 之研究甘特圖

說明： 

貳、 表 8 計畫執行時程規劃表 

第一年 

            

                    

月份 

預計工作項目 

98

年 

8 

月 

98

年 

9 

月 

98

年 

10 

月 

98

年 

11 

月 

98

年 

12 

月 

99

年 

1 

月 

99

年 

2 

月 

99

年 

3 

月 

99

年 

4 

月 

99

年 

5 

月 

99

年 

6 

月 

99

年 

7 

月 

第一階段： 

既有資料數位化典藏 

            

第二階段：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第二年 

            

                    

月份 

預計工作項目 

99

年 

8 

月 

99

年 

9 

月 

99

年 

10 

月 

99

年 

11 

月 

99

年 

12 

月 

100

年 

1 

月 

100

年 

2 

月 

100

年 

3 

月 

100

年 

4 

月 

100

年 

5 

月 

100

年 

6 

月 

100

年 

7 

月 

第二階段：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第三階段：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第三年 

            

                    

月份 

預計工作項目 

100

年 

8 

月 

100

年 

9 

月 

100

年 

10 

月 

100

年 

11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1 

月 

101

年 

2 

月 

101

年 

3 

月 

101

年 

4 

月 

101

年 

5 

月 

101

年 

6 

月 

101

年 

7 

月 

第二階段：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第三階段：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撰寫成果報告書 
            



- 15 - 

1. 年度工作執行情況 

填寫說明： 

1. 工作項目、查核點及預定達成情形、預定進度：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實際達成情形、辦理情形及實際進度：請參考範例，說明此查核點實際完成情形與進度。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1
 預定2

 實際 

8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勞動權論壇影音資料轉檔 99/8/31 完成 99/8/31 符合  

4% 4%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聞倫理論壇影音資料轉檔 99/8/31 完成 99/8/31 符合  

9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網站首頁美編 99/9/30 完成 99/9/30 落後 

網站美編仍在溝通修改中。預計

十月完成。 

8% 7%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舉辦研究會議與協辦單位共同商

討資料庫的推廣活動 
99/9/30 完成 99/9/30 符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論壇的 logo 設計 99/9/30 完成 99/9/30 符合  

10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進行資料庫影音網頁之建置 99/10/31 完成 99/10/31 符合 

將上月未完成的網站美編項目累

加進去。 12% 12%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與協辦單位共同籌備相關座談會 99/10/31 完成 99/10/31 符合  

11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資料庫網站美編驗收 99/11/30 完成 99/11/30 符合  

16% 16%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一場相關之座談會 99/11/30 完成 99/11/30 超前 

99/11/18 與合作單位記協共同舉

辦座談會「記協勞工權益宣導

會：新聞挑戰與勞動現場」。 

12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資料庫網站問題修改 99/12/31 完成 99/12/31 符合  

20% 20%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兩場相關之座談會 99/12/31 完成 99/12/31 超前 99/12/20 新聞工作者的職場壓

                                                
1若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理情形說明落後原因。 

2預定進度累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數點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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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1
 預定2

 實際 

力與社會支持 

99/12/23 記協勞工權益宣導會

－新聞挑戰與勞動現場(台東場) 

1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持續進行資料庫網站問題修改 

100/01/31 完

成 

100/01/31 符

合 
 

24% 24%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兩場座談會 
100/01/31 完

成 

100/01/31 符

合 

100/01/11 舉辦「卓新論壇＆記協

充電講座：置入性行銷對新聞工

作的影響」 

100/01/20 與合作單位卓越新聞

獎，共同舉辦「卓新論壇：如何

催生公共媒體」 

2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兩個資料庫自 2009 年開始至

今的資料。 

100/02/28 完

成 

100/02/28 符

合 
 28% 28% 

3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之資料 

100/03/31 完

成 

100/03/31 符

合 
   

32% 32%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座談會 100/03/11完成 100/03/11符合 

100/03/11 與合作單位卓新獎共

同舉辦「卓新論壇：政府資訊公

開法與採訪權」 

4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網站建置之會議資料頁面規劃與

設計 

100/04/30 完

成 

100/04/30 符

合 
 

36% 36%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座談會 
100/04/28 完

成 

100/04/28 符

合 

100/04/14 與合作單位卓新獎共

同舉辦「卓新論壇：從日本複合

式震災 談如何強化台灣災難新

聞報導？」 

100/04/25 日本震災採訪經驗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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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1
 預定2

 實際 

點座談會 

100/04/28【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

講座１】傳播學生跨世代的對談 

5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進行網站之會議資料頁面測試 

100/05/31 完

成 

100/05/31 符

合 
 

40% 40%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05/31 完

成 

100/05/31 符

合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座談會 
100/05/31 完

成 

100/05/31 符

合 

100/5/19【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

講座２】置入性行銷對新聞工作

者的危害 

2011/5/23【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

講座３】媒體黑手—解析新聞的

置入性行銷 

2011/5/25【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

講座４】媒體黑手—剖析新聞的

置入性行銷 

6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06/30 完

成 

100/06/30 符

合 
 

44% 44%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辦座談會 
100/06/30 完

成 

100/06/28 符

合 

2011/6/3「卓新論壇：讓事實攤

開在陽光下---我們需要好的調查

報導」 

2011/6/7 日本震災採訪經驗焦點

座談會 

2011/6/28 日本震災採訪經驗焦

點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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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1
 預定2

 實際 

7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07/31 完

成 

100/07/31 符

合 
 

48% 48% 

     

8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9/5 完成 100/9/3 完成  

52% 52%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舉行焦點訪談蒐集日本震災採訪

資料 
100/8/31 完成 100/8/3 完成 

100/8/3訪談TVBS外電中心主任

楊華 

9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10/5 完成 100/10/5 完成  

56% 56%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蒐集國內外與日本震災採訪之相

關規定與文章 
100/9/30 完成 100/9/30 完成 

蒐集 NHK、BBC、Dart Center

對日本震災採訪之資料 

10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11/5 完成 100/11/4 完成  

60% 60%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整理日本震災採訪手冊訪談內容

與資料 

100/10/31 完

成 

100/10/31 完

成 
 

11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0/12/5 完成 100/12/5 完成  

64% 64%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日本震災採訪手冊撰寫 

舉辦座談會 
100/11/30完成 100/11/28完成 

2011/11/15 日本震災採訪經驗焦

點座談會 

12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1/5 完成 101/1/5 完成  

68% 68%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日本災難採訪手冊排版與封面設

計 

舉辦座談會 

100/12/31 完

成 

100/12/25 完

成 

2011/12/5 從立委施壓旺中案看

誹謗除罪化 

1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2/5 完成 101/2/5 完成  

72% 72%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日本災難手冊定稿 101/1/31 完成 101/1/31 完成  

2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3/5 完成 101/3/5 完成  

76% 76%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媒體工會幹部訪談 101/2/25 完成 101/2/27 完成  

3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4/5 完成 101/4/5 完成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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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1
 預定2

 實際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媒體工會幹部訪談 

舉辦座談會 
101/3/30 完成 101/3/30 完成 

2012/3/8【311 週年臺灣災難記者

採訪手冊講座】 

4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5/5 完成 101/5/5 完成  

84% 84% 
資料庫與行動者的培力 媒體工會幹部訪談 101/4/30 完成 101/4/30 完成  

5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6/5 完成 101/6/5 完成  

88% 88% 
     

6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7/5 完成 101/7/10 完成  

92% 92% 
     

7 月 
建立論壇與分類資料 新增本月資料庫文字與影音資料 101/8/5 完成 101/8/7 完成  

100% 100% 
     

工作進度執行落

後原因。3
 

 

 

 

                                                
3工作執行未符合預定進度，請說明落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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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計畫經費 

一、【經費執行說明】                                        （單位：元） 

二、【人力運用情形】 

說明：紅色部份為範例，請依照各計畫之人力配置情形自行修改 

 

類別 職稱/人數 
預估聘用 

人數 

實際聘用

人數 
學歷/人數 

預估聘用 

人數 

實際聘用人

數 

領導階

層 

主持人 /1  1 博士 / 1   

共同主持人 / 1  1 博士 / 1   

專業人

士 

      

執行/

助理 

專任助理 / 1  1 碩士 / 1  1 

工讀生 / 1  1 碩士 / 1 

 

 1 

 

                                                 
4依照期初所填寫之「作業計畫書」，填寫至當季為止原本預定支用的金額。 
5「實際支用數」包含核銷數及應付未付數。（「核銷數」為已執行並已完成報帳之預算，「應付未

付數」為已執行但未完成報帳之預算。） 

預算科目 
至當季為止預定

使用經費4
 (A) 

至當季為止 

實際支用數5
 (B) 

達成率(%) 

(B/A) 
保留款 

經常支出 

業務費 
人事費 904,400 792,000 87.57 % 112,400 

其它費用 180,000 145,284 80.71% 34,716 

國外差旅費 70,000 138,174 197.39% -68,174 

管理費 154,600 154,600 100%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0 0   

小   計 1,309,000 1,230,058 93.97% 78,942 

執行率未達 90%，請填寫落後

原因。 

 

請說明保留款之保留原因。 

資料庫未來仍會繼續有資料更新，故保留一部分款項做為接下來資料

更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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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  

一、 重要執行成果 

  本計畫至結案為止，以將「新聞倫理資料庫」與「媒體勞動權資料庫」兩個網

站架置完成，並針對與新聞倫理及媒體勞動權相關的事件進行編寫與典藏，目前兩

個資料庫所各自典藏的事件筆數及網站瀏覽資料如下： 

表 9 資料庫建置資料筆數（統計至 2012 年 7 月）： 

資料庫 資料類別 數量 

新聞倫

理資料

庫 

新聞真實(缺乏求證、新聞造假)  43  

新聞自由(編輯室自主、工作自主權、保護新聞來源)  12  

社會責任(違反公共利益、多元文化、侵犯隱私)  63  

客觀報導(偏見報導、種族衝突、媒體審判、置入性行銷)  47  

媒體勞

動權資

料庫 

職災 24  

薪資與福利之變動  7  

解雇（個別、大量、停業造成全體解雇） 35  

勞動條件變動 9  

集體組織 9  

組織變動（所有權轉移、歇業停業、組織裁併） 23  

 

表 9 資料庫瀏覽數據統計（統計至 2012 年 7 月） 

網站/資料庫名稱 每月平均造訪

次數 

訪客分佈情形 訪客每月平均所檢視

的網頁總數量 

訪客平均停

留時間(分) 

新聞倫理資料庫 668 國家總數：44 

前五名國家： 

1. 台灣 

2. 中國大陸 

3. 美國 

4. 香港 

5. 英國 

3557次 2分 0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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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勞動權資料庫 243 國家總數：32 

前五名國家： 

1. 台灣 

2. 中國大陸 

3. 美國 

4. 香港 

5. 馬來西亞 

1051次 1分 56秒 

  除此之外，為了推廣兩個資料庫給媒體工作者及一般民眾認識，或是為了資料

庫的資料蒐集，本計畫總共舉辦了 22 場講座、座談會與焦點訪談（包含對外公開即

未公開），以下是相關資訊： 

「災難新聞：88 水災的實務與教學」，於 98 年 10 月 31 日在嘉義中正大學與

媒改教學社群共同舉辦。 

圖 1 當日活動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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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媒體勞動市場的失衡與不平等」，於 99 年 2 月 8 日在嘉義中正大學與媒改教

