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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一、 研究目的 

本案「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

旨於研析電視新聞頻道產業發展現況與監理政策，包括掌握世界主要

國家於數位匯流下的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思維、新興網路新聞產業監理

作法與對既有電視新聞頻道服務衝擊、產業自律、他律模式等，並比

較我國發展現況及監理機制，期能借鏡先進國家政策經驗，研提我國

政府可參考之監理模式。 

二、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個案分析、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及政策制度比較法，掌握各國在數位匯流下的電視新聞

產業發展與監理方式，並蒐集國內電視頻道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最

後綜整提出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之具體政策建議。 

三、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篇報告政策建議主要是為回應以下兩點研究問題： 

 對於我國電視新聞頻道之營運管理、內容監理、事實查證、

公平原則、視聽權利保護與政府各機關政策措施等，依據研

究分析成果提出整體監理政策及法制研修等可行性建議。 

 針對電視新聞頻道因應網路媒體之衝擊，電視新聞內容如何

突顯其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並就其營運發展、內容

製播及視聽權利之保護，提出可行性之建議。 

研究發現，隨著寬頻網路時代發展，我國除既有廣電媒體新聞服

務外，於網際網路上亦有多元新聞資訊內容。本研究經國內業者深度

訪談及相關資料研究分析發現，各家電視新聞臺因應網際網路衝擊，

均已開始擴展網路新聞服務，甚至因而對於內部新聞製播流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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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聞常規、甚至是組織人力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然而，傳統廣電媒體雖跨域經營網路新聞服務，同一家電視臺集

團下的網路新聞是否就能直接與電視新聞畫等號，研究團隊研析後認

為兩者並非單純且直接的對應關係，隨著數位科技及社群媒體平臺的

技術特性，電視新聞媒體勢必要隨著不同數位平臺的特性，調整網路

新聞內容。雖就實務而言，電視臺為了成本和營運綜效的考量下，同

一個新聞事件，於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呈現上可能會有共用新聞素材

的現象，然而經本研究調查分析和相關學者研究都可證明，網路衍生

的「小編新聞學」，與傳統廣電媒體製播流程已有明顯的不同。就傳

統電視新聞經營業者來說，其除了面對網路新聞競爭而造成的廣告營

收下滑之外，在匯流時代下跨業經營衍生網路服務，亦面臨更多的競

爭與挑戰，包括網路原生新聞媒體、OTT TV 網路平臺等多元服務，

使新聞服務的樣態變得更為多變且多樣。 

因此回歸電視新聞頻道監理層面，在數位匯流時代下對於電視新

聞頻道之監理政策，實需要有更深入的討論。本研究首先比較我國及

各國在電視新聞頻道上的發展及監理政策，發現以法律、他律及自律

層次來說，各國政策均可見類似監理措施。我國目前在內容監理上，

在法律、他律及自律層次架構上堪稱完善，值得肯定。惟對於細部行

政執行上的做法，根據相關產學界意見並參照各國經驗，或仍有細部

調整改善空間。 

各國依照當地國情與廣電市場發展情況的差異，對於廣電媒體有

不同的監理措施。原則上各國對於無線廣播電視均採較嚴格的監管標

準，以執照管制；而在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上，監管方式則有所落差，

如英、韓等國家均有設立付費電視頻道執照制度，然而不同國家的執

照制度與監管強度仍有層次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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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目前行政實務操作面而言，與我國現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申設、評鑑、換照等業務，均是由主管機關在審查之間召集諮詢會議，

組成委員 9 至 11 人，以進行審理。除此之外，在法律層面上，若業

者內容製播有涉及不法內容，主管機關亦會召集相關諮詢委員會以進

行行政程序，以取得自律、他律、法律管制手段之間的平衡，符合各

國目前共管機制作法。 

我國若欲參考各國經驗，除了現有三律共管制度，或可再考慮以

加深行政監理之透明性為目標。例如在實務操作上，或可將歷年來裁

處個案、執照換發、評鑑等項目做更細緻化的類型說明並對外發布，

並透過媒體素養相關教育訓練，加強與產業工會或相關公民團體等合

作，使業者與業者之間可以促進更良性的溝通與相互學習，使現有自

律及他律共管機制最大化，並同時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監管成本。 

另外在新聞頻道內容監理政策建議上，我國若欲參考各國經驗，

除了現有三律共管制度，或可再視監理的層次，強化公民團體或行業

公協會共管之力量，例如由公民團體或行業公協會等共同設立廣播電

視製播準則，並將部分內容監理與判定作業下放由公民團體或公協會

來執行，主管機關再據公民團體或公協會判定情形，作為往後執照換

發之審查依據，並可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成本。以電視分級制度為例，

美國、澳洲等國家分級制度都是由業者和政府共同發起，並交由業者

自律管理，彼此形成相互監督的力量。我國主管機關或可考慮從較不

涉及特定法意判定的新聞價值或新聞倫理出發，如電視分級制度，鼓

勵業者或行業公會間制定電視分級制度自律機制或特定類型之新聞

報導準則或原則，並由行業公會進行業者相互監督及自律，以作為現

有三律共管下的補充機制。 

另針對特定新聞報導類型，例如我國目前監理上較有爭議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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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違反兒少、事實查核、犯罪暴力、自殘、霸凌等社會案件，

則可考慮與產業公協會等共同針對特定類型之新聞題材提出製播準

則，以讓業者有所遵循，而不會因為不清楚製播原則及裁罰標準，而

誤觸法律規定。 

最後而在網路新聞監理上，考量網路新聞發展仍十分多樣且難以

定義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在列管網路媒體不應躁進，避免因行政

解釋而欲擴張既有廣電三法規管範圍，而是應循序漸進，配合相關修

法作業，並以自律、他律先行，法律應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以完善我

國整體匯流法治監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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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aim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of the TV news channel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Era, which including analysis the law and policy system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aiwa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sources and ways of receiving news by audience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traditional TV news media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ndustrial changes and related polici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olic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our government.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use five major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our goal is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conduct opinions of our country's 

TV news channel operators. Finally, comparis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systems puts forward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n the end, the study found tha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networks, various TV news stations have begun to expand their 

online news services, and this has caused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on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which include the news sources and news 

routines of reporter’s daily works. Although traditional TV media all 

operate online new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V news is not directly 

equivalent to online news. The news media industry will adjust the content 

of online news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raditional TV news operator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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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online news media, OTT 

TV and other diversified services, making news services more varied and 

diverse.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supervision policy of TV news channel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discussions on Internet news 

and TV new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of them.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supervision polic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on TV news channel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common 

points, such as the supervision of TV news through the law and TV licenses. 

In addition, the supervision of civic groups and the self-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aiwan currently regulates television news through TV licenses and 

re-new licenses process. In other hand, civic group supervision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also important to supervise the procedure of TV 

news. However, if we compare the experience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fer to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f we wa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xisting polic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al of deepening 

administrative transparency may be considered. 

For example, publicizing the cases of arbitration over the past years, 

strengthening media literacy rel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unions, etc., these methods may improve 

the existing supervision measures of TV news and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cos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erms of TV news content,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monitoring mechanism, citizen groups or industry associations 

may be fostered to work together, such as setting standards for the 

production of TV progra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V content. Taking 

the TV rating system as an example, Taiwan may also refer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and let the industry establis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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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rating system and supervise each oth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V 

content. 

Finally, in the supervision of online news, consider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news is still very diverse and difficult to define,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online media should not be 

rushed, but should be gradual and coordinated with related amendments.  

Self-discipline and civic group supervision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and 

the law should be the last measure for news content supervis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abo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oping to help Taiwa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improve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TV news 

under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Keywords：TV News Channel, Online Journalism, Self-Regulation, Medi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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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通訊產業匯流發展，使得媒體產業界

線日益模糊。民眾接受新聞的來源變得更為多元，可透過多樣化終端

設備和多元新聞媒體服務等，跨平臺接收大量資訊內容與服務。對既

有廣播電視新聞頻道而言，匯流趨勢不僅對產業造成影響，對於新聞

製播流程及內容更形成重大衝擊。廣電媒體產製新聞的方式已經出現

轉變，許多網路訊息和社群媒體即時傳播的特性，而導致假訊息

（Disinformation）問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下，新聞搶快的商業經營

模式如何妥善落實事實查證、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

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此外，網際網路視聽服務（OTT TV）與社群媒體等新興數位平

臺爭逐觀眾目光，導致傳統電視收視觀眾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

廣告營收亦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對電視新聞頻道之經營管理

造成影響；電視新聞頻道在面對假訊息等問題下，如何落實並強化自

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質並保護視聽權利等，對電視新聞頻道經營

者及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之監理均帶來

新的挑戰。 

新聞媒體之言論自由被民主國家視為第四權，但言論自由亦非無

限上綱。現有《衛星廣播電視法》（簡稱《衛廣法》）自 2016 年 1 月

6 日修正公布後，於第 27 條第 2 項增訂「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

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並於同條第 4 項、同法第 53 條增訂違反事實

查證原則之審議機制及相關罰則。然而，在網路新聞蓬勃發展及媒介

匯流的趨勢下，現有監理作法是否有應革新之作法，為本研究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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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現今網路新聞媒體大體可劃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傳統媒體衍生之

網路服務（如既有廣播電視臺或報紙於網路上經營的新聞網站或數位

服務）、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如端傳媒、風傳媒等）、彙整使用者原創

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OTT網路平臺等（如Facebook、

YouTube、Instagram 等），此類新興新聞媒體服務不僅涵括新舊媒體

業者，更對於產業與閱聽大眾帶來新的影響，如何透過妥善的監理與

治理政策來因應數位匯流時代下的新聞頻道發展需求，實有必要深入

了解之。 

尤其是對於電視新聞頻道之營運管理、內容監理等面向，本研究

將重點研析電視新聞頻道，包含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衛星廣播

電視與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MOD）上架之電視新聞頻道為主，並研

討既有傳統電視媒體與網路新聞平臺之競合關係，以了解傳統媒體跨

足網路服務後與其他網路媒體之營運發展策略。 

本研究透過系統性的文獻資料蒐集、分析、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

座談會議辦理等方式，了解國內電視新聞頻道業者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意見，剖析電視新聞頻道於數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問題與

衝擊，並透過政策比較法參考各國新聞頻道監理政策，讓我國電視新

聞頻道產業經營者及主管機關瞭解各國發展趨勢，並進而提出我國監

理政策建議。研究成果期可作為我國主管機關研擬後續監理政策或法

規之參考，促使施政與時俱進，以充分回應現今社會期待及業界需求，

健全我國廣電傳播產業環境，共創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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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的 

綜上所述，本案「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

委託研究」，旨於研析電視新聞頻道產業發展現況與監理政策，包括

掌握世界主要國家於數位匯流下的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思維、新興網路

新聞產業監理作法與對既有電視新聞頻道服務衝擊、產業自律、他律

模式等，並比較我國發展現況及監理機制，期能借鏡先進國家政策經

驗，研提我國政府可參考之監理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個案分析、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及政策制度比較法，掌握各國在數位匯流下的電視新聞

產業發展與監理方式，並蒐集國內電視頻道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最

後綜整提出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之具體政策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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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工作項目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擬透過完善的專案管理制度與研究分

析架構，來達成委託研究案之工作項目。具體而言，本案研究範圍與

工作項目包含以下三大項目，分述如下： 

一、 蒐集國外文獻 

（一） 蒐集整理國外研究對象資料，本案以美國、英國、德國、日本、

韓國和澳洲等 6 大研究目標國家為優先研究對象。 

（二） 蒐集資料內容：了解 6 大研究目標國家為因應數位匯流發展

之現行作法及相關措施，涵蓋以下面向： 

1. 各國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總體之規制理念為何？ 

2. 各國對電視新聞頻道之具體監理作法、法令規定、政策措

施為何？分別就監理機關屬性、營運管理作法（含執照制

度、申設、評鑑及換照之作法，有無申設之總量管制等議

題）；內容監理作法（含是否具法律明定之強制性自律規範，

如強制要成立倫理委員會、資訊公開規定，內容禁止法律

紅線及是否有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等相關規定等議題）；及

其他維護大眾視聽權益相關作法，予以蒐集分析。 

3. 各國面對數位匯流趨勢，對於傳統電視新聞頻道與網路媒

體之管理模式與標準是否存在差異性？了解各國對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含標的定義、納管之種類、規管之作法為

何、哪些是原有電視新聞頻道規管機制、哪些為新增部分、

原有電視新聞頻道規管是否鬆綁、鬆綁範圍為何、鬆綁原

因等予以分析）。 

4. 各國監理機關或民間透過何種方式要求電視新聞頻道及網

路媒體建立公信力、如何篩選及鼓勵具公信力新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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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集體自律機制之要求、對於篩選及鼓勵具公信力新

聞之具體評估指標為何、是否同時及於傳統電視新聞頻道

及網路媒體等。 

5. 國外案例分析：從 6 個研究目標國家中，各選取 2~3 個具

代表性之案例，提供政府監理機關及電視新聞頻道業者分

別在監理法規政策、營運管理、內容監理、提升新聞品質

及視聽權利保護等面向，有值得參考之具體論述。 

二、 蒐集彙整國內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意見 

（一） 電視新聞頻道業者意見之蒐集與彙整：邀請電視新聞頻道及

其網路媒體代表 2 人，就以下項目（包含但不侷限）至少進行 6

家電視新聞頻道及網路媒體深度訪談並研析。 

1. 電視新聞頻道在維護言論自由、落實事實查證、秉持公正

客觀報導、維護視聽權益（包含回應民眾申訴）、遵守相關

法律規範（包含違規受罰後續內部處置）與社會各界期待

等前提下，所採行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實際

作為。 

2. 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

何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

手法、引用方式及視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並就如

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

提出具體執行情形。 

3.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

聞頻道之陳情資料可知，「不公不實」向為申訴最多之類別，

爰此，民國 105 年修法通過增訂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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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

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

具體影響為何？頻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

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何？面對上揭衝擊，

政府對於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

納管範圍請試以界定？或是否以接近 TV Like 為概念，優

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先予納管？  

5.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

理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包含但不侷限）。 

（二） 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意見蒐集與彙整：邀請學者專家、

衛星公會、電視學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記者協會、公民

團體及網路媒體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群體，召開 4 場座談會，每場

座談 5~6 人參與，就以下項目（包含但不侷限）進行座談並研析： 

1.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2.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

善，提出具體建議。 

3. 民國 105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

規範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

具體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

政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

否需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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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媒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5.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

理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

聽權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

有助於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

對於傳統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相對應改革建議，

俾利主管機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

位。 

三、 具體建議 

依據前述蒐集之國內外文獻資料及彙整國內電視新聞頻道之現

況與意見，針對以下內容，提出立即可行之中、長期政策建議： 

（一） 針對目前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體之管制差異，主管機關現

行監管政策如何進行調整（包括：如何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

制密度？及是否或如何納管網路媒體等），以及對於我國電視新

聞頻道之營運管理、內容監理、事實查證、公平原則、視聽權利

保護與政府各機關政策措施等，提出整體監理政策及法制研修等

可行性之建議。 

（二） 針對電視新聞頻道因應網路媒體之衝擊，如何凸顯其新聞信

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並就其營運發展、內容製播及視聽權利之

保護，提出可行性之建議。 

本研究由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主持人與研究顧問群共同統領指

揮，帶領所有研究團隊成員依照計畫工作進度時程表，定期確認計畫

完成情形，並討論各細項工作項目以給予適當之協助與指導。而本案

亦指定一名連絡窗口，在履約期間向委辦機關連繫、確認所有有關事

宜，並依照委託研究採購案契約進行期中及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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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執行期間，研究團隊依照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規劃全案研究

架構如下圖 1-1，詳細研究方法執行細節說明如下一小節。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1 研究架構圖 

研究主題 

預期成果與效益 

借鏡世界主要國家政策經驗，以提出我國法制革新及政策具體建議 

研究方法 

文獻 
分析法 

個案 
分析法 

深度 
訪談法 

焦點團體
訪談法 

 

政策制度
比較法 

研究範圍與工作項目 

蒐集 

國外文獻 

彙整電視
新聞頻道
經營者之
意見 

蒐集電視
新聞頻道
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 

研提我國
電視新聞
頻道之監
理建議 

依契約提
出期中、
期末報告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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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完成本案之研究工作，研究團隊根據研究範圍與工作項目提出

本案執行研究方法，包含文獻分析法、個案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焦

點團體訪談法與政策制度比較法等，各研究方法執行詳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掌握研究範圍相關資料。根據文獻

分析法之精神，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

資料，從而了解並掌握研究議題的一種方法。文獻分析法被廣泛用於

各種學科研究中。其作用包含： 

（一） 了解有關問題的歷史和現狀，幫助確定研究課題。 

（二） 形成關於研究對象的一般印象，有助於觀察和訪問。 

（三） 得到現實資料的比較資料。 

（四） 有助於了解事物的全貌。 

根據文獻分析法之精神，研究需依一定的研究目的與課題，蒐集

相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經過分析、歸納與

統整後，找出分析事件的原因、背景、意義與影響，以回答研究問題。

文獻資料分析法所分析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研究、

文件資料、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書籍、論文、期刊、報章新聞等

等。無論資料來源為何，都必須要確定文獻的可靠度與可信度，並在

檢視文獻時，注意該文獻的遺漏之處與撰寫角度，以交叉檢視並詮釋

文獻資料。 

本研究將根據文獻分析法之研究精神，蒐集與研究範疇相關之資

料，以作為後續進一步調查分析之依據。以下列舉本研究將使用的文

獻資料類型與來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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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部門報告 

由各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定期釋出的國家產業發展報告、政策宣

導、法律條文等。各國主管機關參考如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日本總務省、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等。 

（二） 工商業界或國際組織所撰寫的研究報告資料庫 

世界各大研究調查機構與國際組織針對通訊傳播產業發展所出

版的專題報告、簡報、產業資料庫或工商業界研究報告等。 

（三） 企業組織資料 

各國通訊與廣電媒體相關業者、產業公協會或聯盟等所釋出的公

開資料，包括財務資訊、服務經營概況等。 

（四） 書籍、論文、期刊與報章雜誌 

參閱各國相關學術性論文、期刊、書籍，並輔以報章雜誌新聞等

作為參考資料來源。 

二、個案分析法 

本研究為了解數位時代下的各國治理模式，將透過個案分析法，

搜尋各國之發展經驗與做法，從中進行個案比較分析，以作為我國政

策研擬之參考對象。 

首先在研析國家之個案選擇上，本研究規劃以美國、英國、德國、

日本、南韓、澳洲等 6 大研究目標國家為優先研究對象，範圍涵蓋歐、

美、亞等三大洲國家（如下圖 1-2），從中了解並比較不同國家在視聽

服務下的監理思維與相關措施。 

研究團隊會再從上述 6 個研究國家中選取 2~3 個具代表性之電

視新聞頻道監理案例，就監理法規政策、營運管理、內容監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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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品質及視聽權利保護等面向，提出值得參考之具體論述。 

本案期能透過標竿個案分析，蒐集國外監理與產業市場最新發展

動態，以作為我國監理政策具體建議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2 本案優先研究之目標國家 

三、深度訪談法 

為掌握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動態，研究團隊規劃於研究期程中，

適時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我國電視新聞頻道業者及其網路媒體經營代

表等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產業界於新聞產業發展現況。 

根據深度訪談法之研究精神，此研究方法是根基於訪問者與受訪

者之間對於研究計畫的互動，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

針對受訪者所回答的內容與特殊主題加以追問。訪談方式主要可分為

「非結構式」、「半結構式」及「結構式」等三種形式。本研究規劃透

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以事先擬定的訪問大綱及訪談問題為基礎，

向受訪者針對預擬之議題進行發問，並採開放式問答方式，以不跳脫

研究主題為宗旨，開放受訪者自由回答與表述，並視受訪者之回答狀

況決定問題的先後次序與用字遣詞，進而適度的補充及調整訪問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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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更完整的訪問資料。 

本研究執行期間總計進行 7 家電視新聞頻道業者深度訪談，以下

就本研究之訪問對象與訪問題綱等內容進行說明。 

（一） 深度訪談對象 

在訪談對象上，本研究深度訪談名單包含無線廣播電視與衛星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等兩大類別。而又為了進一步研析傳統新聞和網路新

聞製作差異，本研究訪談各家無線廣播電視與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時，均包含各電視臺之電視新聞部和網路新聞部主管。 

最終，本研究共訪問 7 家電視臺業者，總計訪問 15 人，包括無

線電視臺公視、民視、台視等電視新聞部主管與網路新聞部負責人；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則以有經營新聞臺之業者為準，包括三立、

TVBS、壹電視等電視臺新聞部與網路新聞部主管（如下表 1-1）。



13 

表 1-1 深度訪談對象與訪談時間 

類別 訪問業者 訪談時間 訪問對象 

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者 

民視 
2020/9/2（三）上午 10:00  民視新聞傳播群製播部製作中心副理 陳國雄 

2020/8/27（四）上午 11:00 民視新聞傳播群採編部快新聞中心副理 李靜婷 

華視 

2020/9/7（一）下午 5:00 華視新聞部經理 黃兆徽 

2020/9/7（一）下午 5:00 華視總經理特助兼媒體部經理 劉桂蘭 

2020/9/7（一）下午 5:00 華視新媒體策略行銷中心 張娜娟 

台視 
2020/9/8（二）下午 3：30 台視新聞部經理 左燕妮 

2020/9/8（二）下午 3：30 台視新聞部網路組副主任 賴玉萍 

公共電視 
2020/9/2（三）下午 5:00 公共電視臺語新聞製作人 許雅文 

2020/9/2（三）下午 5:00 公共電視網路新聞組製作人 卓冠齊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經營者 

三立 
2020/9/2（三）下午 2:30 三立新聞部總監 蔡莞瑩 

2020/9/2（三）下午 2:30 三立新聞網總編 劉世澤 

壹電視 
2020/9/1（二）上午 10:00 壹電視新聞部總監 余朝為 

2020/9/1（二）上午 10:00 壹電視資訊部/新媒體部經理 溫學民  

TVBS 
2020/9/10（四） 下午 4:00  TVBS 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2020/9/10（四） 下午 4:00 TVBS 網路新聞中心總編輯 窯南宏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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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度訪談題綱 

深度訪談題綱原則上涵蓋新聞頻道經營、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等三大構面（如下圖 1-2），包含以下內容： 

1. 電視新聞頻道在維護言論自由、落實事實查證、秉持公正客

觀報導、維護視聽權益（包含回應民眾申訴）、遵守相關法律

規範（包含違規受罰後續內部處置）與社會各界期待等前提

下，所採行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2. 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

引用方式及視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並就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解決方式，

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提出具體執行

情形。 

3. 通傳會在民國 105 年修法通過增訂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之規

定，而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

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

體影響為何？頻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

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何？面對上揭衝擊，政府對

於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

圍請試以界定？或是否以接近 TV Like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

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先予納管？  

5.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

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包含但不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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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3 深度訪談議題構面 

詳細訪綱與各家業者訪談紀錄請參見附件一、附件二。 

四、焦點團體訪談法  

本研究經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等研究工作後，綜合歸納相關議題，

並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Interview, FGI），邀請國內電視

新聞頻道及相關利害關係人辦理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就計畫階段性研

究成果進行討論。 

根據焦點團體訪談法之執行精神，出席焦點團體訪談會議之人員、

參與者特質、議題討論等均是焦點團體訪談的核心。訪談資料由研究

者再進一步歸納整理後，以會議記錄與逐字稿等方式呈現，以加深本

研究內容之深度。  

深度訪談構面

新聞頻道經營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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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達成此案之工作目的，依照研究時程及工作規劃擬定執

行步驟如下圖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4 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執行步驟 

以下為本案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詳細辦理情形與說明： 

（一） 會議辦理場次：本研究於研究期程中共辦理 4 場次焦點團體

訪問會議，每場座談 5-6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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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內容及辦理方式： 

各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將依照本研究文獻與個案研析成果進

行研討，並就本案階段性研究成果進行諮詢，以蒐集產官學界之意見。

各場次訪談內容與大綱會再依照不同場次分別設計，原則上涵蓋以下

內容與面向： 

1.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2.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善，

提出具體建議。 

3. 2016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規範

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具體

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政

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否需

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5.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

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聽權

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有助於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對於傳統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利主管機

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位。 

（三） 會議出席對象：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會議會由本案共同計畫

主持人擔任會議主持，並邀請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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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邀請學者專家、衛星公會、電視學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

會、記者協會、公民團體及網路媒體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群體，並

依照邀請出席對象之類型區分為同質及異質場次，藉由會議掌握

產官學界對此議題之看法與建議，以凝聚各方意見，作為後續結

論政策建議與擘劃之參考。四場次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出席名單如

下表 1-2，詳細會議紀錄如附件三。



19 

表 1-2 焦點團體會議辦理時間與出席名單 

場次 會議時間與地點 出席名單 

第一場次（同質）：電視新聞頻

道經營業者 

時間：2020/11/13(五)下午 1:30-3:00 

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秀姑巒山）

會議室 

⚫ 華視新聞部經理 黃兆徽   

⚫ TVBS 新聞部總編審 沈文慈 

⚫ 東森電視臺新聞部編審 吳如萍  

⚫ 三立新聞部總監 朱緻恩 

⚫ 年代新聞部經理 簡振芳 

第二場次（同質）：公民團體 

時間：2020/11/13(五)下午 3:30-5:00 

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秀姑巒山）

會議室 

⚫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代表：公共電視新聞部副理 沈元斌 

⚫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代表：壹電視工會副理事長 鄭一平 

⚫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滕西華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邱家宜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法務長 黃益豐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產業政策暨法治推動中心專案經

理 劉昱均 

第三場次（同質）：學者專家 

時間：2020/11/19(四)下午 1:30-3:00 

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秀姑巒山）

會議室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何吉森 

⚫ 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程法彰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蔡念中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許傳陽 

⚫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單文婷 

第四場次（異質）：業者、公民

團體及學者等 

時間：2020/11/19(四)下午 3:30-5:00 

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秀姑巒山）

會議室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陳依玫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委  林注強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黃葳威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兼任副教授 張崇仁 

⚫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黃靜蓉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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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制度比較法 

研究團隊於資料蒐集分析後，就所研析之各國相關政策資料進行

綜合比較，釐清各國在不同國情、不同制度下所採行的政策及施政措

施，並依據制度比較分析法之研究精神，充分掌握相關政策的利弊得

失，再結合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與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所蒐集之資料，

綜整國內產學界專家意見，並就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產業發展與監理政

策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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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及流程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研究團隊規劃研究步驟及執行方法流程，參

見下圖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5 本案研究步驟流程 

研究團隊針對本案研究議題與範圍進行資料蒐集，掌握我國及各

國發展現況，從中彙整出問題意識與研究分析框架，再參考各國發展

經驗，以找出我國可借鏡之處。於期中報告後，再藉由焦點團體訪談

會議來了解產官學界想法，聆聽利害關係人與專家學者意見，以綜整

提出本研究具體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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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作時程與進度 

為達成本研究之作任務，並如期完成所有工作項目，本研究於研

究期程中主要規劃四階段工作任務，並以甘特圖詳列各階段查核點如

下表 1-3。研究團隊依照各階段預計完成之工作任務進行進度控管，

於契約規定期限內繳交期中及期末報告初稿，並配合機關之業務需求

進行報告修正與結案作業。 

表 1-3 進度甘特圖與各階段工作查核點 

  工作項目 

第

一

個

月 

第

二

個

月 

第

三

個

月 

第

四

個

月 

第

五

個

月 

第

六

個

月 

第

七

個

月 

第

八

個

月 

第

九

個

月 

各階段查核點 

第一

階段 

上網登錄

基本資料

（ GRB

表） 

         

於契約生效次工作

日起 7 工作日內上

網 登 錄基 本資 料

（GRB 表） 

第二

階段 

蒐集並分

析各國新

聞頻道相

關文獻資

料 

         
於契約生效次工作

日 150 日內提出期

中報告初稿中文版

本 15 份及電子檔案

光碟 2 份。 

與我國業

者進行深

度訪談 

         

繳交期中

報告 
         

第三

階段 

辦理四場

次焦點團

體訪談會

議 

         

於契約生效次工作

日起 240 日內提出

期末報告初稿中文

版本 15 份及電子檔

案光碟 2 份 
繳交期末

報告 
         

第四

階段 

期末報告

修正與結

案 

         
依委辦單位與審查

意見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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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預期成果 