學社群共同舉辦。 

圖 2 當日活動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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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與協力團體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於 2010 年 5 月起，陸續展開新聞倫

理相關座談會；5 月 13 日第一場為新聞攝影專業之討論，未來並將陸續規

劃相關座談以豐富本資料庫之資料典藏並向記者社群推廣。 

圖 3 當日活動之議程 

 

2010 年卓新論壇第三場 

從技術與倫理談新聞攝影專業 

攝影記者圓桌論壇 

  台灣自 1990 年代媒體高度商業化發展以來，媒體產業環境隨著市場競爭的激化產生遽變。

近年來，不斷發生關於新聞影像處理以及攝影記者工作方式的爭議與衝突事件，逐漸讓這一群

過去隱身攝影機背後的採訪者受到關注。相關議題的學術論文陸續問世，攝影實務界所拍攝的

關於攝影記者的紀錄片如《舞影者》、《睜開左眼》等影片，也漸漸引發相當程度討論，所牽涉

面向包括攝影記者的勞動環境、勞動狀態、專業素養與專業內涵等。今年二月間，一群關心新

聞攝影專業倫理的同業也共同推動「新聞圖像使用原則」(如附件)，希望能夠藉此逐步發展出

從業社群內部的自省、自我規範機制。 

    前瞻未來，新聞攝影所面對的最大衝擊，可能來自新聞攝影專業界線的模糊化。傳統的新

聞價值認為影像資訊必須透過一套專業的機制與一群專業人員進行採集與製作，才能成為準

確、富意義、有價值的新聞訊息。但隨著數位科技讓攝影的技術門檻不斷降低，以及「公民新

聞」風潮的興起，加上網路部落格的廣泛流通，新聞影像的專業與非專業界線已經日趨模糊難

辨，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回到新聞攝影作為一種專業的基本提問。 

  五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兩點，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將邀請多位專業傑出的新聞攝影記者，

與您一同討論新聞攝影如何作為一種專業。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央社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國科會「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數位典藏推廣計畫 

 

日期：5 月 13 日下午 2:00~4:30 

地點：月涵堂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10 號一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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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代表：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陳世敏 

主持人：             中國時報攝影主任    黃子明 

 

與談人（依照姓氏筆劃排序）： 

平面媒體新聞攝影工作者： 

蘋果日報資深攝影        杭大鵬 

台灣立報攝影記者        郭晉瑋 

記協常務執委            鄭超文 

中國時報資深攝影        鄭履中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鍾宜杰 

中央社攝影組長          蘇聖斌 

第七屆卓新獎攝影獎得主  姜永年 

網路媒體新聞攝影工作者 

苦勞網記者              王毅丰 

電子媒體新聞攝影工作者（依照姓氏筆劃排序）： 

東森電視攝影記者              張俊忠 

T V B S 攝影記者               楊育昇     

第七屆卓新獎國際新聞報導得主  羅盛達 

 

現場與談人：廣邀新聞攝影同業、傳播學院學生、對新聞攝影感興趣之參與者均可發言。 

 

發言規則：由與規劃與談人先進行一輪各五分鐘的引言，接下來開放現場進行交 

          叉發言及討論，現場與談人亦可參與討論。 

 

論壇流程 

2:00~2:05     主辦單位代表致詞 

2:05~2:10     主持人前言及發言規則說明    

2:10~3:10     規畫與談人引言(每人五分鐘) 

3:10~4:10     交叉發言與討論 

4:10~4:25     規畫與談人進行簡短總結(每人兩分鐘) 

4:25~4:30     主持人歸納與結論  

 

討論提綱： 

1. 新聞攝影的專業究竟是什麼？(牽涉到新聞的專業是什麼？) 

2. 攝影記者為誰服務？為誰負責？ 

3. 造成目前新聞亂象的原因是市場趨勢所致？專業倫理問題？勞資關係的問題？還是新聞

室內部的政治問題，以及媒體組織的結構問題？ 

4. 第一線的攝影記者如何看待自我？對於自己的職業，有沒有什麼理想、期許以及自我要

求？ 

5. 新聞記者（包含攝影記者）該不該、能不能、如何組織工會？或者應該朝向專業組織發展，

並積極投入組織（工會或專業組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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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協力團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同樣於 2010 年 5 月份起開始合作舉

辦與紀錄新聞勞動權之相關座談會；第一場為 5 月 28 日的新聞勞動法規座

談會，未來也將陸續舉辦相關活動。 

圖 4 當日活動之議程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2010 年巡迴充電講座 

《無「法」生存──媒體勞資爭議放大看》 

日期：99 年 5 月 28 日(五)12:10-1400 

地點：政治大學大勇樓 401 研討室 

 

討論提綱： 

 

甲、 在年代、中時等媒體勞資爭議事件中，身為勞工有什麼方式可以對抗，抗爭過程又

會面臨什麼問題？ 

乙、 勞資爭議中，身在具有工會組織的媒體，或是缺乏工會的媒體，在處理方式有什麼

差別？ 

丙、 現行的《勞動基準法》、正在立法院修正的《工會法》、還未出生的《勞動派遣法》，

這些法規與媒體從業者有什麼關聯？集體組織的未來是什麼？ 

 

主持人：陳百齡（政大新聞系副教授） 

 

與談人：盛奇玉（年代新聞台前助理導播） 

陳文賢（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前中時工會常務理事） 

莊豐嘉（第十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現任記協常務監委） 

楊偉中（第十一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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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0 年 11 月 18 日與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記協勞工權益宣導會－新聞挑戰與勞動現場】 

【活 動 流 程】 

 

時間：2010 年 11 月 18 日(四) 11:00-14:30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地點：紫藤廬 2F（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 1 號） 

-現場備有簡易茶點，歡迎取用 

單元 時間 主題大綱 發言者 

NO.1 11:00-11:20 
引言 

創傷新聞網工作團隊問卷交流 

 

楊偉中／台灣新聞記者協

會會長 

許瓊文／創傷新聞網主持

人、政治大學廣電學系副

教授 

NO.2 11:20-11:50 

◎勞動三法修正原則與方向 

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 

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介紹說明 

 

田育志／ 

數位典藏計畫兼任助理 

 

NO.3 11:50-14:00 

◎職業災害之預防 

－重大災害現場如何進行採訪 

1.蘇花公路事故採訪經驗討論 

2.媒體採訪重大事故之合作與競爭 

3.如何報導及面對創傷事件 

許瓊文／創傷新聞網主持

人、政治大學廣電學系副

教授 

 

余志偉／台灣新聞攝影研

究會理事長 

 

(其他媒體工作者邀請中) 

NO.5 14:00-14: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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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0 年 12 月 20 日與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主題：記協勞工權益宣導會－新聞工作者的職場壓力與社會支持 

時間：2010 年 12 月 20 日(一) 12:30-14:30 

地點：台北市亞裔身心健康協會（台北市光復南路 612 號 4 樓之 1） 

  

主講者： 

許瓊文／創傷新聞網主持人 

張愛倩／台北市亞裔身心健康協會理事長 

  

活動緣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頻道評鑑項目中，要求業者訂立內部自律規範、是否有績效管

理、是否重視員工福利、整體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項目，但當前新聞工作者仍自我解嘲是「窮忙

族」。工時過長是新聞業的普遍現象，若將月薪換算成時薪，有些人的所得甚至比在便利商店打工

者薪水還低，甚至有報社忽視勞工權益，長年短給國定假日的情況。這群工作時間長、就連假日

也要 24 小時待命、幾乎全年無休、時時刻刻上緊發條的新聞工作者，卻仍面臨媒體經營者以「虧

損」等理由裁員，甚至報社關門的命運。 

  過去幾年，媒體無預警裁員、停刊的狀況時有所聞，而辛苦付出的第一線新聞工作者，卻只

能將苦水往肚裡吞，面對強勢的資方，小記者們往往只能自求多福。因此，新聞媒體工會的組織

與運作相形之下更顯重要，透過工會與資方溝通、協調，能進一步保障新聞從業者的工作權。 

  

活動說明： 

 今年無論是凡那比風災襲台、或是去年令人難以忘記的莫拉克颱風，凡各種重大事故發生時，

新聞工作者總在第一線採訪，也經常面對突發現場的各種狀況。媒體如何在收視率或搶獨家的競

爭之下，建立危險新聞採訪的標準作業流程；而同業在堅守媒體崗位之外，又應如何重視自身之

安危？ 

 在新聞現場之外，媒體組織轉型的過程中，新聞工作也會面臨職務調整，甚至遭受資遣而失業

的狀況，為社會大眾守望民主發展的新聞媒體工作者，面對自己的工作權益臨時變動的狀況，是

否有足夠的法律知識應對，在專業發展與勞動權益之間，現在的媒體組織又可給予基層工作者何

種保障？對於這些問題，新聞工作者具有足夠的知識做為安全防護嗎？ 

  

討論題綱： 

重大災害現場如何進行採訪 

1. 意外事故採訪經驗 

2. 媒體採訪競爭與合作 

3. 如何報導及面對創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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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0 年 12 月 23 日與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主題：記協勞工權益宣導會－新聞挑戰與勞動現場 

時間：2010 年 12 月 23 日(四)   19:30-21:30 

地點：台東縣政府 新聞課會議室（台東市中山路 276 號） 

 

主講者： 

許瓊文／創傷新聞網主持人 

 

討論題綱：重大災害現場如何進行採訪 

1.意外事故採訪經驗 

2.媒體採訪競爭與合作 

3.如何報導及面對創傷事件 

 

活動緣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頻道評鑑項目中，要求業者訂立內部自律規範、是否有績效管

理、是否重視員工福利、整體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項目，但當前新聞工作者仍自我解嘲是「窮忙

族」。工時過長是新聞業的普遍現象，若將月薪換算成時薪，有些人的所得甚至比在便利商店打

工者薪水還低，甚至有報社忽視勞工權益，長年短給國定假日的情況。這群工作時間長、就連假

日也要 24 小時待命、幾乎全年無休、時時刻刻上緊發條的新聞工作者，卻仍面臨媒體經營者以「虧

損」等理由裁員，甚至報社關門的命運。 

  過去幾年，媒體無預警裁員、停刊的狀況時有所聞，而辛苦付出的第一線新聞工作者，卻只

能將苦水往肚裡吞，面對強勢的資方，小記者們往往只能自求多福。因此，新聞媒體工會的組織

與運作相形之下更顯重要，透過工會與資方溝通、協調，能進一步保障新聞從業者的工作權。 

 

活動說明： 

 今年無論是凡那比風災襲台、或是去年令人難以忘記的莫拉克颱風，凡各種重大事故發生時，

新聞工作者總在第一線採訪，也經常面對突發現場的各種狀況。媒體如何在收視率或搶獨家的競

爭之下，建立危險新聞採訪的標準作業流程；而同業在堅守媒體崗位之外，又應如何重視自身之

安危？ 

 

 在新聞現場之外，媒體組織轉型的過程中，新聞工作也會面臨職務調整，甚至遭受資遣而失業

的狀況，為社會大眾守望民主發展的新聞媒體工作者，面對自己的工作權益臨時變動的狀況，是

否有足夠的法律知識應對，在專業發展與勞動權益之間，現在的媒體組織又可給予基層工作者何

種保障？對於這些問題，新聞工作者具有足夠的知識做為安全防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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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1 年 1 月 20 日與卓新獎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01/20 舉行 

如何催生公共媒體   

如何催生公共媒體 

時間 1/20(四) 14：00~15:40 

地點 台大新聞所 401 室 

當日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14:00~14:10 入場  

14:10~14：2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胡元輝（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 

14:20~15:20 如何催生公共媒體 與談人：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主任） 

吳國城（山城週刊總編） 

孫窮理（苦勞網創辦人） 

彭瑞祥（環資電子報主編） 

15:20~15:40 現場提問與討論  

主辦單位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數典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台

大新聞所、中央社 

協辦單位 媒改社、傳學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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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11 年 1 月 11 日與兩協力團體共同舉辦之活動議程

2011/01/11 舉行

 

新聞不是「新聞」，早已不是新聞。從過去偷偷摸摸、拐彎抹角地用廣編稿把廣告寫

成新聞的樣子，到近年來由政府帶頭、媒體老闆歡喜迎合所形成的新聞買賣生態鏈，讓稟

持新聞專業的媒體人無力反抗，除了屈從，只有選擇出走。政府花納稅人的錢，與媒體聯

手呼攏百姓，在許多新聞從業者犧牲新聞專業或工作飯碗後，這種被黃哲斌形容為「掏口

袋、騙腦袋」的雙重剝削，每天仍繼續大肆上演。 

  究竟置入性行銷問題如何影響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倫理和勞動？我們邀請幾位當

事人和資深媒體工作者、學者共同來討論這個議題。 

卓新論壇＆記協充電講座：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工作的影響 

時間 1/11(二) 09:50~12:00 

地點 台大新聞所 

當日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9:50~10:00 入場  

10:00~10:1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邱家宜（卓新獎基金會執行長）＆林朝億（台

灣記者協會執委） 

10:10~11:30 
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工

作的影響 

與談人： 

黃哲斌（「反對政府收買媒體」連署發起人） 

朱淑娟（獨立媒體人） 

張景為（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劉蕙苓（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11:30~12:00 現場提問與討論 

主辦單位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數典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台

大新聞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中央社 

協辦單位 媒改社、傳學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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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1 年 3 月 11 日與卓新獎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03/11 舉行 

 

  「人民有知的權利」這句話，連三歲小孩也能朗朗上口，因為這不但是民主社會的全

民共識，也是民主的核心價值。此一「知的權利」特別關係到一般社會大眾在面對擁有很

大權力的政府機關時，是否可以免於資訊不對等的困境。 

  為了讓人民能充分享有「知的權利」，各民主社會經歷長遠歷史，建立了若干的制度。

其中與傳播領域密不可分的，一為新聞自由，二為政府資訊公開。兩個制度互為表裡，旨

在讓重要資訊得以經由媒體專業報導，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傳遞給公眾，進而促進民眾瞭

解、監督以及共同參與公共事務。 

  然而，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落差。新聞媒體不夠專業、政府不願將所作所為攤在陽光

下供大眾檢視，都會折損這個「知的權利」。 

  我國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於 2005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施行，雖明白確立法治應保障

人民知的權利，要求各級機關應該秉持「資訊共享」及「施政公開」的理念，主動對全國

人民公開政府資訊，但法條中卻仍出現許多相互矛盾、扞格的限制性文字。例如：資公法

第六條明文指出，凡「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

為原則，並應事實為之」，然而在 18 條卻明列九項限制且定義範圍模糊，其中第 1 項第

3 款訂定「政府機關做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和其他準備作業」被列為得限制資

訊公開之條文。然而。然而依據該法的精神，則上述的限制條文，事實上忽略了，在政府

機關將「意思決定」做成之基礎事實時，仍應公開或提供。 

  延續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基本精神，相對於立法所強調的檔案公開，新聞採訪所經常面

對的正在發生、進行中的措施，凡與公眾利益相關者，也必須公開。但目前政府相關單位

在這個部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我們不難舉出許多讓人憶猶新的例子：2007 年自由時報環境記者周富美，被環保署

要求離開環評會會，採訪權遭剝奪；2010 年大埔農地事件，苗栗縣政府人員阻擋記者採

訪；2011 年初，新聞局召開公視法公聽會，要求現場不准攝影，公民記者好奇寶寶為此

直接提告新聞局。這些都是讓人遺憾的實例，不僅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精神，限縮媒體，

形同更間接剝奪人民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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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固守目前已經爭取到具體制度保障，並加強其防護力，本次卓新論壇特別以「政

府資訊公開法與採訪權」為題，邀集專家學者、專業記者、獨立媒體人和公民記者共同討

論： 

1.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訂至今，有真正落實嗎？法的本身是否仍有不足與矛盾？ 

2. 在採訪實務的過程中，記者採訪政府相關部門，經常面臨什麼樣的資訊不公開問題？

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3. 當公民記者越來越成為有力的新聞資訊提供者，在實際採訪時，專業記者與公民記者

在面對政府機關時，經驗到什麼樣不同的差別待遇？或共同問題？各自又如何克服？ 

4. 專業記者團體可以扮演專業者與國家協商、斡旋的中介角色嗎？ 

卓新論壇：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採訪權 

時間 3/11(週五) 09:50~12:00 

地點 台大新聞所 

當日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9:50~10:00 入場  

10:00~10:1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卓新獎基金會董事長） 

10:10~11:30 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採

訪權 

與談人（依筆畫排列） 

于立平（公視「我們的島」製作人） 

王毅丰（苦勞網記者） 

林河名（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 

陳百齡（政大新聞系副教授） 

劉力仁（自由時報記者、第八屆卓新獎得主） 

11:30~12:00 現場提問與討論 

主辦單位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數典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台

大新聞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中央社 

協辦單位 媒改社、傳學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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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1 年 4 月 16 日與卓新獎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04/14 舉行 

 

 

 

今年，日本當地時間 0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發生規模九的強震及引發海嘯，浪高最大達 23.6

米造成大量人員和經濟損失。兩週後（03/25），日本警察廳正式公布數字，有超過 1 萬人死亡及

1 萬 7 千人失蹤，總經濟損失高達 16 萬至 25 萬億日圓。不僅自然天災，地震和海嘯連番大災難

之後，更引發日本福島核電站爆炸、核子污染擴散的種種危機接踵而來，形成罕見的複合式災難，

也使這場災難成為近期全球關注的焦點，台灣媒體更是大量、長時間的報導。然而台灣媒體在此

次災難新聞處理上，多數節目除了詳盡報導和分析災難現況，並製作許多鼓勵和安慰的正面內容

外，也有一些現象引發各界批評，例如： 

1. 有少數新聞台以過於聳動標題、文字和帶有激動、甚至高昂的情緒播報，引發民眾不滿

投訴 NCC。 

2. 部份電視新聞資訊不盡正確、完整。如誤將核電廠「氫爆」報導為「核爆」，任意推測性

地報導 10 萬人喪生，部份影像不斷重播，但卻未標示時間，易造成民眾恐慌和誤導。 

3. 部份時事談話性節目內容荒誕化，徒增觀眾世界末日、科幻災難片的恐慌感，卻未能提

供正確的防災、救災觀念，。 

同時，日本 NHK 的災難報導品質則是有目共睹，特別是其翔實、沈穩、掌握時效、不侵擾

受災者的報導，贏得許多人的肯定。作為公共媒體，NHK 能夠以充足的人力、物力發揮災難新

聞報導應有的功能。而我國也有公共媒體，但規模過小；具主導性的商營媒體角色在當前複合式

災難越發頻繁之際，應如何發揮重大而關鍵的功能，實需各界未雨綢繆，共同思考和關心。 

因此，本次卓新論壇特別以「從日本複合式震災 談如何強化台灣災難新聞報導？」為題，邀

集專家、學者、媒體實務者等，共同討論以下題綱： 

1. 在重大災難發生時刻，新聞媒體應發揮何種功能？ 

2. 台灣媒體報導此次日本災難的內容和作法，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3. 面對重大災難事件時，在新聞採訪實務上，經常面臨什麼狀況和困難？政府應如何提供

災難的資訊？媒體應如何查證和報導？如何發揮監督救災和防災的工作？如何提供社

會正向和安全的資訊？ 

4. 重大災難報導中涉及那些記者的勞動權益和採訪資源問題？媒體應如何加強採訪前的訓

練以及，記者可受到的災難報導創傷應如何照顧？ 

5. 重大災難新聞報導如何自律？如何結合他律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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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論壇：從日本複合式震災 談如何強化台灣災難新聞報導？ 

時間 4/14(週四) 14:00~16:00 

地點 台大新聞所 

當日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13:50~14:00 入場  

14:00~14:1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張錦華（卓新獎基金會董事、台大新聞所教授） 

14：10~15:30 從日本複合式震災 

談如何強化台灣災

難新聞報導？ 

與談人（依筆畫排列） 

●卓亞雄（聯合報特約主筆） 

●許瓊文（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黃明明（公視製作人） 

●楊樺（TVBS 國際新聞中心主任/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羅慧雯（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 

15:30~16:00 現場提問與討論  

主辦單位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數典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台

大新聞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中央社 

協辦單位 媒改社、傳學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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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底，媒體界爆發「新聞置入性行銷」風波，因與新聞倫理及媒體勞動權

相關，本計畫也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合辦了一系列講座。 

圖 12 2011 年 4 月 28 日與台灣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１】傳播學生跨世代的對談 

﹝講座主題﹞：傳播學生跨世代的對談 

 

﹝講座內容﹞：新聞被政府收買是一個跨世代的問題，兩個世代的傳播學生，面對當下的挑戰與未來

的挑戰，不同世代卻要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要怎麼看？面對這樣的威脅時他們有何想法，要如何解

決？ 

 

﹝講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翁秀琪教授（主持人） 

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部落格格主   黃哲斌 

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田育志 

 

﹝地點﹞：政治大學，研究大樓 250306 教室(正門口進來後，左邊的建築) 

 

﹝時間﹞：４／２８下午 14:00~16:00 

 

本講座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舉辦。 

政大媒體勞動權資料庫協辦。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html
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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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11 年 5 月 19 日與台灣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２】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工作者的危害 

 

﹝講座主題﹞：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工作者的危害 

 

﹝講座內容﹞：當政治與商業的置入性行銷已經開始干涉新聞人的工作內容，甚至一步步的在衝擊我

們的理想時我們該如何面對？另外，身為未來的新聞工作者的我們是否可以改變目前的現狀。 

 

﹝講者﹞：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胡元輝（主持人） 

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部落格格主   黃哲斌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委  陳曉宜 

 

﹝地點﹞：世新大學，傳播大樓 CB307 

(世新校內地圖：http://www.shu.edu.tw/about/about_visitMap.htm) 

 

﹝時間﹞：５／19 下午 14:00~16:00 

 

本講座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舉辦。 

 

政大媒體勞動權資料庫協辦。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_18.html
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http://www.shu.edu.tw/about/about_visit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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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11 年 5 月 25 日與台灣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３】媒體黑手—剖析新聞的置入性行

銷 

﹝講座主題﹞：媒體黑手—剖析新聞的置入性行銷 

 

﹝講座內容﹞：我們也許會認為現在的劣質新聞充斥著台灣的新聞台，但我們或許並不知道目前的新

聞將近一半以上是政府的政令宣導與商品廣告，在這邊我們要說明為甚麼當新聞變成廣告時對我們的

危害為何，同時，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作法去改變目前的媒體現狀？ 

 