本研究目的係希望在網際網路環境下，檢視電視新聞頻道及網路

新聞經營模式所衍生的相關監理議題，並借鏡世界各國監理模式、治

理趨勢等，透過資料搜集與比較分析，從而研擬我國通傳產業發展及

監理架構，以提出我國法制革新及政策具體建議方案。 

現今在寬頻網路創新應用服務的加速發展下，網際網路新興新聞

媒體創造新的營運商機，亦促使既有廣播電視新聞頻道出現變革，在

數位化趨勢下，為媒體帶來匯流發展的機會，導致通傳市場出現變革。

為使了解匯流法治及產業發展現況，實需要就此相關議題進行研析與

討論，並就我國既有法規政策提出未來修正之建議，以讓我國產業治

理與發展環境能跟上數位匯流的腳步。而合適的產業監理政策，有助

於促進國內電視新聞產業發展，因此，本研究具體欲達成的具體研究

成果包括： 

一、 了解數位發展下的電視新聞頻道市場變化，掌握國內外發展現

況與動態資訊。 

二、 了解國際上主要國家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監理趨勢，並提出我

國電視新聞頻道規管建議，以使我國監管架構能因應產業發展

需要與趨勢。 

三、 參考國際主要國家因應網際網路新聞媒體發展所提出之自律或

他律相關政策，以就我國電視新聞媒體業者之三律共管方式提

出具體建議。 

四、 辦理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與深度訪談，匯集產學界專家意見，並

配合計畫委託機關之業務需求提供業務諮詢、資料研析等加值

服務。 

五、 綜整研究發現，提出我國可行之短中長程具體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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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為進一步了解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本研究初

步透過文獻資料分析與業者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掌握我國於數位匯

流下的電視新聞頻道發展現況及相關法規。 

以下分別從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網路新聞發展概

況及監理政策等方向來說明。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我國廣電媒體依照傳輸技術的差別，粗略可劃分為無線電視、有

線電視系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網路協定電視（IPTV）、網際網路

視聽服務（OTT TV）等五大類。而若又依照視聽服務的服務市場供

應鏈來看，則又可分為上游內容提供者和下游的傳輸平臺服務（如下

圖 2-1），部分業者跨業經營，既是上游的內容提供者，同時也兼營下

游的傳輸平臺服務，在產業鏈身兼多重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改繪自莊春發等人，2016。數位匯流下我國視訊市場之競爭監理政策。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 104 年委託研究計畫。 

圖 2-1 我國視聽服務產業市場供應鏈 

一、 視聽服務市場上游業者 

目前我國視聽服務市場的上游業者，主要可分為無線電視、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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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網路內容供應者等三大類，說明如下。 

（一） 經營業者 

依據我國通傳會官方網站所釋出的統計資料（統計自 2021 年 2

月止），目前我國廣播電視事業概況中，我國無線電視電臺共有 5 家

（臺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等），共經營 22 個頻道；境內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75 家（共 148 個頻道）、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共 27 家（107 個頻道）1。其中，不管是境內或境外的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在商業經營策略下，已出現同一企業經營多頻道現象。 

以國內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者來說，八大、三立、東森、緯來

與龍華等業者旗下均經營多個頻道，電視公司為了經營不同的目標客

群，發展出不一樣頻道特性與經營內容，如綜藝、新聞、戲劇、體育

等。 

其中，無線電視臺包括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等在主要

頻道黃金時段製播新聞節目（如晨間新聞、午間新聞、晚間新聞等）。

除此之外，亦有部分無線電視臺有經營 24 小時播映新聞的新聞臺（如

下表 2-1）。 

表 2-1 我國無線廣播電視臺頻道經營現況 

類別 業者 經營頻道 

無線電視臺 

台視 

 台灣電視臺 

 台視新聞臺 

 台視財經臺 

 台視綜合臺 

中視 

 中視綜合臺 

 中視新聞臺 

 中視經典臺 

 中視菁采臺 

華視 
 華視主頻道 

 教育體育文化臺 

 
1 參考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廣播電視事業許可家數統計資料（2021 年 2 月），檢索網址：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28&cate=0&keyword=&is_histo

ry=0&pages=0&sn_f=4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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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業者 經營頻道 

 新聞資訊臺 

 國會頻道 1 臺 

 國會頻道 2 臺 

民視 

 民視無線臺 

 民視第一臺 

 民視台灣臺 

 民視新聞臺 

公視 

 公共電視臺 

 公視 2 臺 

 公視 3 臺（高畫質頻道） 

 公視台語臺 

 客家電視臺 

 原住民族電視臺2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在國內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方面，同樣有部分業者經營電視新

聞頻道，以製播 24 小時的新聞性節目為主，包括即時新聞、新聞專

題及新聞評論性節目等（如下表 2-2）。 

表 2-2 經營電視新聞頻道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類別 業者 經營頻道 

境內衛星

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民視新聞臺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新聞臺 

 三立財經新聞臺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新聞臺3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ra news 年代新聞臺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寰宇新聞二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財經新聞臺 

 東森新聞臺 

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新聞臺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壹電視新聞臺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TVBS 新聞臺 

境外衛星

頻道節目

三商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NHK WORLD PREMIUM 

 NHK 新聞資訊臺 

台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Arirang TV 

 
2 客家電視臺和原住民族電視臺均屬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目前併入公共電視所屬的公廣集

團。 
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第 938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中天新聞臺」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換發，既有執照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屆期。該

臺在舊有執照到期且未取得主管機關執照換發許可下，2020 年 12 月 12 日凌晨 0 時正式停播，

並於我國有線電視系統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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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業者 經營頻道 

供應事業  FRANCE 24（English） 

 FRANCE 24（French） 

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uronews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Al Jazeera English 

 ABC Australia 

 德國之聲電視臺 

 DW（Deutsch） 

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CNN International 

英商英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BBC World News 

英屬蓋曼群島商艾比斯傳播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The Filipino Channel 

香港商福斯傳媒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FOX NEWS CHANNEL 

普拉斯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CNA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基本資料（境內）、衛星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基本資料（境外）（更新日期 110 年 2 月）。 

 

（二） 市場經營現況 

在電視頻道市場經營現況上，依照尼爾森（Nielsen）電視收視率

調查4，在無線電視臺方面以民視收視率最高，市占達 6%，其次為台

視（2.6%）、中視（2.36%）、華視（1.54%）、中視新聞臺（1.08%）和

公視（1.06%）等（如下表 2-3）。 

 
4 本研究轉引自 MAA，2020。2020 媒體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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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無線電視臺收視與市占率  

 

資料來源：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本研究轉引自 MAA，2019。2019 媒體白皮書。 

 

在有經營新聞頻道之境內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上，本研究參考

收視率調查公司尼爾森（Nielsen）於有線電視系統上的調查數據5，各

新聞臺收視率與市占情形如下表 2-4。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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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載送之境內新聞頻道收視率 

頻道 
2019 平均

收視率% 
佔有率% 

每人每年平均收看時數

（Viewer） 

中天新聞臺6 0.58 5.07 65.14 

壹新聞 0.15 1.36 19.47 

東森新聞 0.36 3.13 40.89 

東森財經新聞臺  0.12 1.04 15.07 

三立新聞 0.40 3.55 46.52 

三立財經新聞臺 0.06 0.54 11.88 

TVBS 新聞臺 0.38 3.32 42.25 

民視新聞  0.36 3.12 32.46 

非凡新聞 0.20 1.75 25.96 

資料來源：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本研究轉引自 MAA，2020。2020 媒體白皮書。 

 

從收視數據可見7，2019 年於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載送的電視

新聞頻道中，市占最高的電視新聞頻道為中天新聞臺（市占達 5.07%），

其次為三立新聞臺、TVBS 新聞臺、東森新聞臺、民視新聞臺等，上

述 4 家新聞臺收視市占亦達 3%以上。其中，中天新聞臺在 2020 年因

舊有執照到期且未取得主管機關執照換發許可下，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凌晨 0 時正式停播。 

二、 視聽服務市場下游業者 

我國視聽服務市場的下游業者，主要可區分為無線電視、有線電

視系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網路協定電視（IPTV）與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OTT TV）等五大類。歷年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一直為我

國付費電視服務主導者，根據通傳會歷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8調查

顯示，我國 16 歲以上民眾家中電視機所收看電視節目之平臺或系統，

超過 6 成皆以有線電視為主，且比例自 108 年的 64.6%上升至 109 年

 
6 中天新聞臺在 2020 年 12 月 12 日凌晨 0 時因舊有執照到期且未取得主管機關執照換發許可下 

正式停播。詳見前註腳 3。 
7 本研究收視數據主要參考自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AA）於 2020 年釋出的《2020 媒

體白皮書》。因研究資料取得限制，目前未能更新提供 2020 年最新調查數據。 
8 檢索自通傳會官方網站《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專區，檢索網址：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5023&is_histo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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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其次為無線電視和中華電信 MOD，但兩者 109 年占比皆較

108 年下降；而線上串流影音（OTT TV）占比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自 106 年的 3.4%明顯提升至 109 年的 15.3%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中，已形成資本集中之特

徵，業者之間出現水平整合之趨勢，部分業者跨區擁有 2 家以上的有

線電視系統，形成所謂的「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至今已逐漸形成國內五大著名 MSO 經營集團，如下表 2-5。 

表 2-5 我國五大有線電視系統集團與市占 

集團別 系統經營者名稱 市占率 

凱擘 

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北、全聯、新唐

城、北桃園、新竹振道、豐盟、新頻道、南天、觀

昇 

20.32% 

中嘉 

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家和、北健、

三冠王、雙子星慶聯、港都、數位天空服務（板橋、

土城） 

22.53% 

台灣寬頻 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 13.58% 

台固 永佳樂、紅樹林、觀天下、鳳信、聯禾 10.91% 

台灣數位光訊 台灣佳光電訊、大屯、中投、佳聯、新永安、大揚 9.29% 
資料來源：通傳會，2020。各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表（2019 年 12 月）。 

 

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上，我國經營直播衛星電視的業者與經營規

模歷年來始終較少，市占比例相較低。而網路協定電視（IPTV）服務

業者目前主要為中華電信 MOD 服務 1 家。 

（一） 產業營收 

整體而言，我國傳播產業總營收自 2018 年新臺幣 1,182 億元減

少至 2019 年新臺幣 1,142 億元，減少約 40 億元。其中，有線電視營

收自 2017 年至 2019 年有逐年減少的趨勢，由 2017 年的新臺幣 382

億元減少至 2019 年的新臺幣 358 億元；無線電視營收與無線廣播營

收於近三年維持相當之水準，2019 年分別為新臺幣 84 億元與新臺幣

44 億元（如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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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通傳會，2020 年。109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圖 2-2 我國 2018 年傳播市場營收統計 

（二） 訂戶數 

近年我國民眾付費電視仍以收看有線電視為主，訂戶數於 2011

年至 2019 年間介於 500 萬用戶上下，於 2017 年達新高為 522.5 萬

戶，並於 2019 年下降至 497.5 萬戶新低；IPTV 訂戶數於近年呈現穩

定成長趨勢，且於 2016 年的 133.2 萬戶大幅度成長至 2019 年的 208.7

萬戶；直播衛星廣播電視訂戶數則自 2012 年達到近年高峰的 6 萬戶

後，逐年下滑至 2018 年的 0.7 萬戶（如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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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我國衛星電視訂戶數資料僅至 2018 年。 

資料來源：通傳會，2020 年。109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圖 2-3 我國傳播市場業者訂戶數 

從上述市場調查數據可以發現，有線電視為民眾收視電視頻道的

主要管道，且依照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4 條規範，系統經營

者不得播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或廣告。目

前我國視聽服務市場上游業者（包括無線廣播電視製播之電視頻道、

境內、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和他類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等）

均是以有線電視系統為主要播出的管道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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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與監理法規 

我國廣電媒體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

對於電視及廣播事業之監理，主要係依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

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以網路視聽服務（OTT 

TV）為規管對象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9目前則僅於立法草

案階段，尚未正式施行。 

以下分別針對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營運監管及內容監理等兩

大面向進行說明。 

二、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我國針對電視頻道經營監管主要著重所有權限制與經營許可規

範兩大方向。 

（一） 所有權限制 

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 條對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訂有身

分限制，欲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以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為限，

且其最低實收資本額及捐助財產總額有一定比例限制（詳如下表 2-

6），此外針對外資比例亦有所限制，原則上外國人不得直接持有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 50%以上之股票。 

 
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20 年公告《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並相繼在同年 9 月、

11 月分別舉行 2 場次公聽會，以蒐集外界意見。至本報告撰寫截止期間，該草案仍未通過立法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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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身分與財務限制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境外直播衛星

廣播電視服務

事業 

境外節目供

應事業 

申請資格 

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股份有限

公司，且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

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

數 50%。 

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財團法人。 

以依法設立之

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分公

司為限。 

以依法設立

之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

業分公司或

代理商為限。 

財務限制 

（最低實收資

本額、營業資

金或捐助財產

總額） 

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

事業 

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 

最低營業資金或最低實收資本

額應達新臺幣 2 千萬元。 

2 億元 5 千萬元 

兼營兩者 

2 億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此外，為導正我國過去黨政不分家的積弊，2003 年起為防止政

黨、軍隊、政府透過其雄厚資本，過度干預、介入媒體，於廣電三法

（《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中增修

「黨政軍條款」，限制「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

託人」、「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投資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前述該等人其親屬亦有一定限制）」。 

惟黨政軍條款施行後，在執行上卻引發諸多爭議，例如倘有政務

官購入媒體股票，形成間接持股，造成該媒體換照困難，諸如此類問

題層出不窮，有鑑於此，國內也開始出現檢討聲浪。 

（二） 經營許可規範 

依據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 條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

經營，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

後，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皆應由其在中華民國之分公司或代理商填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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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執照後，始得播送節目或廣告。 

而進一步包括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則由《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6 條第 4 項授權由主管機關通傳會另以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規範。 

依《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規範，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檢具

申請書與營運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執照，倘其資料不全，限期補正

而未補正者，則駁回其申請，此外倘申請人違反黨政軍條款、管理階

層（董事、監察人或發起人）違法不適任、曾違法遭撤照或廢照未逾

2 年或其他申請資格不符者，主管機關得駁回申請，其他具體規範整

理如下表 2-7。 

應特別注意，依照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規定，製播

新聞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除應依自律規

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亦須

將其列為公開資訊，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 

另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8 條規定，原則上執照有效期間

為 6 年，而業者在於執照期間屆滿前 6 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

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主管機關受理換照申請，除審查其申

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外，並應審酌以下事項： 

1. 營運執行報告、評鑑結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2. 違反本法之紀錄。 

3. 播送之節目及廣告侵害他人權利之紀錄。 

4. 對於訂戶紛爭之處理。 

5. 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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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足以影響營運之事項。 

另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7 條規範，主管機關應就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取得執照屆滿 3 年時，辦理評鑑，

對評鑑結果不合格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無法改正者則得廢

止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上述所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評鑑、換照業務，主管機關審

議皆應召開諮詢會議，組成委員 9 至 11 人，並應包括主管機關代表

2 人、依頻道節目屬性分別遴聘公民團體代表 3 人至 4 人、專家學者

3 人至 4 人、全國性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1 人，上述組成

人員其中任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 3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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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申請與審查規範 

 直播衛星事業者 節目供應事業者 

境內 境外 境內 境外 

申請文件 

1. 申請書。 

2.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1）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

籍、頻率、轉頻器、頻

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2） 開播時程。 

（3） 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 

（4） 頻道或節目規畫。 

（5） 內部控管機制。 

（6） 經營方式及技術發展

計畫。 

（7）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8）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1. 申請書。 

2.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1）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

頻率、轉頻器、頻道數目

及其信號涵蓋範圍。 

（2） 開播時程。 

（3） 頻道或節目規畫。 

（4）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1. 申請書。 

2.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1） 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

名稱及信號傳輸方式。 

（2） 開播時程。 

（3） 節目規畫。 

（4） 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

製節目之實施方案。 

（5） 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

審制度。 

（6）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7）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1. 申請書。 

2.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1）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

籍、頻率、轉頻器、頻

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2） 開播時程。 

（3） 節目規畫。 

（4） 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

編審制度。 

（5）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

式。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 節目供應事業分為一般頻道者、購物頻道，依性質不同

有不一樣的申請規範。 

※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

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審查標準 

審查以下項目總分應達 60 分以上。 

1、 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40 分。 

2、 內部控管機制，20 分。 

審查以下兩類項目，總分應達 60 分以上。 

一、審查內容： 

（1） 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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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20 分。 

4、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10 分。 

5、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10 分。 

（2） 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20 分。 

（3）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20 分。 

（4）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10 分。 

（5）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10 分。 

二、加分內容：（須於審查內容總分達 50 分以上者） 

（1） 國際新聞製播規畫，最高加 10 分。 

（2） 本國自製兒少節目製播規畫，最高加 15 分。 

（3） 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 10 分。 

（4） 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畫，最高加 5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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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據通傳會於 2020 年 2 月發布之《傳播政策白皮書》10中揭示，通

傳會內容監理係以自律、他律與法律的「三律共管」原則為之（如下

圖 2-4），並強調自律先行，而法律係最終防線、最後手段。以下僅先

說明法律規範部分，新聞從業人員自律及他律作法整理於下一小節。

 
10 通傳會，2020。《傳播政策白皮書》。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2/5237_42741_200320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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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通傳會，2020。《傳播政策白皮書》。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2/5237_42741_200320_1.pdf 

圖 2-4 我國內容監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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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規範 

在內容的監理上，我國自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布修正廣電三法後，

將《有線廣播電視法》（簡稱《有廣法》）中，原為垂直整合之系統經

營者執照調整成單純平臺執照，並由《衛星廣播電視法》列管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上播送之頻道節目。爰此，我國在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

保障下，對於電視內容之監理與裁處，主要依據《廣播電視法》、《衛

星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律裁處廣播電視事業違法節目及廣告內容。 

依法規授權，通傳會得裁處業者違法行為，具體裁罰類型包括妨

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違反節目分級處

理辦法、節目與廣告未區分、違規使用插播式字幕、違反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廣告超秒、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及其他項目，對於各類

違法之認定說明如下11： 

1.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2

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者。 

2.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3

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3 款規定者。 

3.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之 1、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者。 

4.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 30 條者。 

5. 違規使用插播式字幕: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4 條者。 

6. 廣告超秒：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第 1 項、《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者。 

7.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1

 
11 NCC，2021。110 年 2 月廣播電視內容裁處件數及金額統計表。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5361&sn_f=4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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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1 款等規定者。 

8. 其他：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者。如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規定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者等。 

 

除上述內容違規樣態之外，關於新聞節目的內容監理尚包括「製

播新聞應遵循事實查證原則」（《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款）與「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不得為置入性行銷之規定」（《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 31 條第 2 項）。 

首先就製播新聞應遵循事實查證原則之規範，係通傳會於 2016

年推動《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之增修條款，其要求製播新聞及

評論者，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且新聞報導如違反事實查證原

則，致損害公共利益時，應先以自律機制調查，並作成報告供通傳會

審議。 

此外，通傳會亦於 2018 年訂定《建立我國事實查證參考原則》，

要求業者依該原則檢視修正內部自律規範，依「宣示、查證、提報、

呈現、更正」原則製播新聞，以維護民眾視聽權益（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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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通傳會，2020。《傳播政策白皮書》。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2/5237_42741_200320_1.pdf 

圖 2-5《建立我國事實查證參考原則》規範內涵 

至於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不得為置入性行銷之規定則主要依《電

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12》辦理，依該辦法規

定，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

新聞報導除應遵循同辦法第 4 條之一般規範外，其亦應遵循第 5 條規

範，不得以下列方式，明顯促銷、宣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或

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否則即視為「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1. 對特定商品或服務呈現單一觀點，或為正面且深入報導者。 

2. 呈現特定廠商品牌、商品、服務、標識、標語、效用、使用

方式之播送時間，明顯不符比例原則者。 

3. 畫面呈現廠商提供之宣傳或廣告內容者。 

（二） 他律共管 

 
1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9 年 3 月 8 日增修。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

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P0050055 



44 

通傳會除主動發現違規事實，同時亦接受民眾申訴，為加速並簡

化申訴流程，其於 2009 年 1 月建設「傳播內容申訴網」，以利民眾共

同監督廣電媒體。 

 

資料來源：NCC，2020。108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1/2606_42886_200326_1.pdf 

圖 2-6 2015-2019 年間民眾申訴廣播及電視件數變化 

如上圖 2-6 所示，通傳會於 2019 年收到民眾對廣電媒體申訴案

件共 3,759 件，其中扣除 627 件非關廣電媒體之申訴案件，總計為

3,132 件，其中電視申訴案件達 3,049 件，又將民眾申訴內容按類型

分析發現，2019 年民眾申訴廣電內容案件共計 2,870 件；而營運事

項案件共計有 262 件。在針對電視內容之申訴方面，如下圖 2-7 可

見，以「新聞報導」最多，達 1,676 件（59.7%），其次為「影劇節目」

共 287 件（10.2%）、再者為「廣告」共 261 件（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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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CC，2020。108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1/2606_42886_200326_1.pdf 

圖 2-7 2019 年年民眾針對電視之申訴案件：依內容類型區分 

進一步分析民眾針對電視新聞報導之申訴意見，其中以「內容不

實、不公」最多，其次為「妨害公序良俗」、「針對特定頻道/節目/廣

告內容、語言用字表達個人想法等，具體如下表 2-8 所示。 

表 2-8 2019 年民眾對電視新聞報導申訴之內容分類 

申訴原因 件數 百分比 

內容不實、不公 936 55.8% 

妨害公序良俗 233 13.9% 

針對特定頻道/節目/廣告內容、語言用字表達個人想法 186 11.1% 

針對整體傳播環境、監理政策/法規或通傳會施政提供個人想

法 

92 5.5%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83 5.0% 

違反新聞製播倫理 52  3.1% 

妨害兒少身心 32 1.9% 

通傳會業務建議 26  1.6% 

廣告違規（含排播時段、長度及內容） 26 1.6% 

其他 10 0.6% 

資料來源：NCC，2020。108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1/2606_42886_200326_1.pdf 

 

上述申訴除由通傳會依職權調查、裁處之外，為營造媒體積極自

律問責之政策規管環境，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起，通傳會得依申訴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1/2606_42886_200326_1.pdf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1/2606_42886_200326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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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願，將其申訴案件立即、主動地轉予業者處理，提升處理效率。 

（三） 行政處分裁量標準 

綜上所述，無論通傳會主動發現違法行為或由民眾申訴，倘通傳

會調查後發現違法事實，皆得依法據以裁處，而為確保法律適用之明

確性、保障業者的信賴利益，並恪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所揭

示「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播技術而為差別管理」之原則，通傳會訂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

裁量基準》（重要摘要如下表 2-9），以處理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之案件。 

表 2-9 我國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摘要 

章節 規範要點 

第一點 訂立目的係為處理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之案

件。 

第二點 列舉裁量基準適用要件，即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之案件。 

第三點 警告後罰鍰處分計算方式，即依法處以警告之業者，倘未逾 1 年，

再有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始得裁處罰鍰。 

第四點 說明警告處分始日計算方式與其他法定期間計算方式。 

第五點 適用違法行為評量表應遵循事項，即應先以違法行為評量表（表

一、表二或表三內）審酌個案違法情節，勾選考量事項並加計積分

後，復依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四之一、表四之二或表四

之三），擬具適當之處分建議。 

第六點 停播處分適用對象原則上除以事業為停播對象外，廣播事業有分

臺者，停播違規之分臺；電視事業經營 2 個以上頻道者，停播違規

之頻道。 

第七點 裁處次數計算原則受處分頻道 2 年內之裁處次數，指自本次違法

行為發生之前 1 日起，追溯至前 2 年相同違法構成要件之裁處送

達紀錄。 

第八點 生效時點為 2016 年 1 月 8 日後，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案件。 

表一 適用「廣播事業；取得廣播事業籌設許可者；未依法定程序架設廣

播電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之違法行為評量表。 

表二 適用「無線電視事業；取得無線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未依法定程

序架設電視電臺、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之違法行為評量表。 

表三 適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他類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之違法行為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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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規範要點 

表四之一 針對表一適用對象違反《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等級及適

用裁處參考表。 

表四之二 針對表二適用對象違反《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等級及適

用裁處參考表。 

表四之三 針對表一適用對象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等級

及適用裁處參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

量基準》。 

 

進一步分析通傳會對於違反《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

案件裁量基準可發現，在涉及節目內容審理的部分，原則上高度尊重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13」意見。一般而言，通傳會對於裁處

違法行為會考量包括： 

 比例原則（處分和目的性、最小侵害手段與狹義比例原則）； 

 違法行為事後修正或事前防治；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之違法競合與併罰； 

 行為可非難程度（故意、過失或重大過失）；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及所生影響； 

 受處罰者之資力； 

 依社會通念，違法情節影響層面或導致他人權益受損之程度； 

 其他相關諮詢委員會議提出之處理建議等。 

節目頻道經營者若有違規行為，主管機關得依《廣播電視法》與

《衛星廣播電視法》，視違法情節處以警告、罰鍰、停播甚至吊銷執

照等行政處分，主管機關除得依法裁處之外，亦得據《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實施廣播電視內容監理行政指導應注意事項》施以行政指導。

又我國電視執照設有許可期限，即應定期換照，而換照時主管機關亦

得考量業者過去法遵實際執行情形，若要求其限期補正或改善者，亦

 
13為擴大公民參與及廣納社會多元觀點，通傳會設有「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其依法規

定，就無線廣播電視、衛星廣播電視、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與廣告以及其他通傳會交付諮詢事

項等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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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視個案裁量情形，駁回業者換照申請。 

（四） 具體裁量情形 

誠如前述，通傳會依法監理電視內容，並據實際裁處情形，每月

定期編「廣播電視內容裁處件數及金額統計」，除此之外，通傳會每

季定期發布「NCC 傳播監理報告」，除分析民眾申訴廣電內容及營運

事項之案件，並公開其核處廣電事業違反廣電法規之紀錄，以利各界

瞭解傳播監理概況，共同監督廣電媒體，本研究彙整 2019 年與 2020

年通傳會對電視內容的裁罰情形如下表 2-9。 

由下表 2-9 可見，2019 年核處電視事業（無線、衛星頻道）共計 

87 件，核處內容含警告 22 件、罰鍰 65 件，核處金額共計新臺幣 3,037

萬 3 千元，以裁罰原因區分，前三項核處原因包括「節目與廣告未區

分」、「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而「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與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則並列第三，其中

又以「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個案平均罰鍰

最高；至於 2020 年，通傳會總計核處總計 130 件，核處內容含警告

15 件、罰鍰 49 件，核處金額共計新臺幣 2,025 萬元，核處原因仍以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為最多，而「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

損害公共利益」與「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並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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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2019 年與 2020 年通傳會對電視內容的裁罰統計 

2020 年 2019 年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警告 罰鍰 合計 警告 罰鍰 合計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16 34 50 13,700,000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14 18 32 10,500,000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致損害公共利益 
0 8 8 4,200,000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致損害公共利益 
0 8 8 4,200,000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0 18 18 4,6500,00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0 13 13 3,000,000 

廣告超秒 0 4 4 2,400,000 廣告超秒 0 5 5 3,000,000 

違反本國節目之認定、類別、

指定播送時段及比率限制之辦

法 

1 0 1 - 

違反本國節目之認定、類別、

指定播送時段及比率限制之辦

法 

0 3 3 2,200,000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規定 0 2 2 1,800,000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規定 0 2 2 2,000,000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0 14 14 5,500,000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0 5 5 1,800,000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2 9 11 3,500,000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5 3 8 1,200,000 

於新聞節目中為置入性行銷 0 0 0 - 於新聞節目中為置入性行銷 0 2 2 1,000,000 

違反第 43 條第 2 項有營運不當

或損害訂戶情事 
0 0 0 - 

違反第 43 條第 2 項有營運不

當或損害訂戶情事 
0 1 1 500,000 

未依指定之時段、方式播送節

目、廣告 
0 0 0 - 

未依指定之時段、方式播送節

目、廣告 
0 1 1 400,000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及贊助管理

辦法 
0 4 4 1,200,000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及贊助管理

辦法 
0 1 1 200,000 

廣告超過 3 分鐘或以節目型態

呈現無標示廣告 2 字 
0 0 0 - 

廣告超過 3 分鐘或以節目型態

呈現無標示廣告 2 字 
0 1 1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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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19 年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警告 罰鍰 合計 警告 罰鍰 合計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 
0 1 1 30,000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 
0 2 2 73,000 

未經許可變更，擅自辦理設立

或變更登記者 
2 0 2 - 未經許可擅自變更營運計畫 3 0 3 0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覆利害相