﹝講者﹞：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所長 陳炳宏（主持人）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林朝億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委  陳曉宜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 ─正 302 教室  

（師大校內地圖：http://www.ntnu.edu.tw/ga/map/images/ntnu_map1.jpg） 

 

﹝時間﹞：５／２５下午 19:00~21:00 

 

本講座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舉辦。 

 

政大媒體勞動權資料庫協辦。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_8624.html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_8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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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2011 年 5 月 23 日與台灣記協合作之活動議程 

【2011 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４】媒體黑手—解析新聞的置入性行

銷 

本場活動採預先報名制，報名方式為： 

1.臉書按參加者。 

2.或請來電或電郵 

02-23410044 

journaly@ms10.hinet.net 

註明參加反置入講座。 

 

﹝講座主題﹞：媒體黑手—解析新聞的置入性行銷 

 

﹝講座內容﹞：我們也許會認為現在的劣質新聞充斥著台灣的新聞台，但我們或許並不知道目前的新

聞將近一半以上是政府的政令宣導與商品廣告，在這邊我們要說明為甚麼當新聞變成廣告時對我們的

危害為何，同時，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作法去改變目前的媒體現狀？ 

 

﹝講者﹞：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魏玓（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桃竹苗地方新聞工作者兩名  

     （因業務關係講者不方便透露單位與姓名，煩請見諒） 

﹝地點﹞：清華大學 實齋講堂 

 

﹝時間﹞：５／２３下午 14:00~16:00 

 

本講座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舉辦。 

 

政大媒體勞動權資料庫協辦。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_3684.html
http://mediawatch2011campus.blogspot.tw/2011/04/2011_3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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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11 年 6 月 3 日與卓新獎合作之活動議程 

卓新論壇：讓事實攤開在陽光下——我們需要好的調查報導 

活動日期：2011/06/03(五)  13:50~16:10 

地點：台大新聞所 103 室大講堂（於台大後門，辛亥路、復興南路交叉口） 

  

卓新論壇：讓事實攤開在陽光下---我們需要好的調查報導 

時間 06/03(週五) 13:50~16:10 

地點 台大新聞所 

當日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 備註 

13:50~14:00 入場   

14:00~14:30 第十屆卓越新聞獎暨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獎

勵辦法公布記者會  

主持人：  

胡元輝（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陳申青(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14:30~15:40 卓新論壇 主持人：  

胡元輝（卓新獎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依筆畫排列）： 

朱淑娟（獨立新聞記者、卓越新聞獎得主） 

林照真（交通大學助理教授、前調查報導記者） 

陳清芳（中央社資深記者） 

15:40~16:10 現場提問與討論   

主辦單位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數典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台大

新聞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中央社 

協辦單位 媒改社、傳學鬥 

  

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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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調查報導是社會的防腐劑，水門案、五角大廈越戰白皮書、沙利賣竇導致畸胎…我們可以舉

出許多經典例子，說明這個新聞文類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與所激發的改革能量，可惜上面這些

例子都不是發生在台灣。1988 年報禁解除後，二十多年來，台灣的媒體工作者目前依舊為建立屬

於自己的新聞傳統不斷摸索、探求。用心在此文類上耕耘的新聞工作者雖偶有佳作，但目前高度

競爭、將本求利的整體媒體大環境，卻非常不利於此一耗時、費工、花錢的新聞文類產出。從挑

戰權勢、揭發黑箱、維護弱勢、守望社會等各個角度來衡量，調查報導都是新聞專業中最珍貴的

部分之一，而重要的東西不能因為得來不易便放棄追尋，我們甚至期待台灣的新聞工作者能逐步

建立重視調查報導的新聞傳統，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把新聞專業對社會的貢獻發揮得更多、更大。 

在新聞傳統相對長久的西方民主社會中，調查報導常被視為是媒體專業的表徵。被全球新聞界高

度推崇的普立茲新聞獎，每年得獎的調查報導獎都為眾所矚目。因為不同於一般的報導，一個調

查報導作品的完成，意味著新聞工作者通常必須獲得媒體機構的支持，才能以長時間投入耗費人

力與金錢的特定新聞題材：包括結構性不正義、政治弊案、企業醜聞等等，藉此揭露被權勢者所

刻意掩飾、隱藏的惡行。調查報導所經常體現的，是新聞媒體監督龐大社會機構的職責，並為閱

聽大眾追求事實真相、揭發不義。其難度雖高，但價值不斐，更是記者專業成就的指標。 

好的調查報導，仰賴記者有高度的專業能力，能對周遭環境充滿問題意識，從文字、物件中的各

種蛛絲馬跡，從不願公開、或隱匿於人群中的消息來源，按圖索驥、慢慢拼圖，不論是調查、採

訪、查證和歸納、分析等技巧，缺一不可，甚至需要有過人的勇氣，才能在不時要面臨來自權勢

者威脅的情境下完成任務。 

然而，由於調查報導耗費成本甚高，近年來，即便是具有此類新聞傳統的西方民主社會，各媒體

經營者也逐漸對其縮手，使調查報導這個文類正面臨危機。但由於調查報導仍舊是彰顯一個地方

或一個社會新聞媒體專業成就和理想性的指標，近年來我們可以發現，透過網路平台，由機構或

公民個人贊助專業記者進行調查報導的生產形式已然出現，讓調查報導所代表的新聞專業與價

值，以及作為一種公共利益實踐場域的理想，得以持續維繫。例如非營利組織 Propublica 網站，

透過社會捐款，以邀集專業記者和新聞機構合作的方式，所完成的調查報導作品，已連續兩年獲

得普立茲獎的肯定，似乎正發展出一個可期待的新媒體調查報導運作模式。 

本次卓新論壇，特別以「讓事實攤開在陽光下---我們需要好的調查報導」為題，邀集專家學者、

專業記者、獨立媒體人共同討論相關議題，包括： 

1.     調查報導作為一種新聞文類，對當代新聞媒體角色的重要性？ 

2.     台灣的新聞工作者過去在此一文類中的表現如何？ 

3.     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的調查報導？要完成一個好的報導需要具備哪些能力與條件？ 

4.     如何打造對調查報導更有利的媒體工作環境？ 

 



- 42 - 

 

圖 17 2011 年 12 月 5 日與台灣記協及卓新獎合作之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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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畫最後一年度新增的工作內容，為因應日本 311 震災，台灣媒體派遣記者

前往採訪時所可能遇到的狀況，編寫一份教戰守則性質的線上手冊，供媒體工作者

在未來遇到類似採訪情形時，能藉由手冊的幫助保護自身勞動安全以及遵守採訪報

導時的倫理道德。 

 

  在執行成果中，主要先舉辦了一場對媒體業者的訪談，了解業者對於派遣記者

採訪的現況；另外針對國內以及 NHK、BBC 與 Dart Center 等網站上，與日本震災

採訪相關的專文或是可應用的資料，做蒐集及翻譯，以方便後續手冊的編寫。 

 

  而目前已經將整份手冊包含正文與附件的內容整理成冊，也於 311 一週年前舉

辦上線發表會，手冊將以電子版方式供人下載，連結置於新聞倫理資料庫與勞動權

資料庫的最新消息中，完整手冊內容附於後續檔案中，另外也有登上自由時報電子

版的網頁中，獲得多方網友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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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311 週年《臺灣災難記者採訪手冊》講座議程 

政大傳播沙龍暨卓新論壇： 311 週年《臺灣災難記者採訪手冊》講座 

  地震、海嘯及核電廠爆炸,去年 0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發生複合式的災情,截至 去年底的統

計,至少造成 15,846 人死亡、3,320 人失蹤、6,011 人輕、重傷,遭受破壞 的房屋 1,135,446 棟。 

  面對這場日本二戰後傷亡最慘重的災難,全球的新聞工作者莫不考思如何提供最快 速、正確

且適當的災難報導,卻使自身連帶面臨諸多考驗與危險。在災難新聞的鏡頭背 後,究竟有多少新聞

從業人員,在缺乏經歷、安全知識的情況下,承受著許多危險進行 新聞工作?是否因為採訪而影響救

災工作?如何強化他們的採訪安全和專業性？ 

  歷經日本 311 週年,針對種種仍缺乏反省和討論的媒體採訪與報導問題,我們召開 這場論壇,

希望進行深刻的討論與省思。同時,我們也將正式發表、免費分享《臺灣災難記者採訪手冊》,內容

包含諸多學者專家、資深媒體人及災難報導工作者的經驗與知識。 

 

 



- 45 - 

附件－台灣災難記者採訪手冊 

 

由於將手冊內容一併放置報告中，會使原先的排版錯亂，故另外以附件的方式附於

信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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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績效指標 

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壹、計畫目標

與執行 

一、計畫目標

與主要內容 

-- -- -- -- -- 參見報告書第 2 頁。 

二、計畫架構

圖 

-- -- -- -- -- 參見報告書第 4 頁。 

三、年度工作

計畫之執行

與管控 

預估每季計畫執

行進度 

-- -- -- -- 參見報告書第 24 頁。 

貳、推廣與服

務 

一、提升臺灣

數位典藏與

學習之環

境，提高國內

外可見度 

 (須於附件說

明) 

1. 推廣交流活動 次數 4 15 3 與本計劃協力團體：台灣記者協會、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合辦 

本計畫在 3 月所舉辦之座談會有登上

自由時報電子版，報導請見附件。 

參與人數 120 515 160 

媒體曝光次數  
 1 

2. 成果展覽活動 (1)於國內次數    只是參與而不是辦理展覽者也可列

入，請註明為參加展出或者是辦理展

覽單位。 

  參與業者家數    

  參觀人數    

  媒體曝光次數    

(2)於國外次數    請註明為參與展出或者是辦理展覽單

位   參與業者家數    

  參觀人數    

  媒體曝光次數    

3. 參與國內外重

要會議/活動 
次數  

  請擇要列舉。 

4. 辦理國內研討 次數    若研討會有徵集論文，請於備註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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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會 徵集和發表論文數量    明。 

參加人數    

5. 辦理國際研討

會 

次數    若研討會有徵集論文，請於備註中說

明。 徵集和發表論文數量    

參加人數    

6. 參與國內外競

賽 

參加家數    請列出重要獲獎項目 

獲獎家數    

7. 通過品質認證 通過家數     

8. 其他 
  

  如需增列，請視情況自行判斷是否需

要提供附件以茲說明 

二、數位典藏

與學習之成

果及推廣效

益 (第 1、2、

4、5 項須於附

件中說明) 

1. 製作教材與指

南 

(1)國小教材數量    1. 單位(單元、門、小時、元件)需確

立 

2.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

的基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

式訪問，共回收 200 份有效問卷，

其中超過 85%或 75%、65%、50%…

等的受訪者勾選非常滿意 

3. 須為計畫製作之教材方可列入，若

僅提供素材請填至「3.5.2 與業者

(單位)之授權合作」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2)國中教材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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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3)高中教材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4)大專院校教材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5)終生學習教材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6)其他學習教材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7)指南數量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使用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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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8)偏鄉應用單位數    偏鄉所在請擇要列舉 

  應用人數     

2. 發行出版品 出版品件數   1 出版品名稱：《臺灣災難新聞記者採

訪手冊》，以電子書方式將連結置於

資料庫首頁最新消息中，供使用者自

由下載。 

發行或訂閱數量  

 以 電 子

書 形 式

工 使 用

者 下

載，無明

確 發 行

或 訂 閱

數量 

3. 發行電子報 發行期數    訂閱人數與瀏覽人數為目標值，非累

計計算。目標值指計畫目標設定本年

度訂閱人數可以成長至幾人，瀏覽人

數可以達到幾人。達成值的部分：目

前電子報訂閱人數為多少？瀏覽人數

為多少？如有多份電子報，則可累加

計算，電子報 1+電子報 2+…以此類

推。 

訂閱人數    

瀏覽人數  

  

4. 建置和維護網

站/資料庫 

網站(資料庫)數量 2 2 2 若網站與資料庫是由機構經費所建

置，但計畫成果有上傳與呈現，仍可

列入統計，但請於效益說明欄附註說

明。 

新增主題(特展)數量    

素材被引用次數    

素材被下載(列印)次數    

素材開放非商業無償使用比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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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資料庫新增/轉置資料筆數    

5. 系統環境建置

與新技術開發 

系統/技術數量    為推廣成果、提供大眾更優質的服

務，或者為使計畫相關作業得以順利

進行，而開發的新系統、新技術皆可

於此描述、說明 

使用單位數    

使用人數  
  

6. 其他      

三、提升與幫

助建立數位

典藏與學習

之產業價

值，扶植國內

相關產業 (第

7 至 9 項須於

附件中說明) 

1. 產值 金額    請說明計算依據、查證方式 

2. 國際營收 金額    請說明計算依據、查證方式 

3. 補助案件數 件數     

4. 輔導業者 大型化家數    請說明輔導的業者有哪些？輔導的內

容(技術/經費/導入 E-learning 等)和產

出產品的相關資訊。人力部分則須簡

略說明哪幾間廠商或企業多聘請了多

少人力。可視情況所需自行提供附件

或附錄說明 

導入 E-learning 家數    

產出產品或服務件數    

促進就業人數  

  

5. 培訓專業人才 提供課程    請簡略說明課程名稱和數量 

參加訓練人數    

6. 數位化產出可

供授權比例 
比例  

   

7. 提供技術與認

證服務 

件數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方式 

服務對象之數量    

被使用之次數    

使用滿意度    

8. 創新產業模式 模式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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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之建立與研究 被使用次數    

滿意度    

參與此模式之業者數    

9. 建置產業知識

網 

產業知識網數     

應用企業數    

彙集教材數    

10. 其他      

四、進行國際

交流與促成

國際合作，打

開臺灣於國

際間之能見

度 (須附件說

明) 

1. 辦理或促成

國際合作案

與參與重要

國際組織 

件數    件數是指合作案之件數，請勿填入由

交流或合作所得到的數典藏品件數。

請擇要列舉 

2. 其他      

五、創造華語

文學習環

境，推動全球

華語文學習

風氣 (第 1、2

項須於附件

中說明) 

1. 設立教育推廣

中心 

數量    請說明中心設點所在 

學員人數    

師資培訓人數    

2. 海外華語文學

習中心經營輔

導 

示範點/教學點     

促成合作業者家數    

與業者合作辦理推廣活動場

數 
 

  

3. 與國際華語文

業者合作 
與國際華語文業者合作家數  

  請簡述合作對象和輔導項目 

4. 其他      

參、研發與提
一、研發相關 1. 申請與獲得專 申請件數    請擇要列舉專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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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升 技術以提升

我國於數位

典藏與學習

方面之技術

能力、產業競

爭力等  (須

附件說明) 

利 獲證件數    

2. 技術移轉 件數     

金額    

3. 規範/標準制

定 

參與制定政府或產業技術規

範/標準件數 
 

  此欄所指為計畫自行制定的標準與規

範，並非填寫遵循何種規範進行數位

化流程工作。 其他規範/標準件數    

計畫採用標準規範比例    

導入規範/標準業者家數    

4. 其他      

二、於實作中

發展相關研

究，傳遞知

識、傳承經驗 

(第 1-3項須於

附件中說明) 

1. 論文 發表於國內篇數    請擇要列舉期刊名稱 

發表於國外篇數    

2. 研究/技術報

告 
篇數  

   

3. 博碩士生培育 博士研究生人數     

碩士研究生人數   2 

4. 研究團隊養成 研究團隊數量  

 2 本研究團隊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台

灣新聞記者協會合作組成跨組織團

隊。透過固定每兩周一次的助理會

議，與不定期的其他會議，共同討論

與彙整「新聞倫理與勞動權」兩個資

料庫的內容。並促成兩團體對新聞倫

理與勞動權兩方面的事件的整理與蒐

集（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附則新聞倫

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負責勞動權）。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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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三、將經典藏

品數位化，打

造臺灣優質

數位化環境 

1. 數位化產出 

(須備數位化

清單) 

1-1 國內數位化文物總量    國內被數位化文物總量=機構被數位

化文物數量+海外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數位化產出總量    

  後設資料筆數    

1-1-1 機構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機構數位化產出數量    

1-1-2 公開徵選數位化文物數

量 
 

   

公開徵選數位化產出數

量 
 

  

1-1-3 民間徵集數位化文物數

量 
 

   

民間徵集數位化產出數

量 
 

  

1-2 海外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數位化產出數量    

  後設資料筆數    

2. 數位化物件匯

入聯合目錄 

數位化產出匯入之筆數   9 本年度至本季為止，共更新 9 筆數位

化資料，並已同步匯入。 後設資料匯入之筆數   0 

完成數位化資料匯入之百分

比 
 

 100% 

3. 成果盤點 完成筆數   9 依計畫執行承諾書第 1.1.2 條，各數典

機構（計畫）均應進行權利盤點工作。 

請配合「權利盤點作業要點」，依據

四分項盤點暨法律諮詢團隊計畫安排

之時程及模式進行盤點作業，說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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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度；無法配合者亦應通過該計畫「以

自有制度進行權利盤點」之評估，並

應說明做法和進度。 

4. 異地備份 參與計畫數量   9 本計畫資料庫數位化資料被份於政治

大學傳播學院主機中，有專人負責進

行維護，亦有定時備份與復原系統。 

資料庫筆數   9 

資料量(單位：GB)   0.1GB 

5. 其他      

四、協助計畫

運作並提升

計畫人員素

質 (附件說

明) 

1. 輔導計畫建立

授權機制 

件數     

滿意度    

協助成果盤點計畫數量    

2. 提供法律諮詢 件數     

服務滿意度    

3. 輔導數位典藏

網站改版 
案例數  

   

4. 技術服務 件數     

服務滿意度    

5. 辦理教育訓練

工作坊 

次數     

參與人數    

學員滿意度    

6. 辦理跨計畫之

重要會議 
次數  

  請說明合作之計畫名稱 

7. 跨部會合作 合作單位數     

合作計畫數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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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9 年 

達成值 

100 年 

達成值 

101 月 

達成值 
效益說明 

五、結合產學

研之力，推動

與促進數位

典藏與數位

學習之應用

價值 (須附件

說明) 

1.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研究件數    請說明合作對象 

研究金額    

配合款金額    

2. 與業者(單位)

之授權合作 

合作件數    1. 此處不論為何種授權合作(有獲

利/非營利)皆可填寫，不限於對內

或者是對外的授權合作 

2. 有獲利之智財權授權請另填

「3.5.3 促成廠商或產業投資」 

3. 若「參與之業者(單位)數」等項目

非屬合作內容者，請填寫「N/A」

即可 

4. 請說明金額計算標準和查證方式 

參與之業者(單位)數    

參與之機構數    

協助典藏機構制定商業合作

辦法之件數 

   

3. 促成廠商或產

業團體投資 

件數     

金額    

智財權授權件數    

智財權授權金額    

4. 其他      

肆、經費執行

說明 

一、年度經費

配置與規劃 

包含業務費、人

事費、設備費等

項目 

-- -- -- -- 請填寫附錄一 

二、每季支用

數 

-- -- -- -- -- 執行情形與預計有差異時，請加以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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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impacts) 

一、 學術面 

(一)研究團隊養成 

本研究團隊主要由政大新聞系內與其他單位(卓越新聞、記者協會)而成的跨組織合作團隊。透過

固定每兩周一次的助理會議，與不定期的其他會議，共同討論與彙整「新聞倫理與勞動權」兩個

資料庫的內容。更將網站設計與網路使用者的特性，納入整體的討論範疇中，企圖在構想與架構

階段，使研究團隊具有使資料庫永續經營的概念，例如：在資料庫的架構上置入使用者可再「編

輯」的功能。如此一來，才可達到促進線上與線下，新聞工作者、閱聽人與當事人對話溝通的可

能性。 

 

(二)博碩士培育 

本研究團隊在 99 年度有兩名碩士班兼任助理，皆從事與本研究計畫所關懷的新聞倫理與勞動權相

關的研究，其中一位已完成碩士班畢業論文〈兩岸電視劇合拍對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影響〉；另一位

碩士生則繼續擔任本年度兼任助理，預定以勞動權為方向進行碩士論文研究 

 

(三)辦理學術活動 

本資料庫希望透過「線下」實體的討論，由下而上的形塑與適時更新各類新聞採訪報導之倫理守

則、以及面對各類勞動權爭議之教戰原則，進而對提升資訊時代新聞倫理與與保障工作者勞動權，

有典藏之外的社會互動功效。因此，本研究計畫預計在日本震災採訪手冊撰寫完成後，與媒體業

者合作舉辦工作坊進行手冊宣導。 

 

二、 技術創新面 

(一)集中效應 

相關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議題之資料與分析，平日多半散落國內外網路、部落格，因此希望透過資

料的典藏、論壇的互動與討論、以及工作團隊的系統性彙整，將這些散置各處的新聞資源匯集於

一處。 

(二)新聞工作者自我評鑑與相互培力 

新聞媒體是維繫民主社會公共領域健全的重要機制，要提升此公共領域品質，需透過專業工作者

的自覺與自省。因此本計畫一方面將納入合作單位卓新獎與記協的相關專業工作者，另一方面也

將主動向一般媒體工作者推廣使用，希望建立一媒體工作者自我評鑑與相互培力的平台。透過勞

動權與新聞倫理事例的討論，對於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權與專業表現兩方面，將能提供廣泛深入與

具可行性的資訊及探討。 

 

(三)閱聽人與當事人對採訪報導的回應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IyHqX/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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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前閱聽人與當事人對媒體之採訪與報導，有各式之不滿與批判。本計畫 

所建構之論壇平台，將提供閱聽人與當事人「申訴」之管道，而將安排媒體工作者與閱聽人之間，

進行具有建設性之對話與溝通。 

 

(四)媒體工作者與公民的積極對話 

上述閱聽人、當事人與媒體工作者的對話溝通，意義不僅在於該事例的媒體工作者進行「答辯」，

而是希望透過閱聽人與工作者之間的相互交流，以及同時透過勞動權事例之展現、廓清當前商營

體制下媒體採訪報導之限制所在，進一步達成可行的報導倫理規範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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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 本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本計畫為「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之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尚

無與其他計畫合作之具體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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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 後續階段工作預計執行重點 

本階段工作主要在於既有資料的數位化與典藏，並建置初步的網站架構。如前所述，目前

本資料庫已經就過去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與台灣記者協會過去數年的平面與數位資料為對象，並