關人請求 
2 0 2 -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覆利害相

關人請求 
0 0 0 - 

合計 23 94 117 36,980,000 合計 22 65 87 30,273,000 

資料來源：通傳會，2021。109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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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誠如前述，我國係依業者「自律」、民間「他律」，以及政府「法

律」之架構共管新聞內容，除廣電三法中對於無線電視、衛星電視與

有線系統之內容訂有相關規範外，其製播內容亦應遵循其他特別法，

如《醫療法》、《藥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等規範。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要求電視新聞頻道應設置自律規範

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衛

星廣播電視法》亦於 2016 年增修第 27 條，進一步訂立新聞自律原

則，其主要內涵包括以下幾點： 

 製播之節目及廣告內容應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

盡社會責任。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播送之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2）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3）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4）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業者除須依上述原則為新聞自律之外，倘有違反上述情事亦應由

該事業建置之自律規範機制調查後並作成報告，提交通傳會審議。 

除個別業者的內部新聞自律規範，包括電視學會（無線電視）與

衛星廣播電視公會（衛星電視業者）亦已成立新聞自律組織，訂立業

界共同遵守的公約，定期開會，並將檢討報告公開上網，接受公民監

督。 

比較《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新聞自律公約》與《中華民國衛星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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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可發現，其內涵大多依循

法規規範意旨，針對包括兒童、青少年、公平無歧視原則進一步制定

自律細則，惟其規範形式稍有不同，詳細比較如下表 2-11。 

表 2-11 無線電視與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自律規則比較 

議題 
電視學會 

新聞自律公約14 

衛星電視工會 

新聞自律執行綱要15 

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責任 O O 

尊重重個人隱私 O O 

公平無歧視 O O 

進一步的事實查核規範 X O 

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O O 

個別新聞事件處理指引 O O 

新聞自律協商機制 X O 

違反自律守則之處理程序 X O 

特色 

 明確定義適用範圍

為新聞報導及新聞

雜誌節目，但不包

括談話性節目、訪

談及評論性節目； 

 設有引用網路新聞

（公民新聞）之規

範。 

 增修「新聞報導應善

盡事實查核責任」加

強事實查核義務； 

 對網路資源引用加強

注意義務，並要求視

情形請專家協助辨

識； 

 設有新聞自律協商機

制與違反新聞自律綱

要之處理程序，強化

公會自律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 

除此之外，通傳會作為廣電媒體之主管機關，自 2009 年 1 月建

置「傳播內容申訴網」，希望引進公民觀點與力量，以提升廣電內容

品質、保障公眾權益，此內容申訴網自 106 年 12 月 11 日起更革新監

理流程，可依民眾意願立即主動將部分案件轉予業者處理，以提升處

理效率，並由通傳會每年定期彙整「NCC 傳播監理報告」，反映民眾

申訴廣電媒體之統計情形，包括意見反應及陳情檢舉及實際核處案件

 
14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2008。《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新聞自律公約》。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1090/2713_21616_110902_1.pdf 
15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2019。《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

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http://www.stba.org.tw/file_db/stba/201906/b8a96k23h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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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容，以供外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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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新聞發展概況 

隨著網際網路於 1990 年代起於世界各地蓬勃發展，根據世界網

路市場研究機構 Miniwatts Marketing Group 調查，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全球網路使用者已突破 49 億人次16，並持續影響新興網路

樣貌變化。有鑑於網路使用者數量龐大，及網路具有突破時空限制、

高度彈性及多元的傳播模式等特色，在數位匯流浪潮下，傳統新聞媒

體紛紛加速數位化，跨足經營新興媒體並提供整合性服務。 

我國自 1987 年解嚴後，新聞媒體產業如百家爭鳴，催生出相當

數量的電視臺業者、出版業者，各種型態的電視節目與出版物亦迅速

發展。而後網際網路興起，加上數位科技逐漸成熟，數位匯流成為發

展趨勢，我國行政院並於 2010 年發布數位匯流發展方案，擘劃出數

位匯流法規藍圖17，推動傳統媒體業者轉型網路媒體發展。 

目前於我國，網路新聞發展大體可區分為以下 3 種類型：一、網

路原生新聞媒體；二、傳統廣電媒體衍生之網路服務；三、OTT 數位

平臺，本研究分別說明如下。 

一、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由下表可見，我國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報導類型種類多元，涵蓋原

創與深度調查報導、綜合性新聞、公眾與社會運動議題及農業與友善

土地議題等類型，其中《報導者》、《端傳媒》等媒體更是屢獲新聞類

獎項殊榮，亦獲得國際肯定。 

 
16 Miniwatts Marketing Group, 2019. WORLD INTERNET USAG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2020 Year-Q3 Estimates.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1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擘劃數位匯流法規藍圖。

https://www.ncc.gov.tw/chinese/report520/10_106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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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列表（列舉） 

經營者 名稱 類型 

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報導者 原創與深度調查報導 

端傳媒 端傳媒 原創與深度調查報導 

國風傳媒有限公司 風傳媒 綜合性新聞 

上昇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上報 綜合性新聞 

競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頭殼新聞網 綜合性新聞 

人誠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信傳媒 綜合性新聞 

東森新媒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Ttoday 新聞雲 綜合性新聞 

今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NOWnews 今日新聞 綜合性新聞 

關鍵評論網股份有限公司 關鍵評論網 獨立評論 

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 民報 公眾與社會運動議題 

上下游文化工場有限公司 
上下游 News&Market

新聞市集 
農業與友善土地議題 

anue 鉅亨集團 anue 鉅亨網 財經新聞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 傳統媒體衍生之網路新聞服務 

在傳統媒體衍生網路服務部分，電視臺及報社等傳統媒體皆積極

佈局數位化轉型。其中，傳統電視新聞媒體衍生之網路新聞服務主要

經營型態可分為新聞網站、社群媒體官方帳號（以 Facebook 社群平

臺為主）和 YouTube 直播頻道等 3 類，部分業者亦有自行營運 OTT 

TV 服務，或提供頻道授權，在多元 OTT TV 平臺上提供原電視新聞

頻道內容。 

根據本研究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結果，在無線電視方面，目前 5

家無線廣播電視臺都有建立新聞網站，以華視為例，華視新聞網整合

新聞、直播與 Facebook 社群連結，提供面向數位使用者的多元內容。

另外，在境內衛星頻道供應事業上，亦均有經營新聞網站和 Facebook

社群官方帳號，將電視臺製播的新聞內容，依照不同網路媒體平臺的

特性，以新聞直播、再製或重製等方式上傳到網路上。本研究彙整如

下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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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傳統廣電新聞媒體衍生之網路新聞服務（列舉） 

 電視頻道經營者 新聞網站 
社群媒體官方帳號名稱 

（以 Facebook 為主） 

YouTube 

直播頻道 

電視頻道經營者

自營的 OTT TV 

授權其他 OTT TV 服務

播映原電視頻道內容 

電 視 臺

經營者 

台視 台視新聞網 台視新聞台 
台視新聞 TTV 

NEWS 
TOUCH TTV 

LiTV 線上影視、Hami 

Video、四季線上 

中視 中視新聞 中視新聞 中視新聞 - 
LiTV 線上影視、Hami 

Video、四季線上 

民視 民視新聞網 
民視新聞/ 

民視全球新聞 

民 視 新 聞 網 

Formosa TV 

News network 

四季線上 

Yahoo TV、 ELTA OTT、

LiTV 線上影視、Hami 

Video 

華視 華視新聞網 華視新聞 華視新聞 - 

Yahoo TV、ELTA OTT、

LiTV 線上影視、Hami 

Video、 friDay 影音、

myVideo（註 1） 

公視 公視新聞網 公視新聞網 PNN 公視新聞網 公視+ - 

TVBS 
TVBS 新聞

網 
TVBS 新聞/TVBS TVBS NEWS - 

Yahoo TV、 friDay影音、

LiTV 線上影視、Hami 

Video 

三立電視臺 三立新聞網 三立新聞 
三 立 新 聞 網

SETN 
Vidol TV Hami Video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中天電視 中天快點 TV/中天新聞 中天電視 - 

ELTA OTT LiTV 線上影

視、Hami Video、四季線

上、歡樂看 Fai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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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頻道經營者 新聞網站 
社群媒體官方帳號名稱 

（以 Facebook 為主） 

YouTube 

直播頻道 

電視頻道經營者

自營的 OTT TV 

授權其他 OTT TV 服務

播映原電視頻道內容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年代新聞 年代新聞 年代新聞 年代 Much LiTV 線上影視（註 2）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東森新聞 東森新聞 

東 森 新 聞 

CH51 
- 

Yahoo TV、LiTV 線上影

視、Hami Video、四季線

上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壹 電 視

NEXT TV/

蘋果新聞網 

蘋果新聞 

/壹電視 Next TV 

蘋果新聞網 /

壹電視 NEXT 

TV 

- Yahoo TV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寰宇新聞網 寰宇新聞 

寰宇新聞  頻

道 
- 

LiTV 線 上 影 視 、

myvideo、歡樂看 Fain 

TV 
註 1：friDay 影音、myVideo 等 OTT TV 服務只有上架國會頻道 

註 2：目前 LiTV 線上影視只有年代綜藝臺，年代新聞內容並未上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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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報業部分，多數報業亦均有經營網路新聞網站。本研究列

舉整理如下表 2-14。 

表 2-14 傳統報業衍生之網路服務（列舉） 

 經營者 名稱 

報社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新聞網 

中國時報集團 中時新聞網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由時報電子報 

香港壹傳媒 蘋果新聞網 

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台灣日報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 OTT 網路平臺 

在 OTT 網路平臺部分，由於我國目前寬頻網路環境逐步完善，

影視內容與廣播電視頻道多元，因此促使國內各式 OTT 網路平臺蓬

勃發展，其中又以有提供視聽內容服務的 OTT TV 服務為近年社會關

注的焦點。該類 OTT TV 服務內容產製方式，主要可劃分為使用者創

作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與專業生產內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等 2 大類，其背後經營的業者與商業經營

模式也有所不同。 

其中，專業生產內容（PGC）是與使用者創作內容（UGC）相對

的概念。PGC 內容產製模式的具體意義在於透過專業團隊製作，包括

透過傳統電視媒體和專業的影視製作團隊所生產的影音內容。而使用

者創作內容（UGC）形式則更為多樣，且相較於專業生產內容模式有

影音授權成本較低等優點，但使用者創作的內容同時可能有來源版權

模糊、質量不可控等缺點，因此目前國內多數 OTT TV 服務多以專業

生產內容模式（PGC）為主，且內容多來自於傳統廣播電視臺和衛星

頻道供應事業。例如國內 OTT TV 服務業者四季線上、LiTV 等就提

供多個直播電視新聞頻道內容，讓用戶可透過網際網路收看傳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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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內容，因此也成為我國傳統電視新聞頻道業者銷售頻道版權的管

道之一，讓民眾可透過多元管道觀看到電視臺產製的新聞內容。 

本研究依照 PGC 與 UGC 經營型態的不同，並參考過去研究成

果，將我國現有 OTT TV 網路平臺業者，分類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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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我國 OTT TV 業者列表 

本土 OTT TV 業者 

內容產

製模式 
原有服務類別 業者 OTTTV 服務 成立年份 

PGC 

無線電視業者 

公共電視 公視+｜公視 OTT 影音平台 2017 

鳳梨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民視子公

司） 
四季線上影視 2015 

台視 TOUCH TTV 2017 

衛星頻道業者 三立 Vidol 2016 

有線電視業者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SuperMOD（與台哥大 myVideo 服務合

作） 
2017 

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bbMOD（與 CATCHPLAY 合作） 2017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電視 IPTV：MOD18 2004 

電腦與行動裝置等：Hami Video 2014 

遠傳電信 friDay 影音 2014 

台灣大哥大 myVideo 2014 

新興影音平台 

立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TV 2007 

威望國際 CATCHPLAY ON DEMAND 2016 

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KKTV 2016 

杰德影音 GagaOOLala 同志電影線上看平台 2016 

 
18 中華電信 MOD 為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其網路架構是採封閉式的企業網路（Intranet）傳輸，接收載具需透過電視機上盒，為 IPTV 的一種，與本研究所定

義 OTT TV 影音服務有技術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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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瞧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酷瞧 Coture.com 2014 

巧克科技新媒體有限公司 CHOCO TV19 2011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Yahoo TV 2016 

OTT 影音機上盒等裝置業者 
華興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歡樂看 FainTV 2018 

鴻海科技集團 BANDOTT 便當 4K 智慧電視盒 2017 

境外業者（有在台灣提供服務的跨國業者） 

內容產

製模式 
母公司 業者 OTTTV 服務 

來臺服務

年份 

PEG （美國）Netflix 台灣網飛服務有限公司 Netflix 2016 

UGC （法國） Vivendi Dailymotion Dailymotion 2016 

UGC （美國）Google 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 YouTube 2006 

UGC （美國）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以社群方式經營) 約 2006 

PEG （韓國）Naver Line LINE TV 2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自蔡念中等人，2018。數位經濟下我國影音 OTT 收視聽衡量機制於商業運作模式之初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委託研究報告。 

 

 
19 2018 年 Choco TV 服務經營業者巧克科技新媒體有限公司獲韓國 NAVER 集團旗下日本 LINE 公司透過 Mirai Fund 注資千萬美元，因而於同年納入 Naver 集團

旗下，並終止 Choco TV 服務，併入 LINE TV 服務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LINE_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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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 2016 年後，我國國內 OTT TV 服務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出

現，且許多都是由國內廣電媒體與相關業者合作提供的 OTT TV 服

務，然而就相關調查數據可見，民眾在觀看網路新聞及使用人次上，

仍是以免費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兩大 OTT 平臺為使用主流，其

他由傳統廣電媒體業者提供的 OTT TV 服務目前市佔仍有相當程度

的落差。 

由 2017 年數據可見，目前國內有超過 82%的臺灣民眾擁有

Facebook 帳號20；並有 57%的民眾主要新聞來源為社群媒體，其中，

Facebook 為民眾最依賴的管道21。由於 Facebook 的高觸及率，傳統新

聞媒體多跨足社群服務，並收穫不少關注度，如台視新聞臺粉絲專頁

擁有 25 萬追蹤人次、中視新聞擁有 36 萬追蹤人次，華視新聞則擁有

28 萬追蹤人次。四大報社中，以《蘋果日報》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為例，至今追蹤人數高達 352 萬人次。而在網路原生新聞部分，

ETtoday 新聞雲則以 527 萬追蹤人次高居榜首，其次為風傳媒，擁有

追蹤人數 78 萬人次22。 

此外，為因應年輕世代的社群媒體習慣，不少新聞媒體除開設新

聞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社群帳號外，其他如 Twitter、Instagram、

YouTube、Telegram 等社群媒體平臺亦有部分新聞媒體有所經營。 

由網站流量角度分析，根據Amazon旗下網站流量分析公司Alexa 

Internet 於 2020 年 11 月的統計數據23顯示，我國排行前 50 名的流量

網站中，Google 與 YouTube 拿下排名冠亞軍，Yahoo 為第 5 名；

 
20 Fulco, M. (2017, April 12). Facebook still dominates Taiwan’s social media. Taiwan 

Business TOPICS. Retrieved August 30, 2017, from https://topics.amcham.com.tw/ 

2017/04/facebook-still-dominates-taiwans-social-media/ 
21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L., & Nielsen, R. (2017).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22 本項 Facebook 粉絲專頁追蹤人數統計日期為 2020/12/21 止。 
23 Alexa Internet, 2020. Top Sites in Taiwan-By Country.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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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為第 9 名；LINE 為第 16 名；Instagram 為第 34 名，Yahoo

臺灣則為第 49 名。 

除此之外，傳統原生新聞媒體或者傳統媒體衍生經營的網路新聞

服站等亦有不錯的成績。其中，ETtoday新聞雲位列Google及YouTube

後，成為排名最高的新聞媒體；第 19 名為 NOWnews 今日新聞；第

23 名為風傳媒；第 27 名為關鍵評論網；第 47 名則為新頭殼新聞網。 

從傳統媒體衍生網路服務角度來看，排名最高為第 8 名的三立新

聞網，其次為第 11 名的東森電視，接續為第 15 名的聯合新聞網、第

41 名的中時電子報、第 46 名的自由時報，以及第 48 名的中央社。 

由數據可見，多數由傳統媒體衍生經營的網路新聞服務，皆有一

定的知名度。然而，Facebook 及 YouTube 等兩大平臺的市占及觀看

人次更是明顯突出，顯見傳統新聞媒體雖仍有一定知名度，但在網路

世界，我國民眾相較更依賴大型網路平臺及社群媒體，也因此不論是

傳統或原生新聞媒體，幾乎皆有跨足經營新聞網站、Facebook 社群媒

體和 YouTube 直播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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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臺灣前 50 大流量網站 

Alexa Internet 臺灣前 50 大流量網站 
統計時間：2020 年 11 月份 

1 Google 11 東森電視 21 Netflix 31 樂天 41 中時電子報 

2 YouTube 12 Dcard 22 理財寶 32 Big Go 42 BEAUTY 美人圈 

3 ETtoday 新聞雲 13 維基百科 23 風傳媒 33 Apple 43 Office 

4 痞克邦 14 104 求職網 24 Amazon 34 Instagram 44 博客來 

5 Yahoo 15 聯合新聞網 25 捷克論壇 35 百度 45 PopDaily 

6 Momo 購物網 16 LINE 26 商業周刊 36 Outlook 46 自由時報 

7 Google 臺灣 17 Pchome 27 關鍵評論網 37 Microsoft 47 新頭殼 

8 三立新聞網 18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28 早安健康 38 騰訊網 48 中央社 

9 Facebook 19 NOWnews 今日新聞 29 天貓 39 今周刊 49 Yahoo 臺灣 

10 蝦皮購物 20 PTT 30 淘寶 40 Mobile01 50 搜狐網 

資料來源：改譯自 Alexa Internet, 2020. Top Sites in Taiwan-By Country.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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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下，網路媒體已成為傳統新聞媒體兵家必爭之地，惟相

較於傳統新聞媒體產製流程，由於網路的高彈性與無時差特性，為追

求即時快速發稿，反而衍生出不實資訊、不實新聞以及網路監理等問

題。有學者早於 2005 年24即批判新聞室數位化產生的問題，即製造新

聞量龐大的假象，卻無法提升新聞品質，而記者用於調查、查證與深

度專題的時間亦受網路影響而大幅降低。此外，24 小時的新聞環境亦

對記者造成相當壓力，為了不斷更新，媒體因此高度依賴外部來源，

亦導致內容同質性增加25。 

由於數位匯流時代來臨，以及受眾收視與閱讀模式改變，即便面

臨網路的即時性壓力，傳統新聞媒體仍邁向數位轉型，除了推出旗下

的新聞網站以鞏固客源，亦積極透過 Facebook、YouTube 等網路平臺

提高年輕族群觸及率，並透過 Google 等網站進行網站流量分析以及

廣告投放策略研擬。 

而在市場競爭部分，傳統新聞媒體與網路原生媒體呈競爭關係，

但由上述資料可見，我國的網路原生媒體尚有以深度報導、社會議題、

農業議題等多元面向，相較國內普遍同質性高的新聞而言，或有機會

創造更多元的新聞內容，並服務多元且小眾的新聞閱聽眾族群。

 
24 Scott,B.,2005.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digital journalism. Television & New Media, 6, 89-126. 
25王淑美，2018。65-98 網路速度與新聞—轉變中的記者時間實踐及價值反思。中華傳播學刊，

第 33 期，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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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依通傳會於 2018 年 8 月公布《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

皮書26）》觀之，對網際網路的治理，係依《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第

三章規範之，沿襲美國網路資訊自由流通的思維，以低度監管的自律

模式，不以直接行政管制措施為規制27，而是以「馬尼拉中介者」原

則（中間人應免於第三方內容承擔責任、沒有司法機關命令不得要求

對內容進行限制、內容限制請求必須清晰、明確且依照正當程序等）

為管制核心價值。爾後，2020 年 2 月《傳播政策白皮書28》仍未明確

是否納管網路媒體，僅提出應重新檢視現行法制，並建議政府應透過

跨部門合作，訂立讓新興傳播生態符合民主社會運行的政策。另外在

2020 年，通傳會提出以網際網路視聽服務（OTT TV）為規管對象的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該法目前則僅於立法草案階段，尚未

正式施行。 

整體而言，我國目前在網路內容部分並無單一網際網路主管機關，

因此對於網路內容之監理上，目前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46 條授權，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通傳會、衛生福利

部、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警政署、經濟部工業局以及經濟部商業

司等共同於 102 年成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29」，並委託民間團

體運營。 

該機構係透過民眾通報方式，如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網路內

容，即可向「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網站通報，並聯合地方主管

 
26 NCC，2018。《匯流時代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8083/5038_40421_180903_1.pdf 
27 何吉森，2019。社群媒體將不再被視為僅是「平臺」。

https://www.tdcpress.com/Article/Index/1701 
28 NCC，2020。《傳播政策白皮書》。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32/5237_42741_200320_1.pdf 
29 參見：https://www.w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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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警政相關單位等共同辦理網路內容安全防護。民眾亦可至該網

站查詢每月成果報告，以了解申訴網路內容案件的處理情形。 

誠如前述，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中，曾試圖將如社群平臺

服務等資訊服務業者權利義務法制化，使業者有作為義務，即倘經權

利人通知或知悉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未移除或使他人無法獲取

有侵權之內容及資訊，或為其他適當處置時，則須對其使用者侵權行

為負責。惟草案公布後，出現質疑聲浪，擔心平臺業者可能會預防性

地回應所有檢舉，從而引發侵害言論自由的疑慮30。 

通傳會目前唯一一次介入網路封鎖管理者係 2019 年 3 月的「關

注三十一條」網站，此案係因中國以「www.31t.tw」註冊臺灣網域以

傳「對臺三十一項措施」，該事件由國安會基於國家安全考量，發文

要求通傳會協助通知網域註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註銷該網

站域名。惟全案係由國安單位認定並要求通傳會配合執行，在通傳會

職掌中雖有網路資源分配權限，但並未有法律授權通傳會可片面封鎖

或下架特定網站31。 

惟因媒體快速匯流，基於公平競爭、人民期待與社會秩序維護等

原因，針對部分樣態的網路媒體資訊，衡量網路資訊自由流通、公共

利益與社會秩序等法益，通傳會已著手討論並制定相關措施，然而由

於職權範圍限制、言論自由、資訊流通自由等因素，相關規範制定不

易，也因此網路媒體監理一直是我國近年面臨的一大挑戰。 

雖無法針對網路媒體直接監理，但通傳會仍得以其他政策手段間

接應對網路不實訊息，如要求廣電媒體遵循事實查核機制，謹慎引用

網路訊息；或加強推動媒體素養，使民眾能從混雜的資訊流中識讀、

 
30 楊雅安，2020。假新聞狂潮襲來，《數位通訊傳播法》是解藥還是毒藥？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043/4302617 
31 劉力仁，2019。影響國安！中國「關注 31 條」網站 NCC 今晚封鎖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2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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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並利用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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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業者意見蒐集與彙整 

我國新聞媒體產業蓬勃發展，彰顯民主價值下發展新聞自由。然

而，於各種媒體調查和研究中，卻反映出部分民眾對於新聞媒體的不

滿與詬病。 

根據通傳會《108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調查顯示，我國民眾有

39.8%在觀看電視節目的過程中有看到令人反感或厭惡之節目內容，

且覺得厭惡之節目類型，以新聞報導的內容不斷重複（55.3%）最高，

其次為政治偏頗報導（49.1%）、政治/政黨宣傳（48.6%）。而覺得厭惡

的節目，以政論節目為主（55.8%），新聞節目（34.4%）、連續劇（20%）

次之。 

整體而言，我國有 22.8%視聽眾滿意（22.6%滿意，0.2%非常滿

意）臺灣目前「電視新聞報導節目」，48.7%不滿意（5.8%非常不滿意，

42.9%不太滿意）；22.9%表示普通；5.6%表示不知道/無意見32。 

根據我國學者33之研究認為，我國新聞品質的核心問題，可能是

許多歷史結構性與市場高度競爭性多重原因造成的結果，其可能的問

題至少包括： 

一、 部分媒體因抱持特定立場，造成許多新聞偏斜； 

二、 新聞媒體家數眾多，市場高度競爭，收視率掛帥，造成新聞腥

羶色以及欠缺詳細查證等低落品質； 

三、 各家電視新聞頻道充斥製作成本相對低廉的政論節目，加諸特

定政治與政黨立場影響，形成政論節目與名嘴來賓影響我國民

意走向，並且在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大旗下，屢屢發生烏龍

爆料及意見嚴重對立，卻未見有效事後澄清，釐清民眾疑慮，

 
32 徐振興等人，2018。107 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研究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

託研究報告。 
33 谷玲玲等人，2016。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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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議題理性討論與形成民主社會所需共識，並無幫助；甚至

對於聯合國倡導的人民的「傳播權」（Right to Communicate） 

的推動，背道而馳。同時，亦引起許多觀眾對於政論節目的表

現嚴重不滿。 

然而，解決以上我國電視新聞報導諸多問題，實屬不易，並且並

非純粹由政府推動即可，部分做法甚至可能將引起箝制新聞自由等不

同的意見。如何有效治理新聞頻道與節目之發展，並配合新聞自律與

他律、收視質與收視率、媒體素養職業訓練、法規規範等方法來加強

新聞媒體發展，實有深入加以研究之必要。 

為具體了解我國電視新聞頻道業者意見及想法，本研究團隊於研

究期間與我國電視新聞頻道業者及其網路媒體代表等進行深度訪談，

以了解產業界於新聞產業發展現況。最終，本研究共訪問 7 家業者，

總計訪問 15 人，如上表 1-1，詳細訪問記錄請參考附件二。 

以下即針對訪談結果彙整分析，並針對經營、新聞製播與新聞品

質、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等三大構面，呈現各業者之現況及意見。 

一、 經營構面 

本議題主要係想探討各家電視新聞媒體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

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道業者之因應策

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何？  

本研究深度訪談發現，目前因應數位匯流趨勢，大多數業者皆成

立網路新聞小組，並附屬於新聞部或新媒體部下。部分業者的網路新

聞主要來自電視頻道內容數位化或再製，但亦有業者採取網路新聞和

電視新聞頻道各自獨立作業。在經營策略方面，業者意見分歧，例如

有業者認為電視新聞頻道反成為追逐或跟隨網路新聞的角色；另有業

者認為網路是擴大影響力、吸引新觀眾之平臺；部分業者指出網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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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有不受時間限制之優點等，此外，多數業者認同網路新聞和電視新

聞頻道的目標和受眾不同，因此不盡然形成競爭。本研究彙整業者於

經營構面意見如下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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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網路媒體經營現況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 

業者 意見 

民視 

 民視的母公司很大，橫跨新聞、戲劇和節目，所以一開始並沒有立刻投入網路領域。民視前二十年都是電視部門，隨

著網路成為趨勢，去年 11 月才成立網路小組。 
 網路新聞對電視的本業而言，會影響電視原先的收視群眾與收視習慣，進而改變電視臺製播新聞的邏輯與節奏。 

華視 網路部門以前是在新聞部底下的網路新聞編輯中心，約兩年半以前才歸到新媒體部。 

台視 網路新聞起步相較其他電視臺比較晚，因此目前網路新聞的架構是附屬在新聞部採訪中心底下。 

公共電視 網路新聞的來臨，對新聞部而言，新聞部依然維持自己原先的工作內容。 

三立 

 設立新媒體事業群，負責與網路相關的所有業務，新聞網、Vidol 和電電購，且與新聞部是兩個對等平行的單位。 

 新聞網的出現其實與新聞部的影響不大，就是彼此獨立進行各自的新聞作業，例如新聞部的獨家並不會給新聞網先

發部。簡單來說各自的 Target 不同，所以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壹電視 
網路媒體對電視並不像是衝擊，而是一種不同的新聞思維，兩者所服務的觀眾目標並不相同，固然有彼此競爭的部分，

但也不盡然會爭搶彼此的受眾。 

TVBS 
新媒體事業部的網路新聞中心由於尺度過大的新聞內容，與 TVBS 電視頻道的品牌有所落差，故曾經將網路新聞組納入

新聞部門。但隨著電視臺經營者更換，為了商業考量，目前網路新聞中心又被納入新媒體事業部。 

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何？ 

業者 意見 

民視 

 目前網路小組人很少，只有 8 位文字記者、3 位攝影記者，目前是製作快新聞。 

 目前網路小組與網路新聞，已經逐漸由資訊部轉移到新聞部底下，並更名為新聞事業群，下轄有製播部、採編部。 

 網路新聞小組又分成經營與內容的部分，分散在不同部門。 

華視 

 目前新媒體部與新聞部是平行獨立的部門。將頻道的網編中心結合資科中心、加值服務中心與策略行銷中心結合形

成新媒體部門。 

 除了會將電視頻道早、午、晚、夜四節的新聞，再製上傳到網路之外，也有自己生產內容，因為單靠電視的內容是不

夠網路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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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視 

 目前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網路部門，但未來有將網路組向上提升的規劃。 

 目前台視有 6 個網路頻道，新聞部底下的網路組只有 15 人在運作。目前是原有電視頻道的素材，略為修改成適合網

路的模板後直接上傳至網路。 

公共電視 

 公視新聞網的前身自 2001 年就開始了，至今轉型了 6 次。 

 公視新聞網會將電視新聞頻道的內容重新上標題與宣傳之後再上傳到網路，除了新聞還有類似「我們的島」這類的

議題性節目也會在新聞網播出。 

三立 

 新聞網目前有 180 人，負責內容的有 120 人。我們的新聞內容主要是自製。 

 新聞網一天大約發布有 700 條左右的新聞。 

 新聞部本身也有一個新媒體小組，負責經營新聞部的 YouTube 頻道。 

壹電視 

 目前已有成立一個新的獨立部門，負責網路媒體發展。 

 新媒體部與新聞部、節目部各自獨立，但新媒體部可以取得兩者的內容。由於網路化才剛起步，因此多以數位化電

視頻道的內容為主要工作。 

TVBS 

 目前電視部與新媒體事業部是同層級的單位，網路新聞中心歸屬新媒體事業部。網路新聞中心也負責網路社群的經

營，但 YouTube 的部分仍歸新聞部管轄，所以目前是呈現一種合作的工作方式。 

 網路新聞中心有 25 位編輯。目前網路新聞中心是以編輯的方式上網搜尋網路消息，將之寫成新聞。還沒有專屬於網

路新聞中心的記者，此外目前是請工讀生將電視新聞內容改製成適合放在網路新聞的模式。另一方面也開始朝向網

路影音新聞的方向邁進。 

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業者 意見 

民視 新聞臺從原先引領消息的角色，變成追逐或跟隨網路新聞與網路消息的角色。 

華視 
新聞部將網路視為一個擴大影響力的平臺。透過網路宣傳，原先不看華視新聞的人就會知道華視的新聞口碑，吸引更多

的新觀眾。 

台視 

 台視獨有的，是上傳一刀未剪的影音訪問，補足了電視頻道上因為時間限制而沒有被完全播出的採訪。 

 目前礙於編制較小的因素，台視的網路部門尚無自製節目。目前是朝向自產新聞節目為目標，因為自產 Daily 所需的

人力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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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 

 新聞網與新聞部是合作關係，但是服務不同的觀眾與 KPI。因為受眾不同，因此在抓新聞的重點上面，可能兩個部門

會有不同的想法。 

 公視新聞網會去網路搜尋發燒話題作為線索，然後進行後續的採訪，但不會單純引用網友留言就作為一則新聞。 

三立 
簡單而言，將新聞網想成一個獨立的網路新聞公司也可以，就像 ETtoday 一樣。但是因為我們新聞網與母公司有所聯繫，

就會被 NCC 檢討，但 ETtoday 或蘋果新聞網等就不受管轄，並不公平。 

壹電視 
未來會慢慢擴展目標觀眾。因為電視新聞有時間的限制，很多新聞內容即使採訪了可能也排不上，但是網路新聞則不受

這個限制。 

TVBS 

 電視與網路的服務目標不同，電視是看收視率，網路是看流量。一開始網路新聞中心，是直接拿電視的內容直接上

傳，但後來發現不修改直接使用的話，會無法取得網路流量，所以會在透過修改成適合網路的內容之後才上傳。 

 目前電視新聞的規範，不得有置入以及公布商店名稱。但是觀眾有時會想要知道店名與被報導品牌，再加上網路目

前沒有規管，那就可以在網路新聞上公開這些資訊，並進而可以透過置入或廣告等方式賺錢。 

 網路新聞中心編輯非常年輕，因此在媒體素養的判斷上不太足夠，需要有經驗的記者或主管來帶領。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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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在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透過上表 2-11 可以發現，電視臺

業者在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製播上採取不同方式。首先，大多數業者

的網路新聞人力較少，並多以數位化原有電視內容為主要工作，惟因

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頻道的目標和受眾不同，數位化過程中仍會考量

網路閱聽眾的特性進行再製，或針對網路特性開發獨特內容。 

然而，亦有業者提及，網路新聞工作人員普遍年輕、較無經驗，

因此在媒體素養的判斷上需要有經驗的前輩加以帶領。在網路新聞和

電視新聞的互動關係方面，多數業者認為兩者為合作關係，但亦有業

者指出兩者採獨立運作。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針對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

實務作法詢問訪談業者意見，各家業者除說明其如何選用網路新聞來

源，闡述其引用與製播原則之外，亦有不少業者提出與著作權有關的

議題。本文整理各家業者意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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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 

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 

業者 電視與網路新聞來源之交互引用 新聞資訊查證作法 著作權相關議題 

民視 

不忌諱使用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的線

索， 依其專業判斷該線索是否值得作為

新聞。 

網路新聞並沒有強烈的他律，更遑論自

律，因此以吸引讀者為目標在撰寫內容。

查證的部分只要稍微有所本，一句話帶

到就算已經查證了。 

電視新聞必須要非常確認事情是真實的

才會使用該新聞，而且因為他律與自律

的壓力，讓電視新聞的製程都非常嚴謹。 

電視新聞各臺之間的新聞素材比較有機

會互相使用，但是紙媒的部分比較會對

於新聞素材有強烈的版權保護，例如蘋

果日報。若未經許可使用，便有可能被

告。 

華視 

新媒體部並不受新聞部管轄，因此當新

聞部有即時新聞想更新到網路社群時，

需要與新媒體部合作，但在部門合作與

協調的過程中，新聞有可能會無法在第

一時間發出。此外，新媒體部門行銷新

聞的方式，可能會與新聞部原先製播新

聞時的初衷有所落差。 

篩選新聞第一步是判斷事件是否為真，

然後向當事人進行查證。考量新聞的即

時性，如果當事人尚未回應，新聞在釋

出時會寫尚未回應，等到當事人回應後

會立刻更新新聞內容。 

新媒體部針對三器新聞，會向當事人求

證，確認真實性。 

新聞部會盡量將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找

到的線索結合，將單一事件格局放大，

增加其社會價值，不僅報導個案。此外，

新聞部要求記者不能在一個現場就完成

一條新聞，必須在一則新聞中就做到查

證與公平，必須將事件雙方的說法都寫

進同一則新聞當中。或許在查證的過程

當中會錯過發布新聞最快速的時機，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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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 

業者 電視與網路新聞來源之交互引用 新聞資訊查證作法 著作權相關議題 

能確保播出的新聞是正確的，久而久之

就會內化成寫報導的 SOP。 

台視 

台視有一陣子為了補足網路新聞的內

容，使用了不少的網路平臺來源新聞與

三器新聞。但因為 NCC 的嚴格規管與

民眾的投訴，再加上台視內部發現這樣

做並不會增加收視率，因此已減少使用。 

即便使用網路來源，必須先找到當事人

的同意或回覆，來查證內容是否真實，

若否，則將放棄該素材。 

國外的網路資源非常難查證，一方面難

以聯繫當事人，也不容易查證真實與否。

例如美、加小報的新聞和來自中國大陸

的新聞，也會對同仁進行相關訓練。 

--- 

公視 

公視不太使用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的線

索，除非這個事件真的很重要必須被報

導，且對社會有足夠的公共價值。如果

真的要使用網路的消息來源，會確認是

否有足夠的畫面或者是畫面適不適合放

上電視。上傳到公視新聞網也是一樣的

考量。 

公視新聞網的採訪手冊標準與該注意的

事項都是與電視新聞頻道一樣的標準，

再加上一些網路新聞會有的特殊狀況，

例如不能拿公視帳號做個人的發言。 

如果拿到了新聞素材或線索，一定會先

進行查證。接下來確認是否有侵犯版權，

然後對可能觸法挨罰的內容進行處理，

經過重重把關才會播出。 

網路新聞的即時性與以前電視新聞在固

定時播出的邏輯不同。而且對於還未完

全結束的事件就將新聞播出，是否會造

成問題也引起討論。為了避免問題，報

導這類未完成或結果不清楚的新聞會非

常克制、中立的下標題，或是直接用官

方給予的說法。 

以反送中為例，除了和香港電臺合作，

相關的當事人也會在臉書上面提供相關

畫面。如果註明記者可以轉載我們就會

使用，如果沒有註明，在使用素材前一

定會先徵求當事人同意，避免侵權。 

新聞網對於網路素材即使已經註明自由

使用，還是會去找到當事人徵求同意才

會使用該素材。 

三立 

從網路上找線索並不可恥，重點應該是

找到線索後，後續的處理過程，例如嚴

謹的查證、採訪等等。 

新媒體事業群有自己的一般記者採訪新

網路上的資訊，就只是一個消息來源而

已。與新聞部不同，新聞部可能要 SNG

到達現場後才能將一個事件做成新聞，

但新聞網只要確定事件是真的，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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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 

業者 電視與網路新聞來源之交互引用 新聞資訊查證作法 著作權相關議題 

聞 內 容 外 ， 也 有 負 責 上 網 搜 尋

Facebook、Dcard 或 PPT 等網路平臺尋

找線索並將它寫成新聞的小編群。同時

也會使用新聞部所製作的影音內容為輔

助，另外也會使用電視臺的 SNG 訊號做

臉書上的直播。 

新聞網的小編只要找到線索，改寫以後，

就可以上傳到新聞網上成為一則新聞，

只要內容不是太明顯的腥羶色基本都可

以過關。上了新聞網之後才由前臺和主

管們判斷內容是否需要修改或下架。 

新聞網所產生的軟文新聞，通常比較難

讓新聞部使用，但新聞部仍會觀察新聞

網的內容是否有可以使用的。 

立刻發出多則新聞。 

當然仍會要求寫軟文的編輯能夠盡量找

到當事人或是採訪當事人，但礙於稿量

的壓力真的有困難。新聞部則不會使用

這樣的只有鄉民所爆料的新聞，仍然必

須經過查證或外電的畫面。 

其實也不滿意這樣的新聞內容與品質，

但流量就反映出了觀眾喜歡這樣的內

容。 

壹電視 

多依賴經驗來判斷是否有新聞價值，就

像每天爆料公社有很多爆料，但我們用

的很少，因為大多無法查證。另外故事

若是吸引人，即使沒有影像我們還是會

用後製包裝之後報導它。當然前提都是

這些新聞內容要能夠被查證的事實。 

所有新聞不只是網路新聞，第一步的動

作一定是查證，再來是檢查內容是否有

版權，然後就是決定版面大小的問題了。 

記者在取得新聞線索後，也要與主管進

行討論來確認是否有報導價值而且是否

有對價關係。 

 

TVBS 

在網路剛開始發展時，公司內部曾有過

不使用網路消息的聲音。但隨著網路發

展，網路已經成為新聞的一部分，不可

能不使用。新聞網的編輯們，比較像沒

在網路新聞開始發展的時候，衛星公會

有電視媒體轉載網路新聞製播相關處

理。這些都是透過公會內各個媒體互相

討論所訂定，做為報載網路新聞的 SOP，

網路新聞最常遇到的問題，也是著作權

的部分。目前與新聞部有合作，當出現

及時性的新聞，網路新聞部會請新聞部

的記者快速提供畫面，我們就可以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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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 

業者 電視與網路新聞來源之交互引用 新聞資訊查證作法 著作權相關議題 

有採訪的記者，他們在網路搜索線索、

查證後寫成新聞，其實與記者的工作內

容很相似。 

和傳統比起來，時常會有地方新聞採訪

了但無法在電視上播出，不過使用網路

的話，記者們也多了一個可以讓報導露

出的機會。 

電視 SOT 稿在網路上面的流量不高，而

且同事件的新聞在電視上不能太重複；

但網路對於同一事件的多面向報導，都

能有不錯的流量。 

惟部分已與現實脫節，但是新聞素材的

版權與查證仍舊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網路新聞對負面新聞或是指控，都會盡

量等到有結果的時候才會報導，不然傳

達的訊息是錯誤的時候，就會造成報導

新聞錯誤。 

的寫成新聞傳並上傳。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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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使用網路新聞來源已是無法避免的

趨勢，除台視與公視，多數業者皆表示使用網路新聞來源已成製播常

態，且網路新聞網與電視新聞的素材交互使用亦非特例，惟兩者由於

面對的閱聽眾族群與目標受眾不同，因此對於同樣的新聞議題也可能

會採取不一樣的內容製播準則，電視新聞使用素材相較須經由嚴格的

查證程序把關，而網路新聞網則相對寬鬆。 

此外，包括民視、公視與TVBS皆有提到關於著作權的應用問題，

整體而言無論網路新聞或電視新聞在素材的應用上仍須特別注意避

免侵權事件發生。 

當網路素材的使用成為電視新聞製播不可避免的常態，面對電視

新聞更嚴格的內容要求，各家業者為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經本

研究訪問業界狀況，實務上做法可區分為內部自律和外部他律等兩大

方式，除此之外通傳會的法律監管也是督促業者落實相關規範的一大

要素，各家業者具體落實方式整理如下表 2-17。此外，面對我國閱聽

眾約 48.7%對電視新聞感到不滿意（5.8%非常不滿意，42.9%不太滿

意）的現狀，各家業者回覆有致力於提升其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

具體作為大致可區分為內部新聞自律與相關訓練、與外部合作等，詳

細如表 2-18 所示。 

在各家業者的闡述中，可發現由於法規要求，各家業者皆已發展

一套內部的自律規範，此外如電視行業的聯合公會也發揮一定作用，

如衛星公會、電視學會等皆設有相關自律守則，惟因人員流動、敏感

議題處理等，仍無法避免個案失誤，僅能盡可能降低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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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之作法 

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之作法 

業者 內部自律 外部他律 

民視 

每個新聞播出前都要經過兩位負責人簽名，確保內容無誤。

但是在搶快過程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雙重保險，因此還是必須

求諸記者與編輯在寫新聞時要有最基本的敏銳性。 

衛星公會會互相協調對於特定新聞或爭議新聞的處理方式。

比如選前 10 天不能公開民調、或選前 1 天不能有選舉報導

等，各臺都會互相提醒。 

華視 

網路與電視不同，因為電視有時間壓力。尤其在選舉期間，我

們會特別注意給予某些特定候選人的新聞，就會給予對方盡

量相近的新聞內容。 

頻道因為有時間限制，所以要踩穩公平的原則。但網路不同，

觀眾看新聞的方式不同，某些時候，即使做了不同角度的新

聞卻不見得能夠讓同一位讀者看見。所以在網路新聞的領域，

不能用和電視同樣的邏輯來思考，無法用新聞則數或時間來

判斷是否公平，通常是在社群平臺推播時會達到公平。 

我們會希望在同一則新聞當中被提到的當事人，一定要給予

他回應的空間，以確保不會只有單方面的說法。 

--- 

台視 

台視內部有自己的規範機制，但不是每一個記者甚至主管都

會能做到這樣精準的判斷，例如在兒少、暴力或色情的新聞

議題上面。 

可能主管們覺得已經保護的足夠了，但仍被觀眾投訴，NCC

就會來函。規管目前沒有一個標準，都是 Case by case，所

以對製播新聞也造成困難。 

以前 NCC 在收到申訴之後，會先進行過濾，再轉給電視臺。

但近期就是沒有進行過濾，只要有投訴就會轉到電視臺，並

要求電視臺寫答辯書或給觀眾的回覆，造成行政困擾。 

公視 

新聞頻道的新聞排程自然是希望安排把類似的新聞排在一

起，但遇上一些臨時的狀況出現，可能就必須臨時調動播報

新聞的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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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之作法 

業者 內部自律 外部他律 

與其在播出新聞後，再去檢查新聞是否符合新聞倫理。應該

追求在新聞製播的每個環節都要做到最好，符合新聞倫理，

而不是只在某一個環節做檢查，從源頭就避免產製品質不佳

的新聞。公視新聞網的採訪手冊標準與該注意的事項都是與

電視新聞頻道一樣的標準，再加上一些網路新聞會有的特殊

狀況，例如不能拿公視帳號做個人的發言。 

三立 

基本上我們都有做到，在選前一陣子，每天都收到 300 至 400

則的申訴。我們每一則都要回應，所以我們之後都非常小心。

有時候缺乏平衡性是因為對方不回應，我們後來便會註明對

方不回應，以避免不平衡的狀況。另外是為了避免被罰，會寧

可降低發稿速度，也要先查證才能發出新聞。 

選舉前的新聞申訴多來自反對該新聞立場的觀眾，而且數量

非常多；非選舉期間多為社會事件，例如太過暴力，但數量不

多。每一則的申訴都要花費人力來處理。 

主管的自律意識較記者強，在每個編審會議都會討論每則新

聞的標準，以避免被罰。也會在會後告知記者需注意的地方。 

電視臺與新聞網內部，都有固定的 SOP，畢竟大家都不想被

罰錢，但難免有新進員工疏失而造成問題。現在對於各種新

聞素材的版權都非常注意，需要取得許可之後才會使用。 

自律委員會每次開會都會討論有爭議的新聞是否可以做，例

如輕生的新聞。這樣的討論對電視臺本身是有好處的，而且

也會在 Line 群組中互相提醒。選舉前比較會召開自律委員會，

提醒各媒體不要觸犯選罷法。 

NCC 是否有辦法先找公正第三方先做一次篩選，真的非常

有疑慮的再轉給電視臺。 

壹電視 我們每天都會開編採會議，在會中討論新聞線索，通常依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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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之作法 

業者 內部自律 外部他律 

經驗就可以看出哪些新聞線索是真實或假的，同時也會確認

該則新聞是否值得播報。 

我認為要用版面或長度作為報導是否公平公正的標準有難

度，現在能做到的就是任何有爭議性的新聞話題或新聞人物，

那一定要有當事人的回應，這是基本動作。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收視率是影響選材最重要的因素，了

解觀眾並給予他們喜歡的題材。選材由主管們開會決定之後，

再回去交代給記者。 

TVBS 

網路新聞的查證真的不會如電視新聞一樣嚴謹，一方面是經

驗不足，另一方面是運作的流程不同。網路新聞同常在確認

該事件為真，或是引用自其他媒體的消息，就已經是查證了。

因為其他網路媒體的報導流量已經不錯了，我們再對該新聞

進行報導，流量也不會差。 

電視新聞則不能只做到這步的查證。 

---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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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業者 內部新聞自律與相關訓練 與外部合作 其他 

民視 

主要的內部職業訓練，通常都是以各組

為單位來傳承內部經驗，依照每天的實

際案例來做學習，判斷如何查證新聞與

判斷避免觸犯兒少等法律的內容。 

有新的判斷標準或法律新的規範，會透

過公司群組與內部公告，反覆進行內部

員工的告知，確保都知道新的規定是甚

麼。 

對外部單位的職業訓練，真的很難參加。

因為維持每天新聞製播就已經人力吃

緊，難以撥出人力去參加這些外部的教

育。 

對於觀眾認為電視臺的信任度降低，我

們只要專心做好自己的新聞，信任我們

的觀眾自然就會存在。 

華視 

選材的內容盡量取用來自官方說法，比

如臉書有藍勾勾認證的帳戶；選材內容

要與社會大眾利益相關；來自中國大陸

的消息要謹慎使用。 

內部有審稿機制。編輯先報稿、再來有

資深的記者與同儕之間互相看稿，沒問

題稿子才會釋出。 

華視有與事實查核中心合作，所以網路

新聞的部分會延續這樣的標準。有錯誤

不會撤銷新聞，因為這樣比較不負責任，

但是之後會做出澄清新聞。 

會送旗下的編輯去上關於兒少、暴力、

血腥、色情的課程，回來後也要與同仁

分享。新聞中對於暴力、血腥、色情和

兒少的內容處理都非常小心。 

因為人力不足，所以很難派出人力參加

新聞查證的訓練課程，只能每天每則地

慢慢讓公司同仁透過實際案例了解如何

查證和處理新聞。 

若網路新聞被檢舉有錯誤，第一步會先

處理各平臺的新聞內容，接下來才會回

頭去檢視寫該新聞的記者。 

華視與公視同屬公廣集團但資源分散，

與商業電視臺相比，人力與資源都相差

許多。應該整合華視與公視的資源，建

立一個 24 小時的新聞頻道，24 小時的

提供觀眾一個不斷提供正確新聞的頻

道。 

台視  
NCC 所開設的新聞查證課程，會派主管

參加之後回來分享。 

人員流動率高，不時會有新進同仁訓練

較少而出現需要修正新聞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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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業者 內部新聞自律與相關訓練 與外部合作 其他 

公視 

公視也會報導社會新聞，但切入的角度

會考慮如何讓新聞對觀眾能起到教育意

義，以及考量如何能讓該事件能有更多

社會價值，並非只報導單一事件，賺取

點擊率或收視率。 

每個組別的組長都是非常優秀資深的新

聞從業人員，都是透過整個環境和每日

的工作中慢慢地培養起自身公視的價值

觀與新聞倫理。 

臺內的教育訓練與講座都有持續在舉

辦，但外部的教育訓練比較少參加。有

時候這類的教育課程會覺得不只新聞從

業人員應該參加，新聞事業的經營者可

能也需要類似的課程。 

如果兒少、菸害防制法等等的法律有所

改變，都會立刻的通知全公司的同仁，

確保不會觸法。在臺內的審帶，通常都

是在審這類的新聞，確保不會一不小心

因為馬賽克沒打好而挨罰。尤其公視的

立場比較特殊，會盡量避免有被申訴的

機會。 

--- 

如果真的在新聞製播上出現錯誤，會在

社群平臺明確的更正，並說明原因後回

覆給 NCC。 

三立 --- --- 

紙媒雖然是被觀眾認為最備受信任的媒

體，但卻也是最快被淘汰的媒體，形成

了信任紙媒卻不去看紙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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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業者 內部新聞自律與相關訓練 與外部合作 其他 

晚上 6 點至 8 點的新聞，是一整天裡面

電視臺呈現新聞內容給觀眾最重要的時

段，但這兩個小時最多只能有 40 多則的

新聞，相比網路沒有限制的情況之下，

電視新聞捨棄了很多新聞。 

直接認定電視媒體不受信任的說法太過

粗糙，應該視事件類型而定。需要眼見

為憑的新聞，例如選舉開票、大災難或

社會事件等等需要畫面的新聞，依然是

比較受大眾信任的。所以單說電視媒體

不受信任，覺得不太公平。 

壹電視 

公司內部設有倫理委員會。 

基本上每個月開一次會，討論這個月有

爭議性或者 NCC 來函要求改善的新聞，

但 NCC 轉來的被檢舉新聞有時候很難

討論。NCC 來函後，倫理委員會做一個

決議，由外部委員對該來函新聞做一個

決議，以及修改建議。 

在開編審會議的時候，其實編審都會在

場，就已經討論該注意事項了，所以在

倫理委員會開會時沒有太多可以討論

的。 

其實大多時候我們都知道標準在甚麼地

方，比如兒少、性侵、擄人勒贖的新聞。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

會下有一個自律委員會，媒合給各個媒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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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業者 內部新聞自律與相關訓練 與外部合作 其他 

這類型的新聞我們討論的很多，也會給

予記者較為明確的採訪新聞標準，尤其

在兒少的部分，但仍會有模糊地帶。 

TVBS 

公司內部有固定會議，檢討 Daily news

的狀況，是主要的自律機制。另外是應

NCC 要求設立倫理委員會，有外部委員

加入共同討論自律，但並不能及時反應

當下的新聞。 

雖然有時對於 NCC 來函被檢舉的新聞

判斷標準不太滿意，也欠缺標準。但仍

會盡量將結果公布給電視臺的同仁知

道，但仍然不容易有標判斷標準的共識。 

派人參與事實查核中心的查證課程，並

在回來後教給同仁，但某些過於強大的

查證工具就不會引入電視臺內。 

往往一則失誤的新聞，會蓋過所有做得

好的新聞。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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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關於新聞錯誤或偏頗，部分業者指出現有《民法》或《刑法》等

法律規範已可對電視臺內容監理上形成基本規範。而在網路新聞方面，

業者指出，現有法規中對於電視新聞的公平原則難以適用於網路新聞，

主要是因網路特性無法以時數或則數衡量，尤其網路新聞實際上缺乏

法源依據可以管轄，主管機關若要針對電視和網路共用報導內容進行

開罰，應明確釐清裁罰標的。 

針對網路新聞公信力，有部分業者認為直接控管內容會有言論自

由的問題，仍須回歸自律和他律的做法，但就自律而言，因新聞媒體

企業集團化，牽涉太多利益糾葛，很難有效自律；而他律須明確釐清

管理標準，亦屬不易。 

其他對於規範的相關建議，主要圍繞申訴流程和項目。有業者指

出，通傳會的申訴結果需要很久才出來，若遇到被申訴的新聞太過久

遠或者該名記者已經離職，就很難處理；另有業者認為，談話性節目

的問題較新聞節目更為嚴重，但基於言論自由，主管機關不易規管；

另有業者認為部分申訴內容無法歸咎於電視臺，太多的這類申訴將對

電視臺帶來過多行政業務壓力，亦無益於業者提升新聞品質，因此希

望通傳會能夠對於被申訴的新聞和項目再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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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規範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

廣播電視法》修正案，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 

業者 意見 

民視 

 主管機關會要求自律的規範，因此內部有自律委員會，裡面有外部委員。民視其實已經有嚴格的品質把關，每個月

都不太有案子要討論。 

 每個當下的規範一定是有所依據，是為了保護某些對象或是為了公平和平衡。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適應這樣的規

則轉變也是展現專業的一部分。 

華視 

 公平與否應該不是網路的遊戲規則，但是假新聞應該要有公權力介入規管，至少要讓新聞媒體所播出的內容是真實

的。 

 目前的華視比較少收到 NCC 要求改善的現象，多在處理過去的新聞申訴。由於內部的編審在新聞播出前本來就已經

有為內容把關，如果有被申訴，依然會審慎去判斷是否有做錯的地方。 

台視 

 網路新聞而言，很難達到公平原則這個目的。因為網路新聞很大程度上是由點閱者來決定內容，如果點閱者不喜歡

某政治人物，就不可能一直提供點閱者。 

 與電視相比，觀眾是被動接收資訊，但網路新聞是點閱者主動挑選想看的新聞，網路媒體本身是沒辦法決定點閱者

要看到哪一則新聞的。 

 電視新聞存在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查證值得信賴，能有電視臺做把關。NCC 應該要管理網路媒體的查證，但怎麼

查證 NCC 要再努力，目前看來，似乎只能由《刑法》下手。 

公共電視 

 觀眾會投訴的新聞，有滿多是立場與政治立場不同。而且新聞報導各候選人的新聞數量，是依照該候選人的活動與

話題，新聞臺再跟進報導，並非刻意地報導某候選人或不報導該候選人，那這類的申訴也只能回覆說謝謝指教。 

 網路新聞真的很難以時數或則數來判斷是否失衡。若直接控管內容又會有箝制言論新聞自由的問題，因此還是只有

自律與他律的方法。但自律因為目前新聞都企業集團化了，太多利益糾葛，很難達到有效的自律；他律則是要把管

理標準釐清，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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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 

 有些事件就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那我們只要本於新聞的專業，在製作新聞上遵守既定的 SOP，長期而言，

觀眾會對我們有信任感。因此不論法規再怎麼修改，對我們來說還是會回到學校所學到的新聞倫理與業界的專業訓

練之上。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營者幾乎沒有干預過新聞。若經營者介入過多，影響新聞製播，那再多的查證與規範都是枉然。 