兼及其他相關資料的數位化，作為資料庫的首批典藏工作。 

在後續階段中，首先，本研究將與各媒體工作者組織洽談過去出版資料的數位化典藏工

作，包括《台灣新聞記者權益手冊》、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所出版之《工輿》、聯合報系產業工會

的《聯工月刊》、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的《大傳聯》、以及紀錄片工會的《紀工報》等等。另

外，在顧及研究倫理與著作權等問題下，進行新聞工作者之工作生涯資料的蒐集，針對過去相

關學術研究所蒐集的新聞工作者傳記資料，例如女性報業從業人員之研究、或中國時報於 2008

年轉手旺旺集團前後的裁員潮之相關訪談資料等，商討資料轉檔與授權公開等工作。 

其次，後續階段將以建立網站內容架構為主要工作。目前既有資料如何收集、典藏、分類、

轉檔、編碼、上傳等工作已經初步建立模式與雛形。接下來本階段的重點將是如何建立使用者

參與的機制，包括如何方便檢索及促進參與等等。 

為了推動使用者的參與，本研究將邀長期進行媒體監督之公民團體、以及新聞工作者加入

Wikipedia 線上百科模式之「新聞倫理大事紀」與「新聞勞動權大事紀」的過往事例與當前新

事例的條列編寫與分析。此一部份將以協同合作團體卓新基金會及記協舉辦相關座談會，開始

探討建立使用者參與模式及推廣之初步工作。 

二、 計畫之實際執行情形與目前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目前計畫執行原則上仍按照預期工作規劃之進度進行。估計下一階段將遭遇主要困難有下

述兩點： 

（一）網站建置如何兼顧目前資料典藏形式與未來使用者參與之兩大目標 

目前網站建置是以當前資料的呈現及檢索作為主要考量，因此尚未設計包括留言版或提

問之相關功能。因此，目前在網頁設計呈現上，希望能夠加強類似 Wikipedia 之類似頁面

及編輯條目，作為未來社群參與者使用及參與編輯之空間預作準備。未來則透過與合作團

體的座談會等實體形式，討論並推廣使用者參與之可能形式。屆時再以社群主要行動者及

使用者之回饋，漸次調整本網站之相關設計及程式。 

（二）未來取得相關團體出版資料及既有研究之資料的授權問題 

除了本階段的資料數位化與建置內容及網頁初步架構之外，下一階段的研究中，還將向

相關的團體或研究商討可能的納入資料庫之相關計畫。但此一計畫可能遭遇兩個困難：首

先，目前部分新聞工作者團體對於本身之資料，並未有相當完整之保存，且隨著人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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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資料已經難以蒐羅。其次，部分新聞工作者組織之資料蒐集及保存，希望與該團體之

運動方向能夠有所結合，而在主觀意願上不希望僅是資料為數典計畫所典藏。面對此二難

題，本研究規劃一方面協助願意提供資料之工作者組織進行資料蒐集與再建檔工作，另一

方面則透過座談等方式與相關工作者組織之運動對話，期能取得共同合作、以及藉由資料

庫之保存及維繫，活化使用者及社群參與，達到與工會及專業運動相輔相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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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10 月 31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為文化政策研究領域的重要國際學術社群每兩年舉辦一次之國際研討會，

以下為參加本次會議之各日行程： 

7 月 5 日由台北出發，經由泰國曼谷與瑞士蘇黎世轉機。 

7 月 6 日當地時間上午抵達巴塞隆納。 

7 月 9 日由研討會開始，至現場註冊，並參與大會舉辦之晚間活動。 

7 月 10 日參加各場次之討論。晚間參與大會歡迎晚宴，與各國學者於宴會間交流。 

7 月 11 日參加各場次之討論，並以評論者身份參與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 場次，負責評論文章為 Wei, Ti. Multiculturalism or Political Bribe? -- Assessing 

the Ethnic Minority Media Policy in Taiwan. 

計畫編號 99B99330/NSC99-2631-H-004-001 

計畫名稱 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 

出國人員

姓名 劉昌德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98 年 7 月 9 日至 
98 年 7 月 12 日 會議地點 Barcelona, Spain (西班牙巴塞隆納) 

會議名稱 
(中文)國際文化政策研究研討會 

(英文)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ICCPR)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Turning Governmental “subornation” into subsidy: Taiwanese 

cultural workers’ participations in reforming media & cultur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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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上午於 Media and Politics 場次發表論文 Turning Governmental “subornation” 

into cultural subsidy: Cultural workers’ participations in reforming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中午會議結束後搭機返台，13 日返抵台北。 

二、與會心得  

1. 本次論文發表主題在於台灣媒體與文化政策在政府經費補助上的問題，並且以近

年兩次重要事件作為例子作為說明，包括「政治置入性行銷」與「夢想家補助爭

議」等。 

2. 由於兩件案例能充分說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前威權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媒體

與文化領域仍然受到不同方式的政治介入與政策相關議題，以及相關社會運動如

何展現媒體與文化工作者的相對自主性，因此引起不同國家學者的熱烈討論，收

獲豐富。 

3. 在本場次中，發表相關主題之學者與議題，包括了日本、加拿大、美國、與台灣

的本人等，因此能夠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同社會之國際經驗交流。 

4. 整體會議聚焦在文化政策，因此與會者的關切主題明確，學術交流也更能集中焦

點，使本人得以在此主題了解目前國際、特別是歐洲學界在此領域的研究趨勢。 

5. 如前所述，但本研討會仍有「歐洲中心」之缺憾，對於非歐洲地區、特別是亞非

與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狀況，的確較為缺乏。雖為本研討會之缺點，但也正可顯

示此領域仍有待國內學者多加努力介入國際之相關討論。 

 



Turning Governmental “subornation” into cultural subsidy:  Cultural workers’ participations in 

reforming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Chang-de Liu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s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aiwan has bee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First, due to the decline of advertising revenue 

in the media industry, the government’s expenses on “political advertorials” or “embedded marketing” 

of political campaign has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income for many news media. Second,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ies”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artistic funding increases dramatically and thus has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many artists.  

As the result, the governmental control remains strong in the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 in the 

post-authoritarian era even though the Martial Law which suppressed news freedom and restricted 

artistic autonomy was lift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has been proceeded since the 

1990s. A majority of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have been alienated from the media/cultural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al expenses on media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re criticized, on the 

one hand, for inappropriately using tax-payers’ money and making threats to speech freedom of 

citizens, independence of news media, and profession of journalists; and are condemned, on the other 

hand, for inadequate criterions of decision-making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unding, 

usually preferring to a small group of artists who support the ruling party.  

This paper aims to (1) explore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dia/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ductions; (2)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media reform/cultural workers movement; (3)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4)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incidents during 2010 and 2012 that represent 

how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involve in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cy mak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incidents: (a) the movement initiated by journalists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the end of 

2010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use of embedded advertising in news reports.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a mass petition, the parliament amended the Budget Act prohibiting “advertorials” by the 

government; (b) another incident is a protest held by artists against a government sponsored musical 

“Dreamers,” which ran for the Centennial Ceremony at a high cost. This group action of artists led to 

setting an agenda for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facilitated a campaign for “the Inaugural 

Year for Culture.”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workers’ engagement in policy-making 

through a framework revised from the typology of DMA (democratic media activism) constructed by 



Hackett & Carroll (2006)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analyses of media reform movement I conducted 

from 2009. The “main targets” of media reform movement are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tate,” “market,” and “Citizens.” Besides, the primary approache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s the result, there are six types of media 
reform and cultural workers engagement in policy-making (see table 1).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movements mainly targets state, and the former incident represents the first type of 
social movement in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s, while the later one represents the second type. 

Table 1  A typology of media/cultural reforming movement 

 Primary approaches 
Media/Cultural Consumption Media/Cultural Production 

Major target State (1) Content 
regulation/policies 

(2) Structural 
regulation/policies 

Market (3) Content criticism (4) Alternative media 
Citizens (5) Media literacy (6) Civic journalis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actors (Touraine, 1984/2002).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activists in the media reform and artists movements, including (1) Scholars/experts; (2) 

Journalists/artists; (3) Citizens/NGOs. I have mentioned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groups in previous 

papers, and this paper will address how cultural workers participate in these movements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transform governmental “subornation” into cultural subsidy which benefits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1) Background: From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post-authoritarian era 
 

1. Media policy and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news media 
In Taiwan,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were under the KMT government’s control in the 

authoritarian era. Regarding media policies, the KMT government had oppressed press freedom by a 

world-record-long declaration of martial law. Under the state’s legal structure constraints and control 

of ownership, mass media served as the KMT’s propaganda mechanism befor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For example, newspapers are restricted by the control over entry, control over price,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number of pages. Most newspapers were owned either by the KMT government or 

its political supporters. Meanwhile, the authoritarian also provided subsidies to newspapers which 

were run by these supporters and so that a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was buil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Chen, 1998).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democratic movement during the 1980s, the speech freedom has 

emerged gradually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8, the government finally abandone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number of newspaper license. Later, the parliament, Legislation Yuan, also 



abolished the “Publication Law” which set restrictions o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the 1990s, 

the strict limit on broadcast licenses was lifted. Therefore, a small number of private-run cable 

system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s were approved to operate. The government also granted on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nd several radio licenses to oppositional party controlled or inclined media 

companies (GIO, 1999). Therefore, the media policies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have turned from 

“command-control” to “de-regulation,” and the major roles or functions of media have changed from 

“serving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serving the commercial purposes.” 

However, the “de-regulation” of media policies has resulted in “commercialization of media,” 

instead of liberation of people’s voices or democracy. As the political control weakened and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MT government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eroded, the 

market power became the most dominant forces influencing the façade of news media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prosperous economy and political deregulation in the early 1990s, the media 

market has been boosted up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media companies and their revenues and 

profits. However, due to economy recess and challenges by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raditional mass media have declined in both the number and the revenues. 

By 1987 before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and the restriction of newspap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33 

newspapers in Taiwan. By the end of 1988, the number of newspapers had increased to 123, almost four 

times as that before the deregulation. And by 2001, there were 454 newspapers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newspaper increased steadily in the 1990s as Taiwanese economy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 

Meanwhile, in the first few years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ban, the advertising market of Taiwanese 

newspapers expanded exponentially. The total advertising income for all newspapers increased 35% 

annually in the late 1980s, and continued growing until the mid 1990s. Nevertheless, the turndown of 

economy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use of internet ended the golden time of Taiwanese newspaper 

industry. The readership of newspapers has declined from 76.3% in 1991 to 66.1% in 1997 (Annual Report 
on Advertising, 1998, p. 166). Therefore, the advertising income of newspapers also has decreased during 

the late 1990s. From its peak time to the lowest point, the annual advertising income dramatically dropped 

62.13%, from 264,24 million in 1998 to 100,08 million in 2009 (see Table 2 & 3).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broadcasting since the early 1990s was similar to the newspaper. In 

1993, the government lifted the limitations on cable television. As the result, the number of television 

channels boost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mid 1990s from only three terrestrial television stations to more 

than 100 cable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 channels. By 2010,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television channels 

consisting estimated 140 local stations and 60 abroad channels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0; 涂智翔, 

2010). Broadcasting media also encounters severe competition of advertising revenues because of both the 

rapid growth of television number and the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2000s. The amount of total advertising 

income has shrank from its peak at 34 billion NT$ in 2004 to the valley at 18 billion in 2008. During the 

five year period, the advertising revenue dramatically decreased by nearly a half (see table 4).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competitor’s number and the decrease of advertising income, the 

competition among news media became severe than ever. Many news media have encountered huge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hus attempted to search various sources of income. As the result, the “political 

advertorials” from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ventually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income for 

many news media.  