TVBS 

 自《衛廣法》修正後，對新聞造成很大的困擾。因為即便沒有這個法律，新聞有錯誤或偏頗，本來就有相關的《民

法》或《刑法》可以對電視臺造成壓力。因此不必要再對這樣的事情另外增加規範。 

 而且即使法律通過後，不公平或不平衡的報導還是出現，徒增電視臺要對 NCC 的來函作回覆。 

 目前 NCC 都會針對比較明顯的各大電視臺的單則新聞作規管，但這都過於枝微末節，沒有真的解決到問題。目前認

為真的最嚴重的問題是談話性節目，但節目又因為言論自由的價值，而不易規管。 

 電視新聞曾引用自某人的談話，即便是事實但沒有該事件另一立場的說法，就因為偏頗而被罰。 

 查證與真實真的沒有標準，而且也不認為應該由公權力來劃定標準。此外目前的《民法》與《刑法》有包含新聞的部

分已經足夠，再加上自律新聞臺已經非常自我規範了。 

 如果沒有經營者介入的這層因素，在自律的情況下，各臺追求收視率，其實是很民主的。 

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內容為何？ 

民視 NCC 的規範要更緊或更鬆，依照臺灣的現況而言，就視民意來決定。 

台視 
NCC 要求申訴的回覆時間很短，但結果需要很久才出來。而且會遇到被申訴的新聞太過久遠或者該名記者已經離職，就

很難處理。 

公共電視 

 目前政府管理有母臺的電視新聞網，是透過給母臺施加壓力進而管理新聞網。但整體而言目前並沒有法源依據可以

管轄，所以如果 NCC 真的要對新聞網的內容開罰，其實缺少法源依據。至少應該要分清楚被申訴的新聞到底是電視

頻道還是新聞網，並依照各自的法源作規管與裁罰。 

 如果遇到電視和網路共用內容的報導被開罰，那麼被裁罰的標的到底是電視還是網路也需要被釐清。 

壹電視 

希望 NCC 能夠對於被申訴的新聞和項目再做考量，因為部分的申訴真的無法歸咎於電視臺，太多的這類申訴將對電視臺

帶來過多行政業務壓力。這個現象和手機發達的因素有關，訊息太多了無法做公正的判斷，因為網路沒辦法有很公正的

釐清新聞真實與公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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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 

 電視新聞的狀況，確實比較容易有報導失衡的狀況，而且比較容易對大範圍的人造成影響，確實需要節制。目前認

為真的需要節制的是老闆，可能從換照評鑑的層次去思考。也就是增加行政程序並不會讓電視臺有更多的餘力來作

好新聞。 

 NCC 對於兒少在新聞上的保護規管非常嚴格，但是太過主觀，會讓記者不知道該如何做新聞。且兒少能輕易接觸的

YouTube 上的內容往往尺度大了很多，卻不受規管，似乎讓電視新聞的保護喪失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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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針對網路媒體納管議題，大多數業者認為國內電視臺

發展的網路新聞已受到相當程度的自律規範，並同時受《民法》、《刑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和民間機構 iWIN 監督，不應再加以納管。

惟另一方面，亦有少部分業者認同網路媒體應受到規範，建議主管機

關可參考媒體粉絲數和影響力，具一定影響力者納管；部分業者有提

出分層規管的概念，建議區分為電視臺的網路新聞、紙媒的網路新聞、

網路原生新聞等層級，進行不同程度之規管。 

除此之外，也有業者認為，若要納管便應一視同仁，將所有網路

媒體一同納管。惟此方案在實務執行上有所困難，因此加強業界自律，

仍是目前大多數業者較為認同的管理方式。對此，有業界提議成立網

路媒體行業公會，以強化業界彼此監督，但此方案亦可能面臨網路新

聞媒體定義問題。 

對於傳播不實資訊的網路原生媒體，有業者認為考量現行規管框

架，較為可行的方式是讓該網站連結失效，以降低其對閱聽眾所造成

的影響；至於網路新聞的商業置入，便以市場因素進行調節。另有業

者指出，大型網路平臺如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內容規範對各電視

臺具相當約束力，因違反規範將被平臺遮蔽內容、撤銷影片上傳的權

力並取消帳戶營利，對於媒體的收益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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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網路媒體納管問題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

範圍及如何界定？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先予納管？ 

業者 意見 

民視 

 並不覺得需要特別處理，就讓它自由發展。因為網路沒有使用像電視一樣的公家頻譜或頻道的資源，所以要規管就

無所本。個別網路新聞或言論的嚴重個案，自然有其它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來處理。 

 網路新聞是獨立事業體，因此不能完全套用對電視的管理框架。 

 網路新聞的管理不用刻意區分是否管理有母臺的網路媒體，一視同仁就好。 

華視 

 網路媒體不容易管理，但公權力仍應該對網路媒體進行規範。或許當網路媒體的粉絲數達到一定規模，針對閱聽眾

有一定影響力的網路媒體進行管制，或許是個可以考量的方向。 

 最理想的規範網路媒體的方式，仍是網路媒體與網路平臺自行管理。但除了部分的平臺開始逐漸有自我規範，仍有

不少的網路媒體或平臺認為這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不應受到管理。 

台視 

 NCC 畢竟目前管不到網路，但我們還是會比照一樣的規則辦理。實際上 NCC 無法規管網路內容，但是兒少、社會秩

序法其實都有包含網路內容。因此即便 NCC 不約束網路的新聞內容，仍會有其他法律規範電視臺在網路上的新聞內

容。 

 我們認為電視臺的網路新聞不應該再受到比現在更多的規管了，畢竟 KPI 不同，如果全部適用電視的規範，那我們

何必發展網路新聞? 

 NCC 要列管的，應該是所謂網路的自媒體。因為 NCC 已經可以規範電視臺，連帶電視臺的網路新聞多少也會受到

規管，而且電視臺的新聞網本身因為母公司品牌的關係，也不會任由內容太過脫序。但是其他非電視臺的網路媒體，

對於血腥、暴力、色情的新聞內容則不受規管。 

 若要規管，可以考慮分層規管。比如電視臺的網路新聞、紙媒的網路新聞、網路原生新聞，依照不同的現況和特性管

理應該要有所不同。 

 真正應該列管的是處於三不管的網路媒體，那類伺服器在國外、換個名字就地重生的網路農場或 X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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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 

 真正有問題和需要規管的應該是那些網路隨處可見的自媒體，雖然自稱媒體但是使用的內容都是內容農場的文章。

而這些自傳媒在各大網站如 Yahoo 、LINE 等等都可以看得到，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訊息快速流竄。但是在檢討這些自

媒體時，社會對於媒體的不信任的後果則是由整個新聞媒體來承擔。 

 網路新聞的商業置入不好管，就讓它以市場因素來調節。應該要管假新聞與不實資訊，但怎麼管是一個大問題。因

為內容農場很難找到裁罰的個體，即便關閉一個網站隨時可以再生出一個。 

 考量目前的狀況，可能就是讓該網站的連結失效，以減少不實的網站所造成的影響。 

三立 

 應該將三立新聞網與 UDN 和 Ettoday 一起，要管一起管，不管就都不要管，重點是要公平。尤其觀眾也分不清新聞

網與新聞部的差別，連申訴的時候都可能會對錯誤的對象申訴。 

 或許可以將網路媒體集合起來，像成立衛星公會一樣成立公會來各自監督。 

 如果要管理，應該要管網路媒體的兒少、暴力等等，應該與電視的標準一致。 

 Lidol 電視比較不擔心，因為上 Lidol 的內容多為娛樂內容與其它已經上過電視的內容。電視上播過的內容，在網路

上應該沒有問題，網路的內容尺度比較大。 

壹電視 

 如果 NCC 要管理網路媒體，就要一視同仁的全部納管或是全部都不規管，不能只管電視臺的新媒體，這樣很不公平。

數位媒體已經在和電視臺的新聞網競爭了，但因為我們新媒體部與母臺有聯繫，所以連帶被 NCC 管理，以電視規範

的等級來管理新媒體部，這樣就更無法競爭了。 

 因為電視媒體本來就已經有被規管，因此要加強的應該是和電視頻道沒關係的數位媒體的管理。那如果法規不變的

話，可能迫使電視臺成立一家獨立公司和母公司脫節，以此躲避規管。 

 不受管的網媒可以不受限制的快速發新聞，錯誤就撤銷，但電視臺不行。電視因為側錄而且時間有限，所以容易取

證開罰。但網路新聞的量太多了，不易取證開罰。 

TVBS 

 對於台灣各電視臺最有束縛力的媒體是 Facebook 和 YouTube，因為這兩個平臺自身的規範就包含不得有兒少、暴力、

色情、血腥的內容。若電視臺因為違反這個規範，會被平臺遮蔽內容露出、撤銷影片上傳的權力並取消帳戶營利，對

於媒體的收益有重大影響。 

 網路新聞媒體面對目前要求規管的社會現況，會不禁思考是否要效法 PTT 等網路平臺。這樣就可以藉由平臺規範，

將內容責任歸於使用者或內容的上傳者。 

 網路新聞媒體其實已經有《民法》與《刑法》的相關規範，以及民間機構 iWIN 機構會監督。 

 電視臺所設立的網路新聞網，也會被 NCC 併入規管，認為是廣義的的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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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應該是自由的，目前只要政府有要規管網路的風聲出現，大多都激起民眾的反彈。而且網路國界區別性模糊，

也無法規管跨國性的網路平臺。因此如果要規管網路，還是會回頭必須要考慮到網路平臺該如何管轄。 

 在自律的構造下，或許可以立法成立一個網路新聞媒體公會，彼此監督自律。但會遇到如何定義網路新聞媒體的問

題，而如果仍是電視臺的新聞網參與這個公會，那就不必要另外設一個公會了。 

 網路新聞的狀況就像紙媒一樣目前沒有法律規管，所以可以考慮的是網路新聞媒體應該與紙媒的自律同一個標準。

在保障言論自由的情況下，繼續推動自律應該是比較好的管理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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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策建議的部分，主要關於評鑑和換照制度。有業界建議，

主管機關裁決廢照的決定應該建立在長期的評鑑結果，不能僅以單一

事件作為判斷，並應參考其他行政裁量；另有業者指出，若通傳會認

為電視新聞市場飽和，未來是否應考慮不再開放新媒體進入市場。 

網路新聞是否納入電視臺換照評鑑，亦為業者關注議題，如有業

者希望通傳會具體釐清網路新聞是否列入電視臺換照評鑑，而有業者

則直接表態支持，認為因網路新聞與電視臺的資源互通，且電視臺的

品牌光環能協助網路新聞吸引閱聽眾，因此其表現也應被列入該電視

臺換照的考量。業者意見內容詳如下表 2-21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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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其他政策建議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業者 意見 

民視  評鑑不要淪為形式，徒增困擾。畢竟如果裁罰不利，那就沒有評鑑的意義了。而且當評鑑淪為反覆行政的成果，就

沒有作為評鑑的意義了。 

 NCC 目前的行政權並沒有行使，應該好好發揮本來就屬於你的行政裁量權力，而不是怕招受批評就甚麼都不做。 

 撤照的決定應該建立在長期的評鑑結果，而且參考過程中的其他行政裁量綜合的結果，不能僅以單一事件作為判斷

或是沒有中間的過程，直接說撤照，這樣會太過武斷。 

華視  華視新聞因為保持高標準的新聞品質，所以在換照上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困難。 

 如果電視臺有設立新聞網，那麼新聞網的表現應該被加入電視臺換照與評鑑的參考。因為新聞網與電視臺的資源是

結合而且互相使用的，而且電視臺的頻道品牌光環，可為新聞網吸引相信品牌的觀眾，那麼網路的表現也應該被列

入該電視臺換照的考量。 

壹電視  我們已經依照法規走了，所以其實換照並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但在人員的上面可能會有點狀況需要說明，因為目前

我們是家族公司。所以在人力編制上會有重疊，因此要特別解釋這部分。 

 對於新的媒體想進入電視新聞的市場，我們認為 NCC 如果覺得市場飽和了，那就不用再開放新的媒體進入市場

了，再加上之後的分組付費，就讓市場變得更小了。 

TVBS  網路新聞媒體是否應該被列入電視臺的換照評鑑當中，希望能夠釐清這個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



98 

本研究透過資料蒐集及深度訪談初步掌握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

理現況及業者發展情形。上述業者分析意見點出許多我國在經營層面、

監理層面及內容製播層面上的諸多問題，整理如下： 

（一）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在新聞製播面部分，基本上所有電視頻道都認為電視新聞一定會

處理著作權與是否違法的問題。特別是從爆料社團引出的資料，著作

權問題一定要確定才會引用。至於法律面，普通法，如兒少、性平、

《自殺防治法》、《菸害防治法》等，因為有清楚罰則，作法也相對清

楚，電視新聞會遵守規定。至於新聞價值，基本上都是由編採會議決

定當天是否報導。三器新聞似乎已經不再是電視新聞的主要內容來源，

每一臺的主管都稱，新聞價值判斷仍是關鍵。 

在自律機制部分，部分電視新聞主管認為，層級越高的主管就更

希望以自律取代他律。所有受訪的電視臺新聞主管都認為其頻道不受

經營者的指示，新聞選擇但憑專業判斷。 

有關事實查證部分，多數媒體採取組織層層上報的方式完成查證

工作；尤其在記者為新人的階段，幾乎所有電視臺都以資深記者帶領

的方式處理。組織的內部訓練，有各臺的差異。有些臺以固定一段時

間舉辦演講座談等方式辦理；有些臺會參與臺灣事實查核中心舉辦的

查核工作坊，然後回到臺內傳授給其他同事。絕大多數電視臺都不諱

言以經驗傳承為主，在具體的案例中學習判斷。由於接受訪談的多是

新聞部門高階主管，因此，也會採取公司群組、內部公告的方式反覆

告知內部員工；尤其是涉及法規新規定的部分，更是再三提醒。 

由於網路媒體的性質與電視新聞不同，因此，同時擁有電視頻道

與網路平臺的業者在受訪時的態度就傾向於鬆綁對網路的管制。其中

一位受訪者甚至直言，雖然目前也不滿意自己網路新聞的品質，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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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聞的流量仍是最高。這顯示要達到商業模式，就不可能完全以電

視新聞的標準管理網路。 

但儘管如此，網路新聞的主管對於速度、新聞稿量的要求，仍明

顯高於電視頻道。雖然多數網路新聞主管認為查證仍是重要的，但在

實際操作上，部分受訪者仍表示「上傳新聞」就是須要求快速。因此，

實務上經常是先上架新聞，接到投訴或者當天編採會議上，才與其他

主管判斷內容是否修改或下架。相較於電視新聞對下架採取較高的標

準，網路新聞基本上並不排斥將有問題的內容下架。 

（二）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若新聞製播後遭到投訴，所有電視臺都會依照規定回覆或處理。

投訴到電視臺內的，採取直接回覆，並且回到採訪組檢討等機制。投

訴到通傳會的，在接獲通傳會轉發投訴案後，依照規定交由採訪或編

輯主管負責瞭解內情，然後回覆。 

不過，所有電視新聞主管都提到，通傳會轉來的投訴案五花八門，

受訪者認為，有些投訴並不合理。例如，有些投訴提到某些集會的人

數估計；受訪者多數認為，集會遊行的人數不可能有真正正確的數字，

都僅能以各種方式估測，觀眾卻以自己認定的估計值投訴新聞錯誤，

這類型投訴幾乎無法處理。此外，所有受訪者都提到，通傳會轉來投

訴案件實在太多，造成不小行政負擔，但絕大多數都可能是因為政治

立場來投訴新聞不公，這可能是頻道無法處理的。除此之外，電視臺

回覆通傳會轉來的投訴後，通常要花較長時間才會得到最終裁決結果，

有時候記者、編輯或者主管已經離職，實際上要對其新聞表現作檢討

已是不可能。 

對於網路新聞的規管，電視頻道主管多認為應該與電視相同，尤

其在一般法的部分，不應該一個體制下有兩種判斷標準。網路新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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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基本上同意網路新聞也應該遵守一般法，然而衛廣法是否能直接管

理網路新聞，多數經營網路新聞的受訪者都持負面態度，認為不應該

如同管電視那樣管網路。 

部分受訪者也提到，若考慮假新聞議題，那麼真正應該管理的是

自媒體、內容農場。受訪者認為，當整體新聞環境不受信賴時，所以

新聞工作者都會受到影響，因此規管應該分層分級、全面合理管理。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不論電視或網路主管，都提到對平臺的管理，

需要通傳會等主管單位注意。注重點擊率的受訪者提到，目前最有影

響力的管理平臺就是 Facebook 與 YouTube，因為這兩個平臺在處理

爭議內容時，會積極下架爭議內容，或者給予不與分潤（YouTube 黃

標）的處分。這對於透過社群平臺商業機制營運的網路新聞業者來說，

有相當強大的管制能力。 

有些受訪者提到，真正需要管理、管制、規約的並不是新聞編採

人員，而是媒體老闆。若能從法制面上對媒體出資者可行、不可行之

行為有所規範，絕大多數新聞內容的爭議都可以有效消除。 

在自律機制部分，每位受訪者都提到依照規範成立自律委員會，

並且依法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新聞實際作為中需要討論的事項。有些

有明確規範的製作準則（如：血腥畫面定格、馬賽克等），所有業者

都明確表示已經嚴格遵守。然而困難之處就在於尚未有明確規範的部

分。尤其，若加上新聞發展本身造成的不同判斷，就更需要主管機關

站在業者立場來理解。多位受訪者在討論自律機制時，不約而同提到

「協尋離家少女」的案例，這個案例最初是家長透過警察局協尋，因

此記者在與警察單位確認可以發佈照片協尋後，紛紛大幅報導。兩天

後尋獲少女，開始追究誘拐者刑責時，接到觀眾投訴未能在影像呈現

上保護少女。通傳會也將這些投訴案轉到電視臺，甚至部分形成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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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受訪者皆認為，這條新聞明顯是「發展中」的事件，主管單位

應該分清楚各家新聞何以在特定時間對新聞作特定處理，而不是一味

處罰。 

最後，關於換照評鑑等議題，多數受訪者認為，評鑑耗時費力，

是電視臺或網路組織很大的行政負擔，有些受訪者甚至認為，NCC 應

該真正發揮行政裁量權，建立合理的機制，罰所當罰，而且不要為了

一些小事不斷轉寄民眾投訴給電視臺。在長期觀測的基礎上決定評鑑

結果，才能建立有公信力的換照機制。 

本研究彙整上述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即監理現況，並為比較各

國發展情形，以下第三章至第八章再針對美、英、德、日、韓、澳等

六大國家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作法進行整理，並於第九章說明焦點座

談會議辦理成果及我國、各國政策比較分析，最終於第十章提出本案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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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美國廣播電視與視聽服務產業蓬勃發展，為了瞭解其市場發展與

競爭狀況，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轄下媒體局（Media Bureau）

依法每年定期向國會提出影音頻道播送服務市場競爭報告（Annual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the Delivery of 

Video Programming）。 

依其於 2020 年底釋出的《2020 通傳市場報告（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34，美國消費者可從多元管道接收影音節目內容，

而依照不同媒體服務的競爭情形與服務提供者樣態，目前美國影音節

目服務提供者主要可劃分為無線廣播電視臺（Broadcast Television 

Stations ）、多頻道視訊傳輸平臺（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 MVPDs）  和線上影音平臺（Online Video Distributors, 

OVDs）等三大類。以下先簡要說明三大服務提供者的經營特點，而

各類服務提供者之詳細新聞頻道經營情形則於下一小節說明。 

一、 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一） 無線廣播電視臺 

無線廣播電視係指透過無線電進行視聽節目之播送，以供公眾收

視、聽。此類別之業者包括附屬於美國無線電視聯播網（如 ABC、

CBS、FOX、NBC 等，詳細說明如本節第二大點）的當地無線電視臺、

獨立商業電視臺和非商業教育電視臺等三大類。這些無線電視臺全天

依照固定的節目時間表來排播電視節目，包括直播體育賽事、新聞報

導和其他即時的廣播電視節目等。 

 
34 FCC, 2020. FCC Releases 2020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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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頻道視訊傳輸平臺（MVPDs） 

多頻道視訊傳輸平臺（MVPDs）業者係指透過線纜或衛星技術來

向消費者傳遞影音節目內容之事業經營者，包含我國俗稱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與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

（如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等。 

MVPDs通常提供節目內容型態包含線性頻道（如有線電視頻道、

再傳輸的無線廣播電視頻道）和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

等兩大類。傳統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如 Comcast、Charter 等）、

電信業者（如 AT&T 旗下的 U-verse 服務、Verizon 旗下的 Fios 服務

等）和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業者（如 Dish Network 和 DIRECTTV）

等都屬主管機關 FCC 認定的 MVPDs 業者。 

（三） 線上影音平臺（OVDs） 

線上影音平臺（OVDs）業者係指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傳遞

影音內容給消費者之事業經營者。此類服務除提供線性影音頻道和隨

選視訊內容之外，通常亦會透過租賃或單次販售等方式提供影音內容

給消費者。大型 OVDs 經營業者如 Netflix、Hulu、Amazon、DISH Sling 

TV 等。近年由於寬頻網路與數位媒體蓬勃發展，美國部分業者也開

始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線性有線電視頻道和無線廣播電視頻道，此類業

者服務內容類似於傳統 MVPDs，因此美國 FCC 在相關監理文件中又

稱其為「Virtual MVPDs」，代表服務業者如 Sling TV、AT&T TV NOW、

Hulu Live TV、YouTube TV 和 PlayStation Vue 等，透過開放式網路架

構串流提供無線廣播電視頻道和有線電視頻道等服務內容。 

美國早年無線廣播電視產業發達，為民眾主要電視頻道接收來源。

但隨著傳播技術演進，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等 MVPDs 業者

快速發展，目前已成為影音服務市場主要市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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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家戶訂閱數來看，2019 年美國約有 75%家戶訂閱 MVPDs

服務，為民眾收視視聽服務的主流。而近年在Amazon、Netflix等OVDs

服務的快速成長下，2019 年訂閱式隨選視訊（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 的訂戶數亦高達 74%，兩者訂戶數占比已逐漸接

近。美國 MVPDs 過去多年來雖一直為美國閱聽眾收視電視節目的主

要管道，但其訂戶數自 2013 年起已呈現消退趨勢，而 OVDs 訂戶數

則快速成長，顯見閱聽眾消費習慣及廣電市場已出現變化。無線廣播

電視收視市占則約佔全美家戶 13%左右。2019 年美國 MVPD、OVD

與無線廣播電視訂戶市占示意如下圖 2-1，區塊重疊部分係指重複訂

閱的家戶占比。 

  

資料來源：FCC, 2020. FCC Releases 2020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圖 3-1 美國影音服務家戶市占情形 

 

據 FCC 統計，2019 年 MVPDs 總訂戶數達 8,346 萬 4,546 戶，較

2018 年 8,983 萬 3,842 戶減少超過 600 萬戶。美國 7 大 MVPDs 業者

包括四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Comcast、Charter、Cox 和 Altice）、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業者 Dish Network、電信業者經營的 Verizon Fios

和 AT&T（旗下同時擁有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DIRECTV 和 AT&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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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等），如下表 3-1。 

表 3-1 美國 MVPDs 業者訂戶數 

 

資料來源：FCC, 2020. FCC Releases 2020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以不同類別之 MVPDs 業者訂戶數來看，美國 MVPDs 業者中，

仍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占比最高，其次為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電信業者經營的 MVPDs 服務市占相較低，如下表 3-2。 

表 3-2 美國不同類別之 MVPDs 訂戶數占比  

 

資料來源：FCC, 2020. FCC Releases 2020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2020-communications-marketpla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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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視產業結構（如下圖 3-2）來看，美國電視頻道節目從製播

到閱聽眾接收，主要可區分為上游內容製作（Content Creation）和節

目內容組合包裝服務業者（此服務類型類似於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

中所稱之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主要業者包括 CNN、ESPN、Disney 等

有線電視頻道業者和 ABC、CBS、NBC、FOX 等無線廣播電視聯播

網）、中游電視系統播送（TV Distributors）業者（包括無線廣播電視

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等）和下游閱聽眾（TV Viewers）等三大產業

結構。 

 

資料來源：RCN, How Do Programming Costs Work? https://www.rcn.com/hub/about-

rcn/programming-costs/ 

圖 3-2 美國電視產業結構 

其中，在美國電視產業快速發展下，已出現明顯的垂直產業鏈整

合趨勢。尤其大型的 MVPDs 業者為了取得頻道內容授權並擴大服務

競爭力，會透過併購、購買股權等方式，來取得有線電視頻道、無線

廣播電視網和區域性體育賽事聯播網的經營權。舉例來說，美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業者Comcast旗下就擁有數 10個知名電視頻道經營權，

包括 NBC Sports Network、CNBC 等；除此之外，AT&T 則是在 2018

年完成 Time Warner 併購案，擁有包括 Warner Bros Studios、HBO、



107 

CNN 等知名電視節目或頻道品牌35。 

在線上影音平臺（OVDs）方面，業者除了透過版權購買來取得

既有廣播電視頻道與節目內容播映權外，大型 OVD 業者如 Netflix、

Amazon 等近年更積極投資原創影音內容，以與傳統電視服務做出差

異化。此類型服務業者主要以經營隨選視訊（VOD）服務為主，與傳

統按線性節目時間表 24 小時排播電視節目的電視頻道經營型態較不

相同。 

以下本研究再分別就美國無線廣播電視、MVPDs 等服務業者播

出之電視新聞頻道節目內容經營特性進行說明。 

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業者 

（一） 無線廣播電視臺頻道經營特色 

無線廣播電視業者經營須透過無線電進行影像與聲音之傳播，其

電波頻率的分配與經營均需依照美國《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向主管機關 FCC 申請取得經營執照，始得進入市場營運。而由於美

國 FCC 自 2004 年後就凍結全功率商業無線電視臺執照拍賣，至今未

再開放36，因此若有新進業者欲進入市場，僅能透過併購、股權購買

等方式來取得經營權。總體而言，美國全功率商業無線廣播電視臺約

維持在 1,300 家左右，包括特高頻（VHF） 超高頻（UHF）無線廣播

電視臺，非商業無線廣播電視臺則約 400 家左右（如下表 3-3）。 

 

 
35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36 同上註。 



108 

表 3-3 美國 2015-2018 年廣播電視臺數量 

 

 
資料來源：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商業無線廣播電視臺的經營模式主要服務兩大客戶：閱聽消費者

和廣告主。廣告是電視臺目前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於 2017 年廣告收

入約佔總體營收 61%）。除此之外，由 MVPDs 業者支付的頻道再傳

輸（Retransmit）授權費用於無線廣播電視臺營收佔比，在近年來也逐

漸增加，2017 年佔總體營收 31%，如下表 3-4。 

表 3-4 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營收來源佔比 

 

 資料來源：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以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來說，電視臺通常係透過 2 種方式將電視頻

道內容播送至消費者家中：1.發射無線電波將影像傳送至消費者家中；

2.透過 MVPDs 或 OVDs 業者再傳輸頻道內容，因此無線廣播電視臺

同時扮演的「內容發行（Content Distribution）」和「內容遞送（Conten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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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2 種角色。 

當無線廣播電視臺與 MVPDs、OVDs 等系統平臺簽署再傳輸協

商或必載協議時，其所扮演之角色即為內容發行（ Content 

Distribution），經營模式類似於有線廣播電視網（Cable Networks）。而

當無線廣播電視臺透過無線電波頻譜傳遞影音內容時，則扮演內容遞

送（Content Delivery）的角色，與經營系統播送平臺之 MVPDs 業者

角色類似。 

根據 FCC 調查37，美國多數無線廣播電視臺均會自製頻道內容，

尤其是新聞節目或地方體育賽事等，除此之外，抑會透過附屬的無線

廣播電視聯播網（Affiliated Broadcast Networks）或聯賣機構來取得節

目內容播映權。 

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很早便運行聯播網（Network Affiliate）策略，

由大型廣播電視臺與地方獨立或附屬廣播電視臺簽約加盟，以取得大

型無線電視臺部分或全部節目內容播映權，並以分銷機制共享以創造

更多廣告營收。因此，美國早年即有 3 大知名無線廣播電視網，包括

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國家廣播公

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Corporation, CBS）等，皆是活躍於美國 20 世紀電視史的電視聯播網

38。 

一直到 1987 年後第 4 大福斯電視網（Fox Broadcasting Company, 

FBC）進入市場，收視率快速躍升，逐漸打破過去 3 大無線電視網壟

斷市場的局面。再加上 2006 年派拉蒙（United Paramount Network, 

UPN）和華納兄弟（Warner Bros.）公司合併成為 CW 無線廣播電視

 
37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38 白卿芬等人，2018。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107 年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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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播網（The CW Television Network）39，至今美國已形成 5 大商業無

線廣播電視網，其中又以 ABC、CBS 和 NBC 製播的新聞節目最具代

表性40。 

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在編排頻道節目內容，通常都是隨著其依附

的電視聯播網而定，並額外自製當地新聞節目、轉播地方體育賽事等。

大型廣播電視聯播網製播的頻道節目往往是主流節目，節目類型包括

主要時段的娛樂節目、戲劇、新聞和大型體育賽事等41。 

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通常會在每年的 2 月、5 月、7 月、11 月等

編排頻道節目內容，以便於廣告商接洽廣告時段銷售。許多無線廣播

電視臺為了與其他有線電視等競爭業者做出差異化，會自製當地新聞

節目，包括新聞專題、調查報導、地區或地方性的體育賽事和社區事

件報導等。 

根據 FCC 調查報告42顯示，2017 年平均每個無線廣播電視臺每

週播出 5.6 個小時的地方新聞，較 2016 年略為下降。雖然民眾接收

地方新聞的管道已經越來越多元（包括地方無線廣播電視臺、大型電

視聯播網、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和網際網路等），地方無線廣播電視臺

仍是民眾最主要、且最偏好的即時新聞來源。 

此調查結果與美國知名新聞研究機構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

查發現一致43。據該研究單位於 2017 年的調查結果，雖然美國成年人

透過電視接收新聞的比例逐年降低（從 2016 年 57%下滑到 2017 年

 
39 同上註。 
40 Fox 無線電視聯播網早年並無經營新聞頻道，一直到 1996 年後成立 Fox News 有線電視頻

道，躍升美國主要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之一。 
41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42 同上註。 
43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Fewer Americans rely on TV news; what type they watch varies by who 

they ar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1/05/fewer-americans-rely-on-tv-news-what-

type-they-watch-varies-by-who-they-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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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但總體而言，地方無線電視臺製播的新聞節目仍是民眾收視主

流，其次為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大型無線電視聯播網新聞等（如下圖

3-3）。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Fewer Americans rely on TV news; what type they watch 

varies by who they ar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1/05/fewer-americans-rely-on-tv-

news-what-type-they-watch-varies-by-who-they-are/ 

圖 3-3 美國民眾主要新聞收視來源 

 

近年來，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為了挽救收視率下滑、網際網路快

速發展等趨勢，也開始透過網站、Apps、社群媒體等來增加廣播電視

節目對外發布的機會，尤其是新聞節目，美國多數電視臺均會透過官

方網站來提供新聞影片、直播串流節目甚至是新聞直播（Newscasts）

等，已成為電視臺的常規（Routine）。 

至今許多公司包括網路服務業者、網站營運商等都也開始擴張多

元且高品質的廣播影音節目或非廣播影音節目給消費者，例如許多無

線廣播電視臺也開始經營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

尤其將即時新聞（Breaking News）透過社群媒體第一時間傳遞給消費

者；除此之外，部分網際網路服務公司也開始與傳統節目業者、電視

網和其他內容業者建立商業關係，於網際網路上創造更多元的節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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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對於傳統電視業者來說，不僅影響電視收視率，更間接影響電視

臺的收益。 

在廣告收入逐年降低的情況下，美國有部分無線廣播電視業者轉

向著重發展內容製作，透過跨媒體集團製播不同類型的影視內容，並

藉由全球或地方性的影視內容授權來增加收益，以避免廣告收益降低

問題。例如 ABC 背後的母公司 Disney，同時也經營電視和電影製作

公司，並擁有 Disney Cable Channels 和 ESPN 等有線電視聯播網。

2018年Disney又併購Fox，包括旗下Fox聯播網（簡稱FX Networks）、

國家地理合股有限公司（National Geographic Partners）、Fox 電影製作

相關機構（包括 Twentieth Century Fox、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和 Fox 

2000 Pictures）、Fox 電視節目創意製作機構（包括 Twentieth Century 

Fox Television、FX Productions 和 Fox21）等，聯合成為跨媒體影視製

作的重要企業。 

而除了擴張節目內容製作的多元性與數位發展之外，在無線廣播

電視數位化發展下，無線電波可以乘載更多頻道內容，因此美國電視

臺亦開始發展多頻道播送（Multicast Streams）制度，例如同時提供高

畫質（HD）和標準畫質（SD）的頻道等。根據 FCC 統計44，在 2017

年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共有 6,109 個頻道，較 2016 年增加 5,906 個，

顯示無線廣播電視臺多頻道播送（multicast streams）現象逐步擴張。 

從上述發展現況可見，新聞節目往往是無線廣播電視臺自製的指

標性節目內容，尤其是對地方電視臺來說，為了與有線電視頻道等做

出差異化，亦會製播地方新聞節目或運動賽事直播等內容，且為美國

民眾目前最主要的新聞資訊來源。 

除此之外，美國在大型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營運制度下，ABC、

 
44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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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 和 NBC 等大型電視聯播網製播的新聞節目往往亦是收視主流，

但隨著有線電視聯播網的蓬勃發展下，至今收視影響力已較以往衰退。

且隨著數位媒體蓬勃發展之下，新聞頻道逐步開始往數位媒體靠攏，

包括經營網站、網路新聞直播等數位服務，並透過社群媒體等將即時

新聞第一時間上傳。 

總體而言，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聯

播網中較具代表性的新聞節目，包括 ABC News、CBS News、NBC 

News 等，主要製播節目包括晨間新聞（早上 6 點到 9 點）、晚間新聞

（下午 4 點到 7 點）和深夜新聞（晚間 11 點到凌晨 2 點）45，除此之

外 Fox 無線電視聯播網早年並無經營新聞頻道，一直到 1996 年後成

立 Fox News 有線電視頻道，並躍升美國主要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之一。 

（二） MVPDs 付費電視頻道經營特色 

根據 FCC 調查46，美國目前單一 MVPDs 系統平臺業者就提供上

百個線性電視頻道，且業者與業者之間提供的頻道內容多數相互重疊，

較少獨家頻道內容。大型的 MVPDs 業者通常會提供主要無線廣播電

視網或有線電視網（major broadcast and cable networks）頻道內容，

另有少數精選頂級頻道（Premium Channel）。 

在新聞頻道方面，MVPDs 業者除了再傳輸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

頻道節目之外，亦提供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和境外衛星新聞頻道等。其

中，在有線電視新聞頻道方面，目前三大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分別為

CNN、Fox News 和 MSNBC47，其中又以 Fox News 的收視率最為領

先48。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主要的新聞播報時段為日間新聞（上午 6 點

 
45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Local TV News Fact Sheet. 

https://www.journalism.org/fact-sheet/local-tv-news/ 
46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47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Local TV News Fact Sheet. 

https://www.journalism.org/fact-sheet/local-tv-news 
48 Ellefson, L. 2020.  MSNBC and CNN Have Daytime Ratings Wins in July, Fox News I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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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 6 點）和晚間新聞（晚上 8 點至 11 點）。其他時間播報節目還

包括新聞評論、談話性節目等。 

目前於美國MVPDs等付費電視播送的新聞類頻道列舉彙整如下

表 3-5。 

表 3-5 美國付費電視新聞頻道列表 

頻道名稱 經營業者 

AccuWeather Network AccuWeather 

BBC World News BBC Studios 

Bloomberg TV Bloomberg L.P. 

CGTN China Media Group 

CGTN Espanol China Media Group 

Cheddar Business Altice USA 

CNBC NBCUniversal （NBCUniversal News Group） 

CNBC World NBCUniversal （NBCUniversal News Group） 

CNN WarnerMedia （WarnerMedia News & Sports） 

CNN International WarnerMedia （WarnerMedia News & Sports） 

Court TV E.W. Scripps Company （Katz Broadcasting） 

C-SPAN National Cable Satellite Corporation 

C-SPAN 2 National Cable Satellite Corporation 

C-SPAN 3 National Cable Satellite Corporation 

Fox Business Network Fox Corporation （Fox News Media） 

Fox News Channel Fox Corporation （Fox News Media） 

France 24 Government of France 

Free Speech TV Public Communicators Inc. 

Fusion TV Univision Communications （Fusion Media Group） 

HLN WarnerMedia （WarnerMedia News & Sports） 

i24NEWS Altice USA 

Justice Central Entertainment Studios Networks 

Link TV Public Media Group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cal Now Entertainment Studios Networks 

MSNBC NBCUniversal （NBCUniversal News Group） 

MSNBC World NBCUniversal （NBCUniversal News Group） 

Newsmax TV Newsmax Media 

Newsy E.W. Scripps Company 

NHK World Japan NHK （Japanese Government） 

One America News Herring Networks inc. 

 
Watched. https://www.thewrap.com/july-cable-news-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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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名稱 經營業者 

Network 

RT America （ANO） TV-Novosti 

TheBlaze Blaze Media Inc. 

Weather Channel Entertainment Studios Networks 

WeatherNation TV WeatherNation TV Inc. 

Weatherscan Entertainment Studios Networks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針對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及MVPDs 業者提供的主要

付費電視新聞頻道，再詳細說明如下： 

（三） 美國無線電視及付費電視新聞頻道 

美國五大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中最主要的新聞節目，分別是由

ABC、CBS 和 NBC 等電視臺新聞部門製播的新聞節目，說明如下： 

1. ABC：ABC News 是由 ABC 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旗下新聞

事業部門經營的電視新聞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目包括晚

間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和晨間新聞《Good Morning 

America》等。 

2. CBS：CBS News 是由 CBS 無線廣播電視聯播網旗下新聞部

門所經營的電視新聞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目包括晚間新

聞《CBS Evening News》、晨間新聞《CBS This Morning》和

新聞專題和政治談話性節目等，為美國歷史悠久的新聞節目

品牌。 

3. NBC：NBC News 是由 NBC 旗下新聞部門經營的電視新聞

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目包括晚間新聞《NBC Nightly News》

和新聞談話性節目《Meet the Press》等。 

在付費電視頻道部份，美國目前 MVPDs 平臺中，最主要且最知

名的三大新聞付費頻道為 CNN、Fox News 和 MSNBC。 

1. CNN：為美國第一個有線電視新聞頻道，除製播美國本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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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外，亦十分關注全球新聞，並創立「CNN International」

等國際新聞頻道品牌，目前除經營美國境內市場外，還可在

全球多個國家或地區收視。主要經營權係由 AT&T 旗下的

Time Warner 所擁有。 

2. Fox News：經營權屬福斯公司（Fox Corporation）所擁有，成

立之後收視率快速上升，目前為三大有線電視新聞頻道收視

率之冠。 

3. MSNBC：MSNBC 為 NBC 旗下新聞系列頻道之一，除了

MSNBC 之外，尚有 CNBC 財經新聞頻道。除了美國境內，

MSNBC 亦在加拿大等國家播映，主要經營權係由美國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 Comcast 持有。 

本研究彙整美國境內主要經營新聞節目或付費新聞頻道業如下

下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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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美國六大主要電視新聞頻道列表 

頻道類型 商標圖案 
頻道名

稱 

成立

年份 
頻道主要經營特色 

無線廣播電視

聯播網 

 

ABC 1943 
ABC News 是由 ABC 網旗下新聞事業部經營的電視新聞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

目包括晚間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晨間新聞《Good Morning America》 

 

CBS 1927 

CBS News 是由 CBS 旗下新聞部門經營的電視新聞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目包

括晚間新聞《CBS Evening News》、晨間新聞《CBS This Morning》和新聞專題和政

治談話性節目等。 

 

NBC 1939 
NBC News 是由 NBC 旗下新聞部門經營的電視新聞品牌。主要製播的新聞節目包

括晚間新聞《NBC Nightly News》和新聞談話性節目《Meet the Press》等。 

有線電視及衛

星電視頻道 

 
CNN 1980 

為美國第一個有線電視新聞頻道。除製播美國本土新聞，亦十分關注全球新聞，並

創立「CNN International」等國際新聞頻道品牌，除美國境內外，還可在全球多個

國家或地區收視。目前主要經營權係由 AT&T 旗下的 Time Warner 所擁有。 

 

Fox 

News 
1996 

經營權屬福斯公司（Fox Corporation）所擁有，成立之後收視率快速上升，目前為

三大有線電視新聞頻道收視率之冠。 

 MSNBC 1996 

MSNBC 為 NBC 旗下新聞系列頻道之一，除了 MSNBC 之外，尚有 CNBC 財經新

聞頻道。除了美國境內，MSNBC 亦在加拿大等國家播映，主要經營權係由美國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 Comcast 持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x_News_Channel_controversie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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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美國廣播電視主管機關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其成立

係依美國 1934 年通過的《通訊法（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以

委員會制度運作，每任委員任期 5 年，並職司廣播、無線廣播電視、

衛星、有線電視、電信等傳播媒介管理。 

FCC 內部依職權分工設有 7 局 11 辦公室，其中媒體局（Media 

Bureau）主要負責媒體產業相關政策與執照管理（Licensing Programs），

包括有線電視、無線廣播電視、廣播及部分衛星營運事務等。媒體局

除負責監理業務外，還扮演鼓勵媒體市場創新發展的角色，並定期蒐

集產業資訊對外公布49。 

而針對電視新聞內容之民眾投訴與執法裁處，則是由 FCC 下設

「消費者與政府事務局（Consumer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Bureau）

和「執行局（Enforcement Bureau）」等兩部門分別處理。FCC 會定期

在官方網站公開民眾針對新聞內容之申訴及 FCC 裁處結果。 

二、 監理法規 

FCC 監理通傳產業之所有法律規範均編列於美國聯邦行政規則

第 47 篇（Title 47 of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47 CFR）50，包含

5 大章節（如下表）明定 FCC 設立之目的與職責之外，亦包含著無線

廣播電視、有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等廣電媒體業者進入市場之監理

法源依據。 

 
49 FCC Media https://www.fcc.gov/media 
50 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altion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tpl=/ecfrbrowse/Title47/47tab_02.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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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美國聯邦行政法規第 47 篇 

資料來源：Electronic Code of Federal Regualtion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tpl=/ecfrbrowse/Title47/47tab_02.tpl 

 

不同媒體在進入市場時，FCC 依法所採取的管制架構與監管強度

不盡相同，會隨著媒介特性與市場狀況而改變。以下分別就涉及電視

新聞節目或電視新聞頻道之無線廣播電視及付費電視頻道監理政策，

詳細就營運管理作法及內容監理等兩大面向進行說明。 

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一） 無線廣播電視 

美國崇尚市場機制，言論自由極受保障，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

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明定，只要節

目內容中沒有造假、猥褻或毀謗等違法的嫌疑，嚴格禁止美國國會及

FCC 制定任何法律，或是採取任何行動來干涉言論及新聞自由，此外

《通訊法》也禁止委員會審查廣播電視內容或限制其表達自由。惟表

達自由並非無限制，諸如淫穢、暴力與不實等內容仍受有部分限制。 

因此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製播的頻道內容，原則上都是由電視臺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tpl=/ecfrbrowse/Title47/47tab_02.tpl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tpl=/ecfrbrowse/Title47/47tab_02.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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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按市場需求決定，FCC 原則上並無法源依據介入事前內容管制，

連帶在無線廣播電視臺之電視頻道管制上（包含新聞頻道），亦無任

何頻道執照申設、評鑑、換照及申設總量管制之規定51。FCC 僅針對

無線廣播電視臺之申設採取較嚴格的執照審核機制，主要原因係因無

線電視傳播需要利用無線電波，為避免不同頻譜用途相互干擾，因此

以拍賣競標制度分配頻譜，並透過執照審核來管制業者市場進入。然

而，FCC 自 2004 年後就已宣布凍結全功率商業無線廣播電視頻譜拍

賣作業，因此新進業者原則上僅能透過併購、股權購買等方式來參進

市場52。 

欲成立無線廣播電視臺之業者，需先向 FCC 媒體局申請執照許

可，無線廣播電視執照區分為商業（Commercial）及非商業（Non-

Commercial Educational, NCE）電視臺兩種，業者在成立電視臺前需

先向 FCC 申請「營建許可」（Construction Permit），申請人需展現具

備建置與經營電視臺的能力，並保證其使用之設備不會干擾其他電視

臺。申請通過取得營建許可後，需在一定期間內（通常為 3 年內）完

成電視臺建置。獲得電視臺營建許可者完成電視臺建置後，則需申請

電視臺經營執照，申請時一併附上營建許可、技術與其他完成條件，

經由 FCC 審查通過後，電視臺經營業者正式取得經營執照。 

FCC 會考量電視臺所有權合法性、是否有獨佔情形、電臺分布狀

況等，綜合有效競爭、節目近用與必載等規定進行評估，以決定是否

許可，執照效期最長期限為 8 年，倘欲繼續營業，應於執照效期到期

前申請換照（renew）。 

美國 FCC 在執照發放對象上僅針對單一無線廣播電視臺，無線

 
51 FCC, 2019. The Public and Broadcasting.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

broadcasting#FCC 
52 FCC, 2018. In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55217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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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聯播網（如 ABC、CBS、NBC、Fox 等）或由電視臺自行聯

合組成的營運單位（例如美國公共廣播電視網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等）則無需另外取得 FCC 許可執照。 

關於電視臺執照換照機制，根據 FCC 官方文件說明53，業者得在

指定期限內向 FCC 提出換照相關文件，包括說明其在節目內容營運

及平等雇用機會等。FCC 指出54，由於美國無線電視臺設立有其地方

性意義（Broadcast Localism），因此執照持有者有義務服務地方社區，

並依照當地社區公共利益來製播節目。美國國會除依法授權 FCC 監

督無線電視臺業者達到服務普及化（widespread service）之外，FCC

亦將監督電視臺提供地方服務為重要義務。因此，取得執照之無線廣

播電視臺在 FCC 的監督下，其所製播的電視節目必須要反映地方社

區的利益與需求。 

FCC 具體監督做法，係要求無線廣播電視臺業者每季必須在公共

檢查文件（public inspection file）更新「議題／節目清單（issues/program 

list）」，以向公眾說明其針對地方需求、問題等所製播的電視節目。FCC

原則上賦予無線廣播電視臺自主裁量權，可自行決定地方最重要的問

題及如何服務地方的方式，以作為其符合公共利益義務之證明。 

此證明文件將作為 FCC 監理、換發執照時的重要審查依據，以

檢視無線廣播電視臺服務地方社區並符合公共利益義務之證明，其他

還包括依照《1990 兒童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等

檢視電視臺製播兒童電視節目情形。 

若閱聽眾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每季提交的說明文件有異議，除可

直接向電視臺反應意見之外，亦可主動向 FCC 申訴，或在無線電視

 
53 FCC, 2020. License Renewal Applications for Television Broadcast Stations. 

https://www.fcc.gov/media/television/broadcast-television-license-renewal 
54 FCC, Broadcasting and Localism. https://transition.fcc.gov/localism/Localism_Fact_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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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換照（renew）程序中，向 FCC 提出反對電視臺換照之請願聲明。 

由於目前美國無線廣播電視臺執照限期以 8 年為限，在執照到期

前幾個月，FCC 要求電視臺提交換照申請文件，同時也會向電視臺服

務之地方發出換照程序通知，針對換照審查有異議之閱聽眾可提出請

願聲明，主管機關會在換照前於地方召開公聽會（Hearing），以搜集

閱聽眾、公民團體、產業公協會等多方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辦理公聽

會之意義，是為了使公眾有機會參與電視臺執照審理過程，以達到公

共參與的目標。 

總結而言，考量到無線廣播電視臺在使用頻譜資源及服務地方社

區等公共利益上，FCC 對於單一無線廣播電視臺之市場進入採取較嚴

格的執照許可制度，且考量其傳播技術特性，為分配電波頻譜並達成

和諧使用，因此設立較高的市場進入門檻。 

除此之外，對於電視臺之節目製播、頻道內容乃至於聯播網制度

等則無設立事前管制措施，僅要求電視臺應每季填寫「議題/節目清單

（issues/program list）」，以說明其服務地方、實踐公共利益等義務，

並作為無線廣播電視臺換照審查時的裁量依據之一。 

（二） 付費電視新聞頻道 

於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上，原則上美國 FCC 對於在 MVPDs 系統

平臺上播映之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並無設立任何執照許可或登記制度，

包括無任何執照申設、評鑑、換照及申設總量管制之限制。有線電視

及直播衛星電視頻道播映的頻道節目是由系統業者根據消費者需求

和商業協議決定（另有部分地方無線廣播電視臺必載或再傳輸協議等

規定），對於經營有線電視等付費新聞頻道業者來說，無須事前向 FCC

登記或申報，亦無執照管制措施。 

FCC 未針對付費電視新聞頻道設立事前管制措施，主要係考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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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新聞自由。雖然過去幾次在美國有線及直播衛星電視等付費電視

新聞頻道的報導爭議事件下，都曾出現要求主管機關管制新聞頻道執

照之聲浪，但均遭 FCC 以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而嚴正駁斥，

並重申 FCC 並無任何法律授權設立新聞頻道執照制度，顯見美國主

管機關對於新聞與言論自由之重視，因此對於付費電視頻道也無設立

頻道執照、評鑑與總量管制之思維。 

尤其是在 2017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後，美國時任總統 Donald 

Trump 曾多次於其個人社群媒體帳號中指稱電視臺製播「假新聞

（Fake News）」，大眾之間也因指控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不公正報導等

問題，而要求 FCC 據此撤銷電視頻道之執照。但最後均遭 FCC 嚴正

駁斥，並重申 FCC 歷年來均未設立付費電視頻道執照制度，在言論

自由的保障下，亦無權據此要求電視臺改善報導內容或方向55。 

基於上述理由，FCC 僅針對有涉及電波頻譜之無線廣播電視臺經

營業者採取較嚴格的執照管制制度；而針對有線電視等 MVPDs 服務

平臺所提供之付費頻道，則未有執照等相關規定。OVDs 等網際網路

視聽服務業者原則上亦無市場進入之相關管制措施，屬於低度管制。 

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由於美國政府的管制架構與方法會隨著媒介特性與市場狀況而

改變，因此以下再分別就無線廣播電視及付費電視新聞頻道等兩大類

電視新聞內容監理做法進行說明。 

  

 
55 USA Today, 2020. Fact check: Fairness Doctrine only applied to broadcast licenses, not cable TV 

like Fox News.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factcheck/2020/11/28/fact-check-fairness-

doctrine-applied-broadcast-licenses-not-cable/64391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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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線廣播電視新聞內容監理做法 

誠如前述，雖有鑑於言論及新聞自由於美國文化及立法精神上的

重要性，原則上美國法制禁止 FCC 就新聞節目內容進行事前審查，

但考量無線廣播電視的公共意義，FCC 對其在內容監理上亦設有較高

強度的監理措施。其中針對新聞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大監理議題： 

1. 新聞節目之惡作劇（Hoaxes）與新聞報導失真（News 

Distortion） 

若民眾對於無線廣播電視之新聞內容有異議，可透過電子郵件、

郵寄等方式向 FCC 提供書面意見（例如直接證據證明新聞報導故意

竄改事實），自此 FCC 會介入調查。若 FCC 認定指控成立，則會進

行罰鍰或其他行政處分。 

FCC 認為無線廣播電視臺有義務避免故意報導錯誤新聞，且不得

刻意操弄或報導偏差新聞來違反公共利益，因此針對以下特定情形對

無線廣播電視之新聞內容進行監理56： 

（1）惡作劇（Hoaxes） 

如果廣播電視新聞內容涉及散布有關犯罪或災難的假訊息（False 

Information），將違反 FCC 的規定。FCC 判斷是否為假訊息之具體要

件如下57： 

⚫ 無線廣播電視執照持有者明知該資訊為假訊息 

⚫ 傳播假訊息並直接造成重大公共傷害 

⚫ 傳播該假訊息可能將造成重大公共傷害 

惟業者若在節目播出前已明確聲明該情節為虛構、捏造等，並以

 
56 FCC, 2019. The Public and Broadcasting.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

broadcasting#JOURNALISM 
57 參考自：FCC, 2019. The Public and Broadcasting.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

broadcasting#JOURNALISM；FCC, 2021. Broadcasting False Information. 

https://www.fcc.gov/consumers/guides/broadcasting-false-information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broadcasting#JOURNALISM；FCC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broadcasting#JOURNALISM；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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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方式顯示這些免責聲明，將認為其不會對公眾造成可預見的傷害。 

（2）新聞失真（News Distortion） 

據 FCC 官方網站說明58，FCC 經常收到針對電視臺新聞內容的

投訴，例如主張電視臺播報不正確（inaccurate）、新聞片面（one-sided）

報導或評論、報導不適當（inadequately）或過於戲劇性地（overly 

dramatized）報導事件等，面對這些投訴，FCC 聲明，為避免違反《憲

法第一修正案》，除非有明確證據顯示電視臺有違法行為，FCC 一般

而言並不會介入干預或調查這些投訴案件。然而，FCC 重申，無線廣

播電視有其公共意義，因此無線廣播電視執照持有者不得故意扭曲報

導新聞（distort the news），FCC 指出操作或扭曲新聞是最嚴重違反公

共利益之行為，因此若 FCC 知悉業者或其管理人有意偽造或操作新

聞並收到相關書面證據，例如投訴證詞或其他文件，特別是當查有實

據顯示電視臺管理階層介入新聞操作時，FCC 將直接介入調查。但若

無明確證據顯示有上述行為，FCC 則不會輕易介入干預。 

若業者有違反上述行為，FCC 得依據美國聯邦法典來進行罰鍰或

其他行政處分。然而，根據學者 Joel Timmer 於 2019 年的研究分析指

出59，實務上 FCC 為避免機關執法過當以致侵害新聞自由，因此對於

上述兩大原則仍有很嚴謹的判別標準，且針對政治新聞之公平報導原

則要求，FCC 亦已在 1987 年廢除60。 

學者 Joel Timmer 分析指出61，FCC 雖有權依據上述兩大原則來

對於電視臺製播新聞內容進行裁罰，但為避免主管機關執法過當以致

 
58 同上註。 
59 Timmer, J. 2019. Potential FCC Actions Against “Fake News”: The News Distortion Policy and the 

Broadcast Hoax Rule.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24 Issue 1, p.1-53. 
60 羅慧雯等人，2019。新聞公平原則參考準據、處理程序與資訊揭露研究期末報告。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108 年委託研究報告。 
61 Timmer, J. 2019. Potential FCC Actions Against “Fake News”: The News Distortion Policy and the 

Broadcast Hoax Rule.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24 Issue 1,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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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侵害新聞言論自由，FCC 在認定業者製播新聞失真（News Distortion）

或製播假訊息內容時，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四大判斷標準： 

⚫ 該錯誤資訊涉及犯罪或災難（crime or catastrophe）資訊。 

⚫ 業者已知資訊為錯誤資訊卻仍加以報導。 

⚫ 必須確實可預見該錯誤訊息將造成重大社會傷害。 

⚫ 可證明電視臺製播的錯誤資訊確實造成重大社會傷害。 

上述四大要件都必須同時符合，FCC 才會據上述兩大原則判處業

者違法。且上述審理僅限於針對無線廣播電視製播之新聞節目，並未

擴及有線電視等MVPDs 業者傳送播出之新聞頻道和網際網路新聞內

容62。 

學者 Joel Timmer 分析認為，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

下，FCC 甚少因為新聞報導不公、失真等問題來裁罰電視臺，甚至難

以據此作為撤銷或拒絕業者換發執照之理由。主要政策考量原因在於，

真實（Truth）報導之定奪無法僅靠政府來裁量，而需要透過公眾、甚

至是其他新聞業者之間的公開參與、討論，真實才會「越辯越明」。

美國對於新聞失真等內容之監理思維，反而認為應該回歸有效競爭的

市場機制。因此，即使 FCC 依法有權依據上述兩大原則來對於無線

廣播電視臺製播新聞節目失真、惡作劇、假訊息等問題來進行行政處

分，但實務操作上仍有多道檢核機制，用以避免主管機關執法過當而

造成寒蟬效應。 

2. 政治性廣告（Political Advertising） 

有鑒於廣播電視在選舉過程的重要性，在美國《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和 FCC 訂定的相關行政規則中，針對無線

廣播電視業者的政治廣告（political advertising）另訂有特別義務要求，

 
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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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下規定63： 

（1）合理近用（Reasonable Access） 

商業無線廣播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均有提供合法候選人在競選期

間購買一定合理數量廣播節目時段以作競選宣傳需求之義務，包括電

視黃金時段和廣播上下班尖峰收聽時段等。然而，候選人依法購買無

線廣播業者廣告時段仍有其限度，並非無限上綱，電視臺可檢視候選

人之要求是否「合理」，且所謂合理的近用（Reasonable Access）並不

包含州際或地方選舉，電視臺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州際或地方

選舉候選人購買廣播節目時段的要求。 

（2）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 

無線廣播電視臺和廣播電臺業者依法有提供合法候選人近用廣

播電視節目時段之義務，例如在電視節目中播出可明確識別候選人形

象之圖像至少 4 秒。同時，無線廣播業者亦應提供所有候選人近用其

廣播電視節目時段之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上述所謂平等

機會，適用於所有商業和非商業廣播電視臺、電臺，同樣也涵蓋各種

不同層級的候選人（包括聯邦、州際和地方選舉候選人等）。電視臺

禁止針對候選人付費或相關團體贊助播出的競選廣告進行審查，因此，

若該等廣告內容涉嫌毀謗等非法內容，電視臺業者得免責。然而，與

新聞相關的特定節目則不受政治廣告平等機會要求限制，候選人得接

受新聞節目訪問、定期新聞報導採訪，或以特定形式紀錄片、新聞事

件報導（如競選政見辯論會或政治宣傳活動等）出現在廣播電視新聞

節目時段，而不涵蓋在政治性廣告平等機會之法規要求中。 

（3）最低收費要求（Lowest Unit Charge） 

在選舉初選前 45 天內或大選前 60 天內，電視臺依法不得向合法

 
6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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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或相關授權組織收取比一般商業客戶更高的廣告費用（意指同