Table 2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Newspapers, 1987-2010 

Year Number 

Number Growth rate % 

1987 33  

1988 123 272.73 

1989 196 59.35 

1990 212 8.16 

1991 237 11.79 

1992 270 13.92 

1993 274 1.48 

1994 300 9.49 

1995 335 11.67 

1996 362 8.06 

1997 344 -4.97% 

1998 360 4.65% 

1999 384 6.67% 

2000 445 15.89% 

2001 454 2.02% 

2002 474 4.41% 

2003 602 27.00% 

2004 2,524 -- 

2005 2,442 -3.25% 

2006 2,381 -2.50% 

2007 2,216 -6.93% 

2008 2,065 -6.81% 

2009 2,063 -0.10% 

2010 2,137 3.59% 

* Sources: Editorial Committee of Annual Report on the Printing Industry (Ed.) Annual Report on 
the Printing Industry, 1994, p. 865; Annual Report on the Printing Industry, 2002, p. 405; Annual 

Report on the Printing Industry, 2011. 

  



Table 3  The advertising income of Taiwanese Newspapers, 1987-2010 

Year Advertising income 

Million (TW $) Growth rate % 

1987 88,31  

1988 118,56 34.25 

1989 165,48 39.57 

1990 155,53 -6.01 

1991 174,04 11.90 

1992 209,33 20.28 

1993 220,92 5.54 

1994 230,12 4.16 

1995 231,81 0.73 

1996 220,19 -5.01 

1997 248,63 12.92 

1998 264,24 6.28 

1999 227,45 -3.74 

2000 187,45 -- 

2001 164,14 -12.44% 

2002 121,90 -25.73% 

2003 150,00 23.05% 

2004 159,00 6.00% 

2005 155,47  -2.22% 

2006 147,71  -4.99% 

2007 136,68  -7.47% 

2008 110,79  -18.94% 

2009 100,08  -9.67% 

2010 119,55  19.45% 

* Sources: 1987-1999 from Brain Magazine, 2000. 2000-2010 from MAA Report on 

Taiwanese Media; Taiwanese ABC organization (http://www.abc.org.tw/m2-2.htm) 

  

http://www.abc.org.tw/m2-2.htm�


Table 4  The advertising income of Taiwanese Televisions, 1995-2008 
 

Year Advertising revenue (NT$ million)  Growth rate % 

1995 28,947 -- 

1996 24,306 -16.03 

1997 25,685 5.67 

1998 34,832 35.61 

1999 32,234 -7.46 

2000 30,734 -4.65 

2001 27,703 -9.86 

2002 32,174 16.14 

2003 33,413 3.85 

2004 34,009 1.78 

2005 21,030 -38.16 

2006 19,031 -9.51 

2007 18,141 4.68 

2008 18,027 0.63 

Sources：Advertising Magazine.  
 

  



2.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olicies 
Similar to media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Taiwan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liberation” from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end of 1980s. Before the revoking of martial law, the 

emergence of KMT government’s cultural policies aimed directly to advoc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was a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stand agains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50s. The purpos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ommittee, a political entity led by the President Chian Kai-shek was to assure the security and 

legitimacy of KMT government. The committee devoted to forming China-centric ideology and 

loyalty to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hrough construct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writing history 

textbooks. However, a cabinet-level committee,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was founded in 

1982. In it nascent age, the Council still serve political purpose but also change its cultural concern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modernist and Western arts that local cultural elites favored.  

The wave of “localization” or “indigenization”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fter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influenced the governmental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1990s, based on political and fiscal supports 

from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Comprehensive Project of Building Local Communities” 

trigged communit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local culture awareness. Meanwhile,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 announced to advocate “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es 

Culturaliz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the activists of community building movement to 

formulate business models of their communal projects (Chung, 2012). These new concepts brought 

up by some scholars who studi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transformed Taiwanese government’s 

cultural policies from “China-centric” to “local/Taiwan-centric,” as well as have turned artis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rom “serving the ruling party’ needs” to “serving the communal needs.”  

While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 promoted “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es 

Culturalization,” these concepts also created a mainstream idea that cultural or artistic production 

need to search for a profit-driven business model. Furthermore, this set of cultural policies led to a 

set of “productive-value-centric” rules that emphasize enlarging the quantitatively commercial value 

a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for the government in the cultural field (Chung, 2012).  

Followed Britain government’s “creative industry” concepts, Taiwa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cultural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ince the 2000s. 

First, the Executive Yuan initiated the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in 2002 i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overnment plac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Second,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 announced the “White Paper on Cultural 

Policy” (2004), and then collaborat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y to develop the “Creative 

Taiwan” plan (2009). By the two projects, Taiwanese government defined the scop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set up the economic value as the major criteria for cultural policy and 

production. Finally, the Parliament—Legislation Yuan—launched the “La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2010 that has assur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s a core task for the government (Chung, 2012).  



(2)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 in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 
1. Cultural workers movement 

Taiwanese labor movement has been relatively weak since the cold war era, as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ppressed unionism by strict restrictions of related laws and direct control of cadres of labor 

unions. Even after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in 1987, the government continued wielding control of the 

union movement through leg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1990s, limiting the 

worker’s strength of strik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Moreover, neo-liberalist policies formed 

successfully manufactured consensus among the working class that unionism is harmful to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Huang, C. 2002: 306-7; Wang & Fang, 

1993; Ho, 2006; Lee, 2009).  

In addition, the Taiwanese union movement has been limited by the sepa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union,” which represents workers in the same company or factory, and the “occupational union,” 

which represents workers in the same category of occupation. Occupational unions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their weak ties among members. Because of the rules of government subsidized labor 

health insurance, many people—even the unemployed or owne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oin occupational unions to access the labor health insuranc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from membership fees, most occupational unions do not verify the working status of 

members and allow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join. Consequently, occupational unions are 

unable to represent the real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the union movement (Huang, C., 2002: 316-8). 

For example, Taiwanese cartoonists established the “Comic Artists Union” in May 1997.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cartoonists to form a union was the urgent need of these freelancing artists to 

access the labor health insurance (Liu, 2003; Comic Artists Union, 2009).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unionism in Taiwa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also limited and cultural 

workers hardly unite to protect their basic working rights. Among various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unionization rate of the news media sector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leaders of these unions are 

relatively militant.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12 news media unions among over 40 mainstream 

news corporations in 2002, and the unionization rate of journalists is estimated at less than 25% 

(NFCU, 2002; Liu, 2007). Unions for cultural workers were hardly found in Taiwan before the 

1990s. Despi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everal news media unions from the late 1980s to the mid 1990s, 

unionism was sporadic in the artistic sectors. However, a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some sector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dropped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re emerged a small number of occupational 

unions for cultural workers in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several plastic artists, musicians, and poets established the “Artistic Creators 

Union” in 2011, claiming to expand its scope to various fields of art, such as performing artists, 

visual artists, writers, film makers, architects, artistic critics, fashion designer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cumentary Media Workers Union (DMWU) in September 2006 (Huang, 

S., 2006). In the ensuing years, the number of members has grown steadily from less than 60 in 2006, 

to 115 at the end of 2007, up to 176 by the end of 2008, and reaching 203 by August 2009 (Taiwan 



Documentary E-paper, related volumes). However, these cultural workers movements remain small 

group and small scope comparing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US, European countries, or even Korea.  

2. Civic groups in the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 
While the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helped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share the resource 

of media outlets and decreased their intention to urge for further reform, communications scholars 

and students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media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lim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scholars were passively involved in policy making, but actively took action to translate their idea 

into reality. In 1999, when these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draft the White Paper on Communications 
Policy for Chen Shui-Bian’s election campaign, they put the request of democratic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into words. According to the White paper, “those electronic media which was held by the state, 

such as TTV and CTS,… should be used for democratic demand and would not compete for profit 

with private corporations“ (The Committee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Policy, 2000: 123). 

Further plan for the reform of electronic media and building a public TV group were proposed. 

Chen’s seizing presidency should be the chance for building a sound public television system in 

Taiwan. However, Chen’s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publicize electronic media due to political 

logic. For the ruling power, if the government- invested media is publicized, the administration 

cannot control its personnel and budget any more. In other wor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TV system 

did not meet the interes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it preferred to keep the status quo. The 

opposition doubted about the policy of publicizing terrestrial TV and equalized it with government 

control of media. Instead, they prefer privatizing these TV stations. The debate over media reform 

became intense after the election of the congress in December 2001. In this situation, media reform 

became the battle field among the administration, the opposition coalition, the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Scholars saw the public opinion the only hope to drive the political power out of the media 

management. They recruited members from social movement, media enterprise and scholars to form 

a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ince its beginning from the mid-2003, campaign members kept lobby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gress, and used any means to expand the support. In early 2004, about 20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jointed the campaign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sign for support of giving birth to the 

public TV group. This campaign argued that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public TV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the media away from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The improper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media owners yield negative impacts on media performance such as tabloid, news 

fraud, imbalance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s and invasion of human rights. Such media practice harmed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people’s right to know, and inspired the public opinion to support public 

media. Consequently, this wave of campaign got more than 3000 citizens to sign and 142 

communications scholars were included.  

In their efforts to campaign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group, scholars and media 

activists work together to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 administration. Their means includes lobbying 

legislators,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the public television a try to remedy media chaos. In June 2004,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Taiwan’s media regulator, responded to the appeal of civil society 

and proposed a plan to build the public TV group. In late 2004,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amendments to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the Cable Television Law and the Satellite 
Broadcasting Law, banni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involvement in TV stations 

which brought an end to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to electronic two years later. Finally, between the 

mid-2006 and the early 2007, Taiwan’s public television expanded its scale from a single-channel 

station to a multiple-channel group including two ethnic TV stations and a previously state-owned 

TV station CTV.  

In the past decade, the media reform activists—especially the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active civic group in media issue—have concentrat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Two characteristics make this type of civic engagement in Taiwan media: (1) 

Comparing to other media watchdog organizations, the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is mainly 

composed by media scholars and students—among its 80 members, more than half are academic 

intellectuals fro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s with some are journ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and (2) While most organizations are devoted to criticism on media performance and 

literacy or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edia, this campaign pays more attention on media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Viewing from the social role of academic intellectuals, this campaign represents a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scholars from serving the few powerful to the general public. 

 
(3) Two incident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in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s 

 
1. Anti political advertorials: The Anti buying-off-news movement 

Taiwanese news media have faced the strict financial pressure since the late 1990s (as 

mentioned above). Paradoxically the government has eventually become a major advertiser through 

purchasing “news stories,” “news pages,” “news programs.” That is,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its 

policies or political leaders through advertorials--or “embedded marketing,” or “product 

placement”—in news reports. Actually, advertorials are a form of paid advertisement masked as 

objective news stories. For example, in 2004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paid the Gala Television to 

covering a series of in-depth news in a news program named “Policy Talking” to promote the 

“No-smoking on trains” activity that the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Not on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mployed this strategy of advertorials. For instanc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urchased “news services” from various news media to advocate the 2009 

Deaflympics Games held in Taipei (涂智翔, 2010)。 

Although the governmental use of “product placement” or “political advertorial” has been 

criticized b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since the mid 2000s, this serious problem of 

news media has been getting worse. The management of Taiwanese news media admitted publicly 

that the political advertorial becomes a regular and widespread form of news report on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news program. According to various surveys, there were more than 60% of Taiwanese 

journalists reporting that they have the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advertorials (羅文輝、劉蕙苓，2006; 
陳炳宏，2005).  