時段、同樣時長、同樣等級的廣告內容）。因此，在政治競選廣告中，

即便候選人僅購買單個廣告時段，仍有權以較低的批發價格來購買廣

告時段。而在政治競選期間之外，廣播電視臺亦不得收取比一般商業

廣告更高的廣告費用。 

（4）線上登入政治性廣告資料（Online Political Files） 

所有的無線廣播業者（包括電視臺和廣播業者等）依法有線上登

入政治性廣告資料之義務。當無線廣播業者收到合法候選人（包括聯

邦、州際或地方選舉等）或廣告業者購買政治性廣告時段的要求時，

即必須儘速將相關資訊上傳到 FCC 建置的線上資料庫。需上傳的資

訊包括無線廣播業者是否接收或否決候選人的政治廣告購買要求、廣

告費用、廣告播出（或即將播出）的時間、時段、廣告等級、候選人

姓名、討論的議題、購買廣告的公司名或購買代表人姓名、贊助企業

的高階主管名單等。 

（5）贊助身份（Sponsorship Identification） 

無線廣播業者依法應確保閱聽眾可明確識別政治性廣告的贊助

單位，因此，所有的廣告均應適當標示付費或贊助此廣告的企業或單

位名稱。 

3. 淫穢、色情、暴力等不雅節目內容（Obscene, Indecent and 

Profane Broadcasts） 

雖然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護下，

FCC 對於節目內容之監理相對其他國家來的寬鬆，但因美國《憲法》

保障之言論自由仍有其限度，並不包含淫穢、暴力與不雅等內容，因

此若無線廣播電視臺散布上述不當內容，FCC 同樣得依據美國聯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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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來進行罰鍰或行政處分，嚴重情形者甚可撤銷營運執照64。 

所謂淫穢、不雅與色情等不當內容，根據 FCC 所提出之監理定

義，整理如下： 

⚫ 淫穢內容：以冒犯性方式描述性行為，且總體而言，缺乏文

學、藝術，政治或科學等價值。 

⚫ 不雅內容：以明顯令人反感的方式描繪性行為、排泄器官等。 

⚫ 褻瀆內容：使用令人反感的言語，且對於社會有害。 

代表審理案例如 2004 年 CBS 轉播超級盃演唱時明星 Janet 

Jackson 露乳事件，FCC 為此開罰 55 萬美金。然而，部分判處個案亦

因業者上訴行政法院以侵害言論自由為由而遭到撤銷65。 

（二） 付費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做法 

在 MVPDs 等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之內容監理上，美國基於言論自

由，對於新聞頻道進入市場並無任何執照管制措施，僅對於暴力、色

情等特定內容有部分管制措施。 

在頻道內容管制上，原則上是交由業者自律為主，並在 1996 年

由美國國會、FCC 與業者共同研討下決議制定「電視分級自律規範

（TV Parental Guidelines）」，由無線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代

表自訂規範內容，包含針對有含有暴力、色情等內容進行分級。業者

提出之分級指南於 1998 年 3 月獲 FCC 核准，具體分類標準彙整如下

表 3-8。 

 
64 FCC, 2019. Obscene, Indecent and Profane Broadcasts. https://www.fcc.gov/consumers/guides/yin-

hui-bu-ya-he-xie-du-xing-de-guang-bo 
65 2004 年 CBS 轉播超級盃事件，經過業者多次上訴後，最終美國聯邦法院於 2012 年宣布撤銷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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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美國電視分級自律規範 

標準 定義 

TV-Y 適合所有兒童 

TV-Y7 適合 7 歲以上兒童觀看 

TV-YG 適合所有年齡層 

TV-PG 此節目包含部分不適合年幼兒童觀看的內容。 

TV-14 此節目包含部分不適合 14 歲以下兒童觀看的內容 

TV-MA 此節目是專為成年人設計，可能不適合 17 歲以下兒童觀看。 

資料來源：FCC, n.d. Cable Television. https://www.fcc.gov/media/engineering/cable-television 

 

若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報導內容涉及人身攻擊，因而對於個人或團

體造成影響，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必須在 1 週內提供相關資訊於受影響

之個人或團體，包括該則節目內容之腳本、錄影檔案或詳細摘要與業

者說明等66。 

除此之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亦有避免散佈淫穢、不當暴力或色

情等內容之義務，原則上業者應提供相關遙控器選單功能讓家長得以

依照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來控管青少年與兒童可觀看到的頻道節目。 

（三） 政府申訴機制 

閱聽眾若對於節目內容或電視臺經營有任何異議，除可直接向電

視臺進行投訴外，亦可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傳真等不同管道向 FCC

舉報及投訴。 

FCC 在接獲民眾申訴後，相關資料將會留存在 FCC 內部資料庫，

並將民眾申訴資訊於官方網站中公開揭露67。而在內部作業上，FCC

在接獲相關申訴意見後，除非申訴人提供具體書面證據，例如證詞或

其他文件，FCC 才會直接介入調查，其餘則不會輕易介入。 

原則上，FCC 在接獲民眾投訴的具體書面證據後，內部人員將會

初步進行審核，確認民眾申訴所提供之書面資料是否足以證明新聞內

 
66 FCC, n.d. Program Content Regulations. https://www.fcc.gov/media/program-content-regulations 
67 FCC, n.d. Consumer Complaints Charts and Graphs. https://www.fcc.gov/consumer-help-center-

charts-graphs 

https://www.fcc.gov/media/engineering/cable-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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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違反淫穢、褻瀆、新聞失真或假訊息等問題。若審核情況確實有可

能有違法事實，FCC 將展開調查，包括向電視臺寄發詢問函（Letter 

Of Inquiry, LOI）等，並視情況要求電視臺提供相關節目檔案資料等。 

若經 FCC 審核民眾投訴證據不足以證明電視臺違反法規規定，

FCC 則將回函投訴人以說明調查結果。民眾得選擇重新投訴或提交請

願書向 FCC 提出覆審申請。原則上，經 FCC 判定證據不足或投訴未

果之案件，FCC 均會將相關紀錄公開供公眾檢閱及複查68。 

依據 FCC 統計，於 2019 年至今在電視領域民眾申訴問題依序主

要包括帳單（Billing, 46%）、近用（Availability, 31%）、淫穢內容

（Indecency, 7%）、廣告（Loud Commercials, 6%）、設備問題（Equipment, 

6%）等，如下圖 3-4。實際有涉及判處或裁罰的個案，請見本章第四

節整理。 

 
資料來源：FCC Open Data, CGB - TV Issues Associated with Complaints 2019YTD. 

https://opendata.fcc.gov/Consumer/CGB-TV-Issues-Associated-with-Complaints-2019YTD/hmby-

huhg 

圖 3-4 美國民眾對於電視類別之投訴議題 

 
68 FCC. Obscenity, Indecency, Profanity - Complaint Process. https://www.fcc.gov/general/obscenity-

indecency-profanity-complai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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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69，在電視、廣播和紙本媒體類別，美國人每週最常收看的

新聞媒體依序是 Fox News（29%）、地方電視臺新聞（28%）和 CNN

（24%）；而在新聞可信度方面，前 4 名分別為地方電視臺新聞（60%）、

BBC News（56%）、Wall Street Journal（52%）和 CBS News（51%）

等。 

從上述分析可見，地方廣播電視臺製播的新聞節目，不僅是民眾

最常收視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新聞品質亦深獲美國民眾信賴。而在商

營電視臺方面，Fox News、CNN 等新聞品牌雖獲得很高的收視率，

但在民眾的新聞信賴度上則獲得較低的名次。《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推測原因，主要是因為美國商業電視新聞頻道對於政

治報導具有很明確的立場傾向（尤其是在選舉期間），因而也導致觀

眾對於媒體的信任度降低。 

為具體說明美國新聞頻道內部之新聞品質作法，以下本研究以

CNN News 和美國公共電視（PBS）等兩大個案為例，來說明其自律

作法。 

一、 自律 

（一） CNN News  

美國因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政府對於電視新聞

的管制一向較為寬鬆，但各主要電視新聞頻道為了防止政府干涉媒體

內容，也同時為了維護新聞招牌，也都自有其「倫理規範」或「編輯

 
69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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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Editorial Guideline）供員工遵行。 

以美國老牌新聞頻道業者 CNN 為例，其不僅提供以服務美國當

地閱聽眾的 CNN 電視頻道，亦向全球觀眾提供 CNN 國際新聞頻道，

於全球超過 200 個國家播出。CNN 對於新聞品質之控管，主要係依

照「CNN 新聞編採標準守則與操守規範（CNN News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Policy Guides）」來維持新聞倫理與品質。 

該守則影響 CNN 新聞記者及編審之製播流程，並透過工作人員

與組織管理來維護新聞品質，包括設立新聞審核編輯臺、新聞品質監

督部等來審核電視內容，以確保其符合 CNN 新聞頻道製播標準。除

此之外，CNN 內部亦設有倫理委員會，由法務、新聞部、公共關係

部、新聞製作人等共同組成，主要負責訂定新聞編採守則、處理觀眾

投訴及內部工作人員懲處等問題。 

上述編採制度可說是 CNN 維持新聞自律及新聞品質的核心，因

此若發生民眾投訴或相關新聞糾紛時，編採制度就成為美國司法院或

相關監理單位檢核新聞機構運作的重要參考。 

舉例來說，2015 年因 CNN 專題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一處醫療院

所的醫療事件，而遭該名醫生提起毀謗告訴。美國法院要求 CNN 應

提交內部編採標準守則及相關紀錄，以作為案件審核參考。然而，CNN

卻多次將編採標準守則視為內部商業機密而拒絕提交70。最終，CNN

雖同意判決要求刪除相關新聞報導內容，但新聞編採標準守則作為媒

體問責機制的一環，能否作為商業機密不對外公布，成為美國業者之

間的爭議。為此，包括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及

BuzzFeed 新聞網站等都紛紛將其新聞編輯守則公開上網，以供外界

 
70 Wemple, E. 2018. Opinion: CNN fights to keep internal editorial guidelines under wraps. Wh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erik-wemple/wp/2018/05/07/cnn-fights-to-keep-internal-

editorial-guidelines-under-wraps-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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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71。從此個案事件可發現，新聞編採標準守則作為業者內部自律

的核心，新聞編採標準守則的公開透明機制亦應被重視，才得以回應

外界問責機制要求。 

（二） 公共電視 PBS 

相較於一般商業廣播電視公司，美國公共電視 PBS 亦有訂定「製

播標準與政策（Editorial Standards and Policies）」72，其訂定流程主要

是由公共電視 PBS 內部製作單位代表提出，並經外部專業組織如美

國新聞記者協會（SPJ）等審核並共同討論，以作為公共電視新聞記

者製播新聞節目的重要依據與準則。其中，針對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發

展等，該守則亦提出相關規範，包括引用網路來源之方法與目的等，

以提供新聞記者指引，維護 PBS 新聞品牌與價值。 

二、 他律 

相較於各國政府監理架構，美國產業環境更著重在業者自律及相

關民間團體之他律，以作為規範業者散布之防線。 

在公民團體監督方面，美國家長電視協會（Parents Television 

Council）可說是重要代表，其歷年來主動積極監督電視頻道內容，並

透過相關宣傳活動和申訴等，引起美國主管機關 FCC 和業者的重視。

尤其是在保護未成年觀眾等議題上，美國家長電視協會歷年來藉由抗

議或申訴要求 FCC 監理淫穢（Obscene）或不雅（Indecent）內容，發

揮一定的制衡力量。 

除此之外，各家電視臺內部自訂的編輯守則或倫理委員會等，亦

成為業者自律的基本防線，供新聞編採同仁遵行。但該自律規範相較

不具強制性，因此僅能仰賴業者自行實踐。 

 
71 同上註。 
72 PBS Editorial Standards and Practices:https://www.pbs.org/about/producing-pbs/editoria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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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如前面章節所述，由於美國 FCC 對於新聞內容的管制架構與方

法會隨著媒介特性與市場狀況而改變，對於無線廣播電視之監理強度

較高，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之規管較相較低。無線廣播電視方面，雖然

於法中有明定無線廣播電視業者不得違法製播新聞惡作劇（Hoaxes）、

新聞報導失真（News Distortion）或淫穢、不雅等內容，業者若有違

反上述行為，FCC 得依據美國聯邦法典來進行罰鍰或其他行政處分。

然而，根據學者 Joel Timmer 於 2019 年的研究分析指出73，實務上 FCC

為避免機關執法過當以致侵害新聞自由，因此對於上述新聞假訊息或

新聞報導失真的判斷原則仍有很嚴謹的標準。且針對政治新聞之公平

報導原則要求，FCC 亦已 1987 年廢除74。 

研究團隊查找近 5 年 FCC 介入調查的個案，並無查獲與電視新

聞內容監理相關的個案。FCC 近年對於無線廣播電視之審理案件，多

與業者換發、申設執照申請有關，對於內容監理的議題於近 5 年已顯

少看見。 

而在付費電視頻道方面，由於美國對於付費電視頻道採低度管制，

僅針對「淫穢內容（Obscene content）」、「不雅內容（Indecent content）」

和「褻瀆內容（Profane content）」等內容有較多的監理討論。依照歷

年審理個案觀之，美國 FCC 介入審理的個案數量相較各國明顯較少。

於 FCC 官方網站查找歷年來曾經處理的相關案件數75，可以發現近 5

年均未有相關個案。而最近一起與不當內容有關的監理案件，是在

 
73 Timmer, J. 2019. Potential FCC Actions Against “Fake News”: The News Distortion Policy and the 

Broadcast Hoax Rule.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Volume 24 Issue 1, p.1-53. 
74 羅慧雯等人，2019。新聞公平原則參考準據、處理程序與資訊揭露研究期末報告。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108 年委託研究報告。 
75 

https://www.fcc.gov/enforcement/orders/1833?field_released_date_value%5Bvalue%5D%5Byear%5D

=&items_per_page=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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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WDBJ無線廣播電視臺於晚間新聞中播出不雅內容畫面，FCC

因而擬祭出裁罰76。 

學者 Justin Levine 於 2000 年77曾以長時間的歷時性分析過去數

十多年來 FCC 處理廣播電視節目涉及惡作劇（hoaxes）或報導失真的

案例，以了解 FCC 對於節目內容之監理與歷史轉變。該研究指出，

相較於過去冷戰時期的監理制度，FCC 約莫在 1980 年代開始降低對

於廣播電視產業的監理措施（broadcast deregulation），包括電視節目

的管制等，而一直到 1991 年，當時因密蘇里州（Missouri）的一家廣

播電臺在播音過程中突然插播一段空襲警報聲音，並宣稱美國遭受核

武攻擊，該段簡短的播報內容後來引發大量的民眾投訴電話和恐慌，

最終遭證實為節目主持人偽造的節目內容。該電臺雖隨即在節目播出

當天下午發布道歉聲明並不斷重播更正說明，但其因已引起社會大眾

的恐慌，FCC 介入調查後不僅祭出罰鍰和行政處分（最終該電臺遭罰

鍰 2 萬 5 千美金），美國在相關行政規則中亦訂定禁止廣播電視產業

製播犯罪或災難性的惡作劇或新聞報導失真等假訊息內容（如本研究

第三張第二節第四條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除此之外，Eugene Volokh 在 2016 年78曾分析 1798 年來美國歷年

與假新聞（Fake News）有關的法案，包括最早在 1798 年的《煽動叛

亂法案（Sedition Act）》，該法案內容提及允許美國政府得將任何被視

為威脅或發表錯誤、毀謗或惡意文章之人驅逐出境、罰款或監禁，因

而也隨即引發有侵害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反對聲浪79。另外在第一

 
76 參見 FCC Plans Max Fine Against WDBJ For Indecent Material In Evening News：

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plans-max-fine-against-wdbj-indecent-material-evening-news 
77 Levine, Justin, 2000. A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s 

Response to Radio Broadcast Hoaxe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Vol. 52 : Iss. 2 , Article 3 
78 Volokh, E. 2016. Opinion: Fake news and the law, from 1798 to now.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6/12/09/fake-news-and-the-law-

from-1798-to-now/ 
79 The Sedition Act of 1798：https://history.house.gov/Historical-Highlights/1700s/The-Sedition-Act-

of-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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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會也曾討論禁止傳播假訊息來避免敵軍的干

擾，但最終美國法官亦提出有侵犯言論、思想和信仰宗教自由而表達

反對立場。除此之外，FCC 依法雖得以針對廣播電視產業製播假訊息

或誤導性的節目內容處以罰鍰或行政處分，但總結而言，歷年來實務

上的判例數量不多，且在近年已幾乎無實際判處的案例。 

上述監理討論多是著重在無線廣播電視產業，從歷史的追溯中可

了解美國政府對於新聞內容監理的看法與價值判斷。而與有線電視新

聞頻道之假訊息監理有關的案例數量較少，第一案應可回溯自 2007

年 FCC 判處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 旗下 CN8 頻道因新聞節目廣告化

而遭到 FCC 開罰80。該事件起因於美國公民團體向 FCC 投訴 CN8 製

播的節目並未明確揭露贊助商，FCC 經調查後因而對 Comcast 處以 4

千美金的罰鍰81。 

根據美國律師 John Wells King 和廣電從業人員 Erwin Krasnow 於

2017 年針對 FCC 過去 75 年來針對廣播電視臺廢照的案例分析82指

出，以下幾點係歷年來 FCC 撤銷電視臺執照的主要依據及理由： 

⚫ 電視臺經營者涉及非法行為：包括電視臺經營者遭指控性侵、

販毒、洗錢等重罪，雖然上述罪行並非與電視臺製播節目內

容相關，但 FCC 考量社會公共利益及觀感，認定經營者不適

再持有廣播電視臺執照。 

⚫ 填報申請資料不確實：FCC 審理廣播電視執照主要係依據業

者填寫的相關營運資料與說明，若經 FCC 審理發現業者填報

資料未確實反應實際情形，甚至有虛假陳述等問題，即可能

 
80 Zarek, C., 2007 .FCC fines cable station for 'fake news'. https://www.rcfp.org/fcc-fines-cable-

station-fake-news/ 
81 https://www.fcc.gov/document/comcast-corporation-3 
82RBR-TVBR, 2019. How To Lose Your Station’s FCC License.https://www.rbr.com/how-to-lose-your-

stations-fcc-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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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廢照（revoke）決議。 

⚫ 種族歧視：美國 Lamar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電視臺曾因不

斷積極製播支持種族隔離和反民權運動等新聞，最終遭 FCC

撤銷其廣播電視執照。 

⚫ 非法政治宣傳或不當廣告行為：非法收取政治競選金，或不

當收取業者回扣，以至於製播誇大不實的節目或廣告內容等。 

⚫ 色情、猥褻等不當內容 

⚫ 忽略 FCC 換照申請程序及提交相關文件時間 

綜上所述， FCC 近年對於無線廣播電視之審理案件，多與業者

換發、申設執照申請有關，且拒絕換照或罰鍰的理由，可能與業者申

報不實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有關，針對電視新聞內容監理的議題於近

5 年已顯少看見。 

本研究為取個案的時效性，以 2019 年 2 則與無線廣播電視執照

換發程序相關之個案，作為本研究美國個案研析內容，以了解美國具

體監理作為。 

一、 個案一：Nexstar Broadcasting 案83（2019） 

美國 Nexstar 媒體集團為全美擁有最多地方無線廣播電視臺經營

權之業者。在 2019 年，因執照換發（renew）審查程序，FCC 針對

Nexstar 旗下無線廣播電視臺每季提交之公共檢查文件（public 

inspection file）進行審理，包括依照美國《1990 兒童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要求，檢視電視臺製播兒童電視節目情形，

以檢視其製播節目內容是否符合地方公共利益，並作為評鑑其是否得

以換發執照之依據。 

 
83 參考自 FCC 公布之行政調查報告文件：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19-

85A1.pdf。而該事件也引發 Comcast 抗訴認為 FCC 並無法律授權得監管有線電視播出之頻道內

容，且聲稱該則新聞內容與贊助商之間並無對價關係，因此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罰鍰。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19-85A1.pdf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19-85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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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FCC 調查結果84，Nexstar 旗下部分電視臺並未確實依照《1990

兒童電視法》規定，製播一定比例之兒童節目內容，因此 FCC 最終

決議裁罰 Nexstar 共 109,076 美元，同時以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

方式，要求 Nexstar 應制定相關計畫以確保往後符合規定，作為換發

執照之條件。 

該個案分析如下： 

（一） 事實：Nexstar 媒體集團旗下無線廣播電視臺在 2019 年因

執照換發（renew）審查程序而遭 FCC 認定未符合美國《1990

兒童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要求製播一

定比例之兒童節目。 

（二） 爭點：FCC 審查無線廣播電視臺之換照程序，主要係依據

無線廣播電視臺每季提交之公共檢查文件（public inspection 

file），並據此檢視其製播的節目內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三） 涉及法規：《1990 兒童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 

（四） 判決：FCC 最終決議裁罰 Nexstar 共 109,076 美元，同時

以協議裁決（Consent Decree）方式，要求 Nexstar 應制定相

關計畫以確保往後符合規定，作為換發執照之條件。 

二、 個案二：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案85（2020） 

2020 年 7 月，FCC 發布行政命令86表示，駁回加州當地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轉播墨西哥電臺 XEWW-AM 廣播節目之申請。

主要拒絕原因在於認定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所提交之申請文件不

夠確實，而駁回其申請。 

 
84 同上註。 
85 參考自 FCC 發布之行政調查文件：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A-20-649A1.pdf 
8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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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提交申請文件說明其主要製播華語

文節目，包括地方性娛樂、音樂、氣象、交通和當地華人新聞等。但

根據 FCC 調查發現，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所登記製播節目的

工作室實際是由 Phoenix Radio 公司所經營，但在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提交的申請文件中並未清楚說明這點。FCC 因此判定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並駁回其申請。該個案分析如

下： 

（一） 事實：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向 FCC 提出申請，擬

轉播墨西哥電臺 XEWW-AM 廣播節目，主要製播華語文節

目，包括地方性娛樂、音樂、氣象、交通和當地華人新聞等。 

（二） 爭點：FCC 調查發現，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所登

記製播節目的工作室實際是由 Phoenix Radio 公司所經營，但

在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提交的申請文件中並未清楚說明

這點。 

（三） 判決：FCC 最終判定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申請文件不

符規定，並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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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美國目前各大無線廣播聯播網新聞節目（如 ABC News、CBS 

News 和 NBC News 等）及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如 CNN、Fox News 和

MSNBC）都已擴大經營網路新聞媒體，並將各類即時新聞、新聞直

播影像等透過社群媒體、官方網站等方式提供給消費者，但美國政府

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下，原則上並無權限制網際網路及相關

數位媒體新聞自由。美國 FCC 雖主管通訊傳播事業，包括以執照制

度來監管無線廣播電視臺，並有權介入不當無線廣播電視內容之審查

與罰鍰等，但該等監理範圍並未擴及網際網路新聞媒體內容87。 

根據美國時任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於 2020 年 5 月發布

的《防止線上審查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eventing Online 

Censorship88）》，基於言論自由對於美國民主社會的重要性，在《憲法

第一修正案》的規定下，美國政府及相關行業組織均不得違反言論自

由之價值。尤其是隨著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社

群媒體的市場影響力逐漸增加，這類大型業者若進行線上審查，不僅

將影響民眾觀看到的內容，更可能損害所有公民的言論自由，甚至因

為假訊息的散布而操弄美國民主制度。為了避免線上平臺業者選擇性

地呈現網際網路內容或進行不當審查作業，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政府

應防範網路審查，包括要求美國商務部透過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向 FCC 發出請願書，以釐清《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業者免責條款的範圍與內涵。 

美國最早在 1996 年通過《通訊端正法》，該法係基於網際網路全

 
87 FCC, 2019. The Public and Broadcasting.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

broadcasting#WEBSITEADDRESSES 
88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preventing-online-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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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開放商業使用後，為避免散布色情、淫穢等不當內容而影響兒少族

群，因而訂定該法89。同時，該法第 230 條係有鑑於網際網路發展特

性，為避免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或使用者因非出於己之資訊內容而

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形，所設立之免責條款90。然而，《通訊端正法》

立法後，於 1996 年已經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部分條文違反《憲法第一

修正案》言論自由精神。 

除此之外，美國歷年來亦曾多次針對兒少族群提出多個監管法案，

如 1998 年《兒童互聯網保護法（CIPA）》91、2000 年《兒童互聯網保

護法（CIPA）》92等，但最終僅有 CIPA 法案並未遭判定違憲。 

從上述分析可見，美國政府在基於保護言論自由價值上，對於數

位匯流下的網路新聞媒體，原則上禁止相關單位立法涉入言論干預。

而美國國會或監理機關不論是在法案研擬或監管制度上，多從保護兒

少接觸不當內容角度出發，包括要求相關單位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等。

但具體而言美國政府在設立相關法案或監管措施時，易因碰觸言論自

由問題而遭判違憲。相較於政府監理，美國產業環境更著重在業者自

律及相關民間團體之他律，以作為規範業者散布不當內容之防線。 

 
89 該法通過後最終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部分條文違憲。 
90 郭戎晉，2011。網路言論傳播中介者責任與其免責規範之研究－以美國通訊端正法實務發展

爲中心。科技法律透析，第 23 卷第 4 期，頁 20-44。 
91 該法規定商業成人網站不得讓未成年人瀏覽有害內容，且網站經營者必須對兒少進行必要的

限制，以防止其瀏覽成人網站，違者除可能面臨罰金或有期徒刑。此法通過後同樣因有違反

《憲法第一修正案》之疑慮而暫緩執行。 
92 美國國會在 2000 年通過《兒童互聯網保護法（CIPA）》，並由主管機關 FCC 於 2001 年發布

CIPA 施行細則，該法要求學校及圖書館必須建立網際網路安全保護措施，以防護兒少接觸網際

網路上的淫穢、色情、對未成年有害的網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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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一、 總體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英國智慧型手機、行動載具持有率持續增加，衝擊人民觀看電視

的習慣，雖然電視機普及率達 98%，但包括智慧型手機、網路互動電

視持有率亦皆達 82%與 63%。依 Ofcom 2019 年調查（如下圖 4-1），

英國僅擁有數位無線電視的家戶仍為多數，總計約 1,134 萬戶，其次

為付費數位衛星電視則達 880 萬戶，數位有線電視訂戶變化量較前幾

年起伏不大，為 388 萬戶，至於 IPTV 與數位無線電視混合服務訂閱

數在 2016 年達高點後，持續下降，2019 年居各平臺使用之末位，僅

達 159 萬戶。 

 

資料來源：Ofcom, 2019. Media Nations 2019: Interactive report. 

https://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tv-radio-and-on-demand/media-nations-2019/media-

nations-2019-interactive-report 

圖 4-1 英國家庭訂戶使用平臺收視情形 

在收益面，以平臺業者為多，達 62.84 億英鎊，而商業電視臺次

之，約達 23.51 億英鎊，而商業公共電視臺則約有 22.09 億英鎊的收

益，詳如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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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Ofcom, 2020. Media Nations: Interactive report 2020. https://www.ofcom.org.uk/research-

and-data/tv-radio-and-on-demand/media-nations-reports/media-nations-2020/interactive-report 

圖 4-2 英國廣電平臺收益情形 

根據英國 Ofcom 最新新聞消費調查報告93指出，電視仍然為英國

成年人取得新聞最常使用的媒介，約占 75%；此外使用網路媒體閱讀

新聞者略降 1%，為 65%（詳如圖 4-3）。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20.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201316/news-consumption-2020-report.pdf 

圖 4-3 英國民眾收視新聞主要管道 

此外，使用電視獲取新聞的年齡層多為 65 歲以上的年長者（92%），

而 16-24 歲年齡層則偏好使用網路以獲取新聞，具體分布如下圖 4-4

 
93 Ofcom, 2020.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201316/news-consumption-20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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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進一步分析英國民眾獲取新聞的管道可發現，英國民眾有約