On 12 December 2010, a veteran reporter Je-bing Huang resigned from the China Times and 

released an online article titled “I left the China Times by a jet plane” in which he denounced the 

product placement and political advertorial have eroded the base journalist’s profession and speech 

freedom. This article aroused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 on online forums and social networks. Two 

weeks later,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t various universities—the amount of 

total teachers in the communication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aiwanese universities is estimated 

around 600—signed a petition and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requiring the government to stop using 

public spending on advertorial immediately. In the statemen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professors insisted that the advertorial is a “rampant practice of product placement in the media by 

th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academia, the journalists organization—Taiwanese Journalists 

Association—also called the President Ma to fulfill his promise of “stopping the political 

advertorials” that he signed a statement in 2008 president election campaign (台灣人權促進會電子

報，2011.01.28。台灣置入性行銷與反收買新聞運動歷程，http://goo.gl/3Z4kB). One month after 

the reporter releasing the article, several journalist organizations,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s, and 

civic groups coordinated the “Ally against buying-off-news” and announced four demands: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paying for news reporting and should ban all types of political 

advertorials. 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amend related laws and rules immediately. 

(2) The Legislation Yuan should pass the amendments of related laws about governmental 

budgets and mass media to prohibit advertorials on news media paid by the government.  

(3) All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demand their candidates for all public servants stopping the use 

of advertorials. 

(4) News media should conduct self-regulation rules to abandon the implement of advertorials 

and stop asking journalists to conduct advertorials.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of communication, the Ying-jeou 

Ma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response the voices of stopping advertorials. First, on 28 December 2009, 

Premier Wu Den-yih expressed “apology” to some degrees that he said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using political advertorials after regaining power in 2008 and needed to 

reflect deeply on the government practice of advertorials. He emphasized, 

While it is impossible for -governments or companies to refrain from running promotions 

or advertisements, a line must be drawn to distinguish promotion and advertisement by 

businesses, political parties or individuals from objective news stories,” 

On 12 January 2011, just two days after the Ally against buying-off-news, the Legislation Yuan 

passed the a binding resolution of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KMT, requiring the Executive Yuan 

to pursue legal amendments to limit the government’s use of advertorial and that all government 

policy campaigns should be marked as advertisement. The parliament also passed an amend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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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get Act, banning advertorials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tate-funded companies (台灣

人權促進會電子報，2011.01.28。台灣置入性行銷與反收買新聞運動歷程，http://goo.gl/3Z4kB, 
Wang, 2011; Shih, 2010). 

2. Anti the Dreamers Movement 
As the government’s cultural policies has transformed from “localization” in the 1990s to more 

“economic rationale of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2000s (Chung, 2012), the logic 

of cultural field in Taiwan has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urn of government’s attitudes. For 

example, the proportion of “political issues” related documentaries has decreased since the 2000s (郭

力昕, 2004; 魏玓、王俐蓉, 2004).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as the government’s subsidies have 

become the major financial sources of Taiwanese documentaries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and artistic 

opinions of reviewers at these official funding committees censored or influenced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ies (Liu, 2011). This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documentaries is similar to its 

counterpart in New Zealand where the governmental subsidies also constrained the subjects of 

documentarie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Debrett, 2004). Another criticism of 

Taiwanese cultural subsidy is the “black-box-like” process and unfair criteria. For example, huge 

amount of governmental subsidies on pop music is decided by relative few reviewers appointed by 

the officials. Therefore, several “gangs-like” networks in pop music industry have been created 

according to those important reviewers’ individual personal contacts (簡妙如, 2012).  

On 10 October 2011, a rock musical “Dreamers” was launched o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celebra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entennial ceremony,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elling a story about young people’s dreams of democracy led 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at 

established the ROC in 1911. However, this rock musical attempting to revoke national pride had 

become a political scandal. The week right after its launch, the Dreamers received abundant ruthless 

criticisms from commentators, especially those who devoted themselves in Taiwanese performing 

arts (Tseng, 2011). By the end of October 2011, the criticisms turned from culturally comments to 

political opposition.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oppositional party, suspected the 

two-night presentation of the Dreamers which cost NT$ 215 million (US$ 7.15 million) was not only 

a wasted project but also a corruption colluded between the director Stan Lai, a famous theatre artist, 

and the officials of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The DPP claimed that the project evaded the 

Public Procurement Act and then filed a suit against the Minister of the CCA, Emile Sheng (Chang, 

2011; Lin, 2011).  

Not surprisingly the “Dreamers incident” arouse political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happened in 

the end of 2011, only two months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Minister Sheng resigned on 

18 November due to the Dreamers controversy. Premier Wu stated that such huge amount spending 

on two-night performance was a decision he “regretted” to make, especially “some art groups often 

have difficulties getting grants from governments, even just small amounts of NT$150,000 or 

200,000.” (Shih & Chang, 2011).  

Nevertheless, “Dreamers incident” is still a cultural issue rather than just a political 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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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artists from various fields—including writers, theatre artists, performers, film makers, and 

visual artists, painters, etc.—organized protests against the Dreamers. They founded a new 

organization, the Preparatory Institut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augural Year for Culture (FIYC), to 

urge the government re-evaluating all the artistic funding process and criteria. The petition of FIYC 

including: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raise public spending on cultural affairs to 4% of annual 

expenditure of central government; (2)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to debate on cultural policies; (3)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should pursuit the goal of diversity in distributing resources and 

subsidies; (4) The government should cultivate cultural workers in its cultural policies; (5)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public (自由時報，

2011.11.18). Later on the mid December 2011, the FIYC coordinated a presidential debate on 

television. Three candidates of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about cultural 

policies raised by members of FIYC and civic groups (中國時報, 2011.12.15). Criticisms to the 

Dreamers, including the member of FIYC, condemn the inadequate and unfair procedure of 

governmental subsidies to subsidies, claiming plentiful public money has been wasted and most 

subsidies has been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personal networks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For example, 

Director Lai of the Dreamers is known as a member of “Yo-Yo Ma,” which in Mandarin means 

“friends of President Ma.”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workers’ engagement in policy-making process 

1. Governmental control: From Authoritarian to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es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s had experienced the direct control by the KMT 

government in the authoritarian era. Before the mid 1990s,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the media and 

arts as the propaganda mechanism or the instructive channel that maintained legitimacy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 the one hand, the ruling party intervened the news production of media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newspaper and broadcasting licenses directly ran governmental news media, 

thus forming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ultural productions were strongly tied with the political needs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ies of cultural policies promoted specific artistic genres, or even individual artists and artistic 

pieces, which are passively obedient to or assertively supportive to the ideology of the KMT.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especially the taking-over of central government’s 

power by the oppositional party, those strategies employing by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has vanished. 

Nevertheles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ians still us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fluence the news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consensus among people that is helpful for 

sustaining their ruling status. In the post-authoritarian age in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qu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intain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with news media or cultural 

producers are, for the former, the spending on “political advertorials,” and, for the later, the cultural 

funding without adequate and public reviewing process. By misallocating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ruling parties—including both the DPP government (2000-2008) and the KMT government 

(2008-present) —have dominated, or influenced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production of news media 

and artist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offered the news media and a handful of artists 

“subornation” for particular news coverage and artistic presentations that prefer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olitical leaders.  

2. Activism: Back and forth between “social movement” to “societal movement”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in Taiwan usually hesitate voice for themselv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bates on policies related to media and cultures, though some of them used to voice for 

unprivileged people and social reform through their news reports or artistic creations. Additionally,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s movement in Taiwan is relatively weak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 i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devoted in media or culture reform movement. 

For exampl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media reform movement consist of scholars and civic groups 

rather than journalists per se. 

Nevertheless, the initial actions of the two incidents were taken by a journalist and a group of 

artists who were not member of exist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even rarely participated 

in related media or culture reform movement. That is, these social actors are not familiar, as well as 

are not recognized, to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 advertorials on news media and the 

inadequately unfair reviewing proces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cultural productions have been 

significant issues that media and cultural reform groups have devoted and protested for years but are 

not able to framing the issue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yet. Based on the similar understandings 

and opinions to the existing social movement groups and activis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field, these 

new “social actors” brought new energy and successfully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s from media and 

ordinary people and thus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or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For theorist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new social actors in the two incidents reflect a “new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s. These individuals’ identity is not fixed to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movement activist (Carty, 2011: 12-15). While their identities are flexible, their actions are not either 

well-planned nor well-organized, although their demands to the policy reform are clear and 

well-represen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in actors in activism could signif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s”—defined by Touraine (1981: 77) is “the the organised 

collective behaviour of a class actor struggling against his class adversary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historicity in a concrete community’(cited from Diani, 1992: 5)—and the new “societal movements”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attached to organizational or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ly actions (Touraine, 

1984/2002).  

Paradoxically, the Anti buying-off-news movement and the Anti Dreamers movement also 

present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movement groups. The petition and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scholar—in fact was initiated by the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a social movement group 



consiste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professor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lly of Anti 

Buying-off-news” are seen as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for this movement. Similarly, the 

establishment of FIYC by several member artists who are experienced in social movements has 

successfully turned the artists’ complaints about the Dreamers into the actions demanding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 candidates to respond (interviewees). By the introductions of 

civic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s activists, these main themes of the two accidents are not only 

condemning the governmental “subordination” but also demanding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set of 

rules about public subsidies in news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fter th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societal movement and social movement,” the social actors of the two incidents actively 

require the government to reconsider the role of state in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3. Policy-making process: Calling for cultur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New societal movements in which various type of activists participate allow the media and 

culture activism to include more social actors. In these two recent incidents,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who used to be passively accept or obedient the political power, initiated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Furthermore, as the introduction of activists 

from media reform and civic groups has changed the agenda of two movements from 

“complaints/condemns” to “demands/policy-making,” Taiwanese cultural workers have staged on the 

process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y making. Therefore, the Anti Buying-off-news Movement and 

the Anti Dreamers Movements indicate the reviv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workers feature and involve 

in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which is a successful step for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to voice for 

themselves. The Taiwanese experience corresponds to the 1980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e Artist (Glinkowski, 2012).  

However, the two movements are only relatively successful during inception stage. Although 

the parliament amended related laws and rules, political advertorials still remain on news media by 

other types of presentation, that is, by “special pages” in newspapers and “special reports on political 

campaign” on televisions. Although the new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reconfiguring from 

the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claimed to invite artists and experts to joi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s on Cultural Affairs” held during this June and July, there are still gaps between the 

artists’ expect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visual artists in 

Engliand, various types of “self-organise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are necessary for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to influence the policy-making (Glinkowski, 2012). Besides, the goal of participating in 

policy-making is not only conduct media and cultural policies “by cultural workers,” but also “for 

cultural workers” (Murray & Gollmintzer, 2012). As the result, the two movements are only the first 

step for Taiwanese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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