12%的人，使用跨載具，包括電視、網路、收音機、報章雜誌等四種

方式，多方攝取新聞訊息，而單純使用網路或電視媒體者比例相差不

大，僅適用電視媒體者為 11%，而網路媒體略多 1%，達 12%，而僅

使用網際網路與電視新聞者較 2019 年略增 2%，達 16%，詳如下圖 4-

5。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20.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201316/news-consumption-2020-report.pdf 

圖 4-4 基於人口特徵比較獲取新聞的平臺差異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20.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201316/news-consumption-2020-report.pdf 

圖 4-5 英國民眾收視新聞跨媒介比較 

如圖 4-6 所示，英國人每週收視電視新聞的頻道仍以 BBC One 最

多，而 ITV、BBC News 居後，惟三者收視所佔比例皆逐年下降，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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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BBC One 與 ITV 至 2010 年起至 2019 年下滑幅度已達 10%以上。

又以每年電視新聞收視行為觀之（如下圖 4-7），英國成年人每年平均

觀看 98 個小時的電視新聞節目，其中多數透過 BBC One 收視，而 65

歲以上的英國民眾觀看時數較多，在 2019 年達 204 小時，至於 16-24

歲的觀眾每年僅達 16 小時，甚至較 2018 年略少 1 小時。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19.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19.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 
圖 4-6 英國 2010－2019 年人每週平均收視電視新聞频道統計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20.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201316/news-consumption-2020-report.pdf 

圖 4-7 基於人口特徵比較電視新聞頻道收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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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儘管英國電視機使用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其仍為

英國人獲取新聞的主要管道，BBC One 亦仍是最受歡迎的新聞來源

（56%），其次為 ITV（41%）和 Facebook（34%）94。 

此外在新聞信任程度面（如下圖 4-8），可以發現英國民眾對社群

媒體平臺所發布的新聞評價較差，相比 2018 年，包括信任（從 38%

降至 35%）、公正（從 37%降至 34%）和準確性（從 39%降至 36%），

且據 Ofcom 調查95也發現，相對於 2018 年，民眾較不願意分享或轉

發從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獲得新聞資訊。 

 

資 料 來 源 ： Ofcom, 2019.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19.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 
圖 4-8 英國民眾對新聞平臺的評價 

此外，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疫情危機強化公共廣播機構作為

可信賴的新聞和資訊提供者的重要角色，2020 年 3 月公共廣播電視

創下 6 年多來最高的月收視率（58.8％），疫情發展初期 80%以上的

民眾將 BBC、ITV 與 Channel 4 評為最受信任的新聞來源，其中更約

有 82%的人將 BBC 視為接收 Covid-19 資訊的權威來源96。 

 
94 Ofcom, 2020. Fewer people getting news from social media. https://www.ofcom.org.uk/about-

ofcom/latest/features-and-news/news-from-social-media 
95 同上註。 
96 Ofcom, 2020. Media Nations 2020. UK repor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0/200503/media-nations-2020-uk-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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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業者 

誠如前述，具 Ofcom 最新釋出的英國民眾新聞消費報告指出，

電視仍為英國民眾的主要新聞來源，比例高達 75%，而依收視人口觀

察，英國民眾收視新聞的頻道包括 BBC One、ITV 系列頻道、Sky News 

Channel、BBC News Channel 和 Channel 4 等（詳如下圖 4-9），其中

Sky News Channel、BBC News Channel 為 24 小時播放新聞之頻道。 

 

資料來源：Ofcom, 2019. Ofcom News Consumption Survey 2019.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 

圖 4-9 2020 年英國民眾收視電視新聞常用頻道 

（一） BBC News Channel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係依《英

國廣播公司皇家憲章》所建立，主要由英國公民支付的電視執照費為

運作資金，其服務媒介橫跨廣播、電視與網際網路97。而依 2016 年更

新的《皇家憲章98》規範，英國廣播公司有五大公共目標，包括： 

 
97 BBC, n.d. The BBC is the world’s leading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https://www.bbc.co.uk/aboutthebbc 
98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2016. BROADCASTING：Copy of Royal Charter for the continuance of the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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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公正的新聞和資訊，以幫助人們了解並與周圍的世界

互動。 

2.  支持不同年齡的公民學習。 

3.  展示最具創意，最高質量和獨特的產品與服務。 

4.  反映、代表並服務於區域與國家的不同社區，並以此來支

持整個英國的創意經濟。 

5.  向世界展示英國的文化和價值觀。 

而 BBC News Channel 舊稱為「BBC News 24」，係英國廣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於 1997 年開播之 24 小

時新聞頻道，其提供全天的英國與重要國際新聞、時事分析等服務。 

（二） 天空新聞頻道（Sky News Channel） 

天空新聞頻道（Sky News Channel）於 1989 年開播，是英國 24

小時新聞頻道的濫觴，其後並於歐洲國家播出，就內容而言，Sky News 

Channel 廣納英國以及全球各地重大新聞，並提供中立客觀的觀點，

同時為確保編輯室獨立，不受資方如 Comcast NBC Universal 干預，

Sky News Channel 設有天空新聞董事會（Sky News Board）99。 

Sky News 除服務於英文市場之外，另設有 Sky News Arabia 作提

阿拉伯文世界的新聞服務，與半島電視臺競爭，而 Sky TG 24 則專注

義大利市場提供100。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ttp://downloads.bbc.co.uk/bbctrust/assets/files/pdf/about/how_we_govern/2016/charter.pdf 
99 Sky News, n.d. Sky News policies and standards. https://news.sky.com/info/policies-and-

standards#the-sky-news-board  
100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2018. TV news channels in Europe: Offer, establishment and 

ownership. https://rm.coe.int/tv-news-channels-in-europe-offer-establishment-and-

ownership/16808e2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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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一） 英國通訊管理局 

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肩負英國通

訊行業的監管與公平競爭，規範領域包括電視和無線電領域、固定與

移動通訊，郵政服務以及頻譜規劃與無線電波管理。 

英國 Ofcom 係獨立於政府機關的法人組織，以合議制之董事會

（Ofcom Board）為最高決策單位，其應遵循之法律包括 2002 年

《Ofcom 法（Ofcom Act）》、2003 年《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2011 年《郵政服務法案（Postal Services Act）》、2010 年與

2017 年《數位經濟法（Digital Economy Act）》和其他相關法案，依法

行政。 

Ofcom 權力核心為「董事會（the Ofcom Board）」，其監督 Ofcom

依法運作與預算財務應用，同時亦依具體職責內涵區分為風險和審計

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和內容監督委員會等（如圖 4-10），

每個委員會都有自己的職權範圍101。 

Ofcom 主要目標係保障電視及電臺節目的多樣性，並保護閱聽眾

免受有害或冒犯的內容侵擾，同時也促進閱聽眾平等近用視聽媒體，

並且不受私隱侵犯，惟原則上 Ofcom 不負責電視、廣播或網路上的

廣告，因其歸屬廣告標準局監管，此外 Ofcom 雖設有內容委員會，但

基於言論自由尊重，不管報紙、雜誌或者網路上的言論102。 

 

 

 
101 Ofcom, 2020.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2/198770/ofcom-annual-report-and-accounts-

2019-20.pdf 
102 Ofcom, n.d. What is Ofcom?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what-is-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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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fcom, 2020.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2/198770/ofcom-annual-report-and-accounts-

2019-20.pdf 

圖 4-10 Ofcom 的治理框架 

在 Ofcom 下屬組織中，內容委員會為監管電視和廣播質量和標

準的主責單位，它負責理解、分析和維護閱聽眾的利益與公共利益，

尤其關注市場競爭機制無法兼顧的公共利益面向。其主要職責包含以

下三點： 

1、 涉及負面的內容監管：包括涉及傷害、犯罪、準確性、公

正性、公平性和隱私性等內容監理。 

2、 執掌與定量事項有關事宜：例如獨立電視製作、區域製作

和歐盟/英國原始製作作品的配額。 

3、 廣播的公共服務：負責監管獨立電視臺（ITV）、第四頻道

（Channel 4）和第五頻道（Channel Five）。 

原則上 Ofcom 董事會可就自行保留的內容相關處理議題，諮詢

內容委員會的建議，然 Ofcom 董事會亦得將處理的權限授權予內容

委員會，內容委員會則應每年向董事會提出正式年度報告。 

內容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為兼職，其中有 4 人被任命為 Ofcom 的

代表，代表居住在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和英格蘭地區的閱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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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除前述職責之外，亦將考慮廣播的格式規定（format regulation），

並就職責相關事項提供 Ofcom 董事會建議。 

（二）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主要職司英國文化、體育、觀光、媒體網路與

通訊等政策領域，致力提升國家文化水準，促進人民福祉。DCMS 過

去管理業務多以藝術、文化、創意產業、體育、觀光、文化遺產、博

奕事業等為主，近年來，鑒於產業數位轉型，DCMS 承接數位建設工

作日漸增多，觸及電信通訊、數據保護、網路安全、網絡技能、媒體

與創意產業等。 

近年DCMS繼 2013年推動「建設數位英國（Building Digital UK）」

後，陸續推動包括《英國數位策略（National Data Strategy, 2017）》、

《國家數據策略（National Data Strategy, 2020）》等數位產業發展政策，

積極推動英國的電信網路連結與網路普及，同時亦積極推動跨部門合

作，希望增強資通訊產業的安全性和彈性，兼顧國家安全風險掌控與

英國公眾福祉。 

在廣電傳播部門方面，由於媒體部門和新聞出版的蓬勃發展是民

主的基石，因此 DCMS 主要透過支持健康、可持續發展、多元的媒

體市場（包括新聞、電視、廣播與網路等）來實現這一目標，並審查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成立與任務規

範法源《皇家憲章（Royal Charter）》與相關協議，以確保 BBC 公共

角色的實踐103。  

 
103 DCMS, 2019. DCMS: Single Departmental Plan –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epartment-for-digital-culture-media-and-sport-single-

departmental-plan/dcms-single-departmental-pl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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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理法規 

依《歐盟 2003 年通訊法》新管制架構，英國於 2003 年 7 月整合

既有的《1984 年電信法》、《1998 年無線電信法》、《1984 年有線電視

法》、《1990 年放送法》、《1996 年放送法》等相關法規架構，修訂《通

訊法（Communication Act 2003）》，其法規架構。 

英國通訊法總計可分為 6 大篇，共計 411 條文，且有 19 個附則

（如下表 4-1）。 

表 4-1 英國通訊法之主要內容 

編 別 主要內容 條  款 

第一篇 Ofcom 之任務 第 1 條～第 31 條 

第二篇 網路、服務以及無線頻譜 第 32 條～第 197 條 

第三篇 電視與廣播服務 第 198 條～第 362 條 

第四篇 電視收訊執照 第 363 條～第 368 條 

第五篇 通訊市場之競爭 第 369 條～第 389 條 

第六篇 雜則及補則 第 390 條～第 411 條 

附  則 略 1～19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英國 2003 年《通訊法》。 

 

根據 2003 年《通訊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 2003）》和 1996

年的《廣播法（the Broadcasting Act 1996）》，Ofcom 須為電視和廣播

制定管理規則，該管理規則內容須涵蓋節目、贊助的標準、置入性行

銷規範與其他公平和隱私相關權益保障。 

另英國於 2010 年、2017 年分別公布施行兩版《數位經濟法》，下

表 4-2 整理並比較兩者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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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英國 2010 年與 2017 年《數位經濟法》規範要旨 

法規 

名稱 
《2010 年數位經濟法》 《2017 年數位經濟法》 

具體 

規範 

意涵 

補充規範 Ofcom 職權； 

針對線上侵害著作權相關權利訂

立裁處規範； 

訂立網域域名註冊規範； 

訂定 Channel 4 營運規範； 

制定有關電視和廣播服務規章； 

訂立頻譜使用規範； 

修正 1984 年《錄影帶製播法（the 

Video Recordings Act 1984》;  

規範電子刊物的公共出借權

（public lending right, PLR）； 

其他法規適用說明。 

修正電子通訊基礎設施和服務規

範； 

訂立線上色情內容限制連結規

範； 

針對電子通訊傳播相關制定維護

智慧財產權規則； 

制定資訊共享規範； 

修 正 1984 年 《 電 信 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84）》

第 68 條； 

針對 Ofcom 對 BBC 的職權進行

補充規範； 

基於年齡減免BBC電視執照費相

關規定； 

修改電子商務直銷規範； 

調整 Ofcom 職權規範； 

增修網路過濾（internet filters）規

範； 

其他包括防止或限制使用通訊裝

置進行毒品交易、訂立違反售票

限額行為等規範； 

其他法規適用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此外，雖然英國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脫歐，但在 2021 年之

前，英國與歐盟仍處於緩衝期，英國仍得遵守歐盟法規與制度，因此

關於媒體視訊服務相關規範仍遵循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的原則規範。 

因應 AVMSD 於 2018 年的修正，英國在 2020 年公告《2020 年

視聽媒體服務條例（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20）》，

除列管影音分享平臺服務（video-sharing platform service）之外，並致

力創設跨媒介間的公平競爭關係，即新法拉齊廣播電視和隨選節目服

務（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的監管強度，以保護觀眾，同時

亦加強煽動犯罪、暴力或仇恨和恐怖主義的內容管制，另針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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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弱勢族群也分別增加權益維護措施。 

尤其新法生效後，隨選節目服務與廣播電視將遵守同一節目與廣

告的內容規範，且營業規模達一定程度之隨選節目服務提供者，每年

平均應負責提供至少 30%的歐洲作品。 

此外，《2020 年視聽媒體服務條例》首次列管影音分享平臺服務，

法規要求影音分享平臺服務提供者應採取「適當措施（appropriate 

measures）」以達到保護未成年人免受可能損害其身心，道德或人格發

展的內容侵害、保護公眾免受煽動暴力、仇恨或其他歐盟法律所禁止

之內容的侵擾。 

《2020 年視聽媒體服務條例》部分條款已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

起生效，直至 2021 年 4 月 6 日全面生效104。 

英國廣播電視規管架構主要依上述法規為圭臬，至於關於廣播電

視更細緻的內容監理部分則依《Ofcom 廣播電視規範（The Ofcom 

Broadcasting Code）》為準，其更新的版本於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

效。新版《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總計分為 10 章，其規範內含本文

整理如下表 4-3。 

 
104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0/1062/contents/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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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英國現行《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監理架構 

章節 規範主題 規範內容 

第一節 保護 18 歲以下之未成年人 
保護未成年的相關規範，包括暴力、

危險、猥褻、色情等不當內容約束。 

第二節 傷害與冒犯行為禁止 

為公眾提供充分的保護，以免電視和

廣播服務的內容含有害和/或令人反

感的材料，確保廣電服務內容合於一

般規範。 

第三節 犯罪、動亂、仇恨與虐待禁止 

旨在反映廣播公司的言論自由權和

觀眾接收資訊和思想的權利，同時確

保電視或廣播服務不含鼓勵或煽動

犯罪或導致動亂之內容。 

第四節 宗教 

主要針對廣播電視業者對宗教節目

之責任歸屬，同時確保宗教節目不包

含對特定宗教或其他宗教的歧視或

傷害。 

第五節 公正與準確性 

該章節主要針對新聞性節目為相關

規範，旨在確保新聞節目的公正性與

準確性。 

第六節 選舉與公投 

旨在確保在選舉和全民投票時適用

2003 年《通訊法》和其他與選舉和全

民投票中的廣播有關的特殊公正性

要求。 

第七節 公平 

為確保廣播機構避免在節目中對個

人或組織的不公正或不公正待遇所

為之規範。 

第八節 隱私 

目的是避免廣播公司在節目中或其

內容製播過程侵犯個人隱私，其具體

規範內容包括事先同意、使用知情

權、使用範圍與弱勢群體特別保障等

內涵。 

第九節 電視商業廣告行為規範 

旨在維護廣播公司保持編輯獨立性、

確保商業廣告的透明性、區分廣告與

節目內容、保護消費者與防止不當的

商業贊助行為。 

第十節 電臺商業廣告行為規範 
確保商業廣告的透明性，以保護消費

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綜上所述，在英國脫歐過渡期結束（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轉換為英國法律的歐盟指令將轉為英國法律持續發生作用，惟由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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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脫歐，如廣播公司所需的許可等涉及區域管轄等問題將有所改變105。 

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英國 2003 年《通訊法》施行後，規管架構從垂直走向水平規管，

主要管制內容區分為電信與廣電等 2 大部分。在電信業者管理方面採

「一般許可制（General Authorization）」之水平管制架構，申請者需向

Ofcom 提出登記（notification）申請，始得提供指定的電子通訊網路

106（EC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電子通訊服務107（EC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或關連設施108，惟不包括稀有資源

執照，例如：頻譜及號碼皆應另外申請。 

而在廣電視聽服務的監理架構上，英國廣電服務規管架構分為平

臺層與內容層，具體如下圖 4-11 所示。 

 

註 1：白底部分需一般許可執照，灰底部分另需額外執照，虛框則無須執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改自交通部，2010。《數位電視發展藍圖規劃構想研究報告》。 

圖 4-11 英國廣播電視管理架構 

 
105 Simmons & Simmons LLP, 2020. In brief: media law and regulation in United Kingdom.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f38f1df-7717-4c9b-9c30-06ca977afbb0 
106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tion 32(1). 
107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tion 32(2). 
108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tion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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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執照分為無線電視臺、數位無線頻道服務（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licence, DTPS／Digital Television Additional Service 

licence, DTAS）與「須照之電視內容服務（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 TLCS），具體規管方式整理如下。 

（一） 無線電視 

英國將無線電視臺界定為｢公共服務播送者（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PSB）｣，故英國對無線電視監管概念係以公共利益為優先

法益考量。依據成立資金來源，學者 Barwise109將英國 PSB 歸類為兩

類： 

1、 純粹（pure）PSB：如由《皇家憲章（Royal Chater）》確立權

益關係的 BBC 與由公共資金成立之 Channel 4，其中 BBC

主要收入源來自強制性繳交之電視執照費（TV licence，或稱

電視稅），而 Channel 4 收入來源多元，且允許商業廣告；另

外由威爾斯主管機關監管的威爾斯第四台（Sianel Pedwar 

Cymru, S4C）由英國 DCMS 預算所成立，自 2022 年開始則

以電視執照費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2、 商營 PSB：如 ITV（Channel 3）與 Channel 5 等私人資產，

其收入主要來源為廣告。 

整體而言，英國對無線電視臺的監管方式沒有統一適用的規範，

係針對不一樣的無線電視臺分別訂立法規，以《通訊法》為例，而在

個別執照審查中也有不同之義務規範，惟 ITV 與 Channel 5 在《通訊

法》中係一起規範。表 4-4 為本研究整理之英國無線電視臺經費來源、

監管法源、執照期限與定期評鑑要點。

 
109 Barwise, P., 2018. Does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Really Give Consumers Less Good Value for 

Money than the Rest of the Market? D. Freedman and V. Goblot (eds). A Future for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London: Goldsmiths. pp. 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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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英國無線電視臺比較表 

無線電視臺 BBC S4C Channel 4 Channel 5 ITV（Channel 3） 

經費來源 

 電視執照費 

 透過電視執照費贊

助BBC活動之獲益 

 英國 DCMS 預算 

 2022 年開始為電視

執照費 

 印地成長基金投資

與商業成長基金 

 網站銷售 

 廣告與贊助 

 房屋銷售 

 數位廣告 

 廣告收入 

 廣告 

 商業合作 

 原創節目與節目授

權 

監管法源 

《皇家憲章（2017）》、

《文化、媒體與運動

部大臣協議》、《BBC

執照草案》、《BBC 執

行架構》、《通訊法

（2003）》、《數位經濟

法（2017）》 

《通訊法（2003）》 

《廣播法（1980）》、

《通訊法（2003）》、

《 數 位 經 濟 法

（2017）》 

 

《通訊法（2003）》、

《 數 位 經 濟 法

（2017）》 

《電視法（1954）》、

《廣播法（1990）》、

《通訊法（2003）》 

執照效期 

10 年 

（2018 年 1 月 1 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 

由構成國定之。 

10 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24年 12月 31日110） 

10 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24年 12月 31日111） 

10 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24年 12月 31日112） 

評鑑項目 

 滿足與宣傳公共目

的 

 確保提供高品質產

製與服務 

 要求提出詳細改組

計畫 

 肩負公共責任為展

現創新實驗精神與

創意 

 能否與執照有效期

間有所貢獻 

 負擔商業支出 

 達到公共媒體服務 

 能否與執照有效期

間有所貢獻 

 負擔商業支出 

 達到公共媒體服務 

 
110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media/media-releases/2014/ofcom-confirms-terms-for-new-channel-4-licence 
111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7/10718/channel_5_renewal.pdf 
112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7/10718/channel_5_renew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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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臺 BBC S4C Channel 4 Channel 5 ITV（Channel 3） 

 確保位在英格蘭、

威爾斯、北愛爾蘭

與蘇格蘭民眾能獲

得好的服務 

 展現顯著性 

 提供第三方公正 

 網路內容新聞與時

事 

 事務報導量 

 排播時間 

 原創節目所占比例 

 構成國與區域節目

製作所占比例 

 吸引社會上文化多

樣性的品味與興趣 

 節目內容符合教育

性與教育價值 

 展現獨特特性 

 是否有突出電子節

目指南使用權利 

 滿足獲得頻譜權利 

 能讓英國民眾享受

數位平臺 

 提供英國當地製作

內容 

 是否有突出電子節

目指南使用權利 

 滿足獲得頻譜權利 

 能讓英國民眾享受

數位平臺 

 提供英國當地製作

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改自白卿芬等人，2018。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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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無線頻道服務 

電視頻道業者若欲在多工平臺（multiplex）上架，惟依提供服務

內容形式不同應分別向 Ofcom 申請相關執照。欲提供電視節目內容

者應申請數位電視節目服務（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DTPS）執照；而欲提供文字服務或是數據服務者則應申請數位電視

額外服務執照（digital television additional service, DTAS），另欲提供

地方電視節目者，則向地方多工平臺取得承載同意，向 Ofcom 申請

取得 local DTPS 執照後，始得播送節目113。 

DTPS 與 DTAS 申請應檢附文件包括申請書、上架多工平臺業者

協議、申請費用等，原則採「先到先審」（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

則，Ofcom 將於 2 日內回覆，25 個工作日內發照。惟涉及宗教、政

治等議題者，考量涉及法規與主管單位職權分配，審核時間較長。此

外，申請 DTPS 執照者，因涉及提供節目服務，應遵守如《電子節目

指南（Code on 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s）》、《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114》等法規規範。 

對於針對 DTPS、DTAS 或是 local DTPS 持照者，原則上其執照

並無特定期限或是評鑑制度，惟倘其與多工平臺業者間之協議有所變

動時，應於 28 日內通知 Ofcom 並申請執照變更，另外倘執照許可人

欲調整服務名稱和性質、轉讓許可證，皆應事前以書面通知 Ofcom，

雖執照無期限或評鑑制度，惟 Ofcom 仍得於職權範圍視實際情形在

符合正當程序的情形下，更改、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115。 

 
113 Ofcom, 2018. 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s / Digital Television Additional Services 

Guidance notes for licence applicants.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2/57091/dtps_dtas_guidance_notes_for_licence_a

pplicants.pdf 
114 英國雖已脫歐，但據《脫歐協議（Withdrawal Agreement）》，在過渡期間（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內，英國仍應遵循歐盟法規。 
115 Ofcom, 2018. 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s / Digital Television Additional Services 

Guidance notes for licence licensees.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3/44825/dtps_dtas_guidance_notes_for_licensees.



162 

 

（三） 須照之電視內容服務 

欲利用衛星、電子通訊網路或多工平臺提供「電視節目或電子節

目指南（television programmes or 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s）」者，

依規定應取得「須照之電視內容服務（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s, TLCS）116」。一般而言欲提供之服務倘滿足以下 2 要件，即

應取得 TLCS 執照： 

1、 提供之服務內容由「電視節目或電子節目指南（或兩者兼有）」

組成，或主要目的是提供「電視節目或電子節目指南」。 

2、 提供之服務內容係「可供公眾接受」， 包括免費播放、付費

訂購或需另購設備接收服務等類型皆屬之，惟排除隨選視訊

服務（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 

Ofcom 將 TLCS 執照分為三種服務類型（如表 4-5），不同服務類

型依《電視廣告投放時間安排準則（the Code on the Scheduling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COSTA）》將影響服務規範與執照年繳規費。 

表 4-5 TLCS 執照的服務類型 

 服務類型 定義 

1 
編輯 

（editorial） 

編輯服務是一種「常規（normal）」節目服務，

係指具有常規節目內容和固定的廣告時段，多

數電視頻道（包括電子節目指南）皆屬之。 

2 
購物 

（teleshopping） 

購物服務（也稱為家庭購物、廣告、資訊電視

等）是一種特殊的廣告形式，不得播放不包含

直接向公眾提供的內容（允許的現場廣告除

外）。 

3 
自我推銷 

（self-promotional） 

自我推銷服務係依特殊形式的廣告，允許業者

於其中宣傳自己的產品、服務或頻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 

  

 
pdf 
116 Ofcom, 2018. 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s. Guidance notes for licensees.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2/36201/tlcs_guidance_notes_for_license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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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CS 執照申請應檢附文件包括申請書（應包括執照聯繫資訊、

公司財務資訊等）、申請費用等，倘 TLCS 執照持有者欲在多工平臺

上架，亦應書面告知 Ofcom，且後續無論變更或終止協議亦應通知

Ofcom。 

原則上 Ofcom 會於 2 日內回覆 TLCS 執照申請，25 個工作日內

發照，惟涉及宗教、政治等議題者，考量涉及法規與主管單位職權分

配，審核時間較長。此外，申請 DTPS 執照者，因涉及提供節目服務，

應遵守如《電子節目指南（Code on 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s）》、

《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117》、《Ofcom 廣播電視法規（Ofcom Broadcasting Code）》與其他廣告

相關規範。 

另外 TLCS 執照規費係依營業額的百分比計算之，其主要廣告、

贊助、訂閱等營業相關事項，依不同加權方式計算，惟購物頻道，有

另外計算方式，如電話購物服務及收取固定年費118，而以所提及規費

計算比例並非固定，Ofcom 將於每年 3 月 31 日前略調並公布詳細計

算比例。 

此外，依 1990 年《廣播法》規範，以下對象不可經營 TLCS 事

業： 

 地方當局； 

 政治機構； 

 宗教團體，但 Ofcom 設有其他例外規定； 

 由上述任何相關人士或合夥人控制之公司； 

 廣告代理商或由該代理商控制或持股逾 5％之公司。 

 
117 英國雖已脫歐，但據《脫歐協議（Withdrawal Agreement）》，在過渡期間（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內，英國仍應遵循歐盟法規。 
118 Ofcom, 2018. 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s. Guidance notes for licence applicants.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0/10883/tlcs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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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量下列原因，Ofcom 得廢止 TLCS 執照： 

 持照人未能支付年度許可費或未能提供 Ofcom 要求的資訊； 

 持照人出於誤導 Ofcom 的意圖，提供不實資訊（或隱瞞資訊）； 

 持照人身分改變，成為不符合持照資格者； 

 發生任何影響持照人資格、特徵或控制關係改變，並因條件

變更而將導致 Ofcom 不授予執照； 

 Ofcom 不認同持照人得繼續「適合且適當（fit and proper）」

地持有執照； 

 持照人未遵守其他相關法規規範； 

 持照人提供的服務不適用 TLCS 執照服務；或  

 持照人的公司解散。 

Ofcom 決定廢止 TLCS 執照之前，應通知並給予業者申辯機會，

除因基於上述理由遭廢止執照外，原則上英國 TLCS 執照沒有持照期

限，惟 Ofcom 對 TLCS 執照管制頗為嚴格，雖然幾乎每個月都核准

新的頻道申設，但也幾乎每個月都有頻道被廢照119。 

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此外依英國 1996 年《廣播法》與 2003 年《通訊法》規定，Ofcom

應擬制廣播電視規範，其內容應包括節目製作、廣告贊助、商品置入

與公正性與隱私保護等相關規範，而現行規範係依 Ofcom 於 2019 公

布施行之《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為準120，而 Ofcom 旗下內容監督委

員會則依《Ofcom 廣播電視規範》對相關業者進行監理。 

而跟新聞節目相關之規範，主要規定於《Ofcom 廣播電視規範》

 
119 洪貞玲，2006。〈國家管制與言論自由─從衛星電視換照爭議彈體〉。《廣播與電視》，26，頁

51-75。 
120 Ofcom, 2019. The Ofcom Broadcasting Code (with the Cross-promotion Code and the On Demand 

Programme Service Rules).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broadcast-

codes/broadcas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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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公正、準確原則，避免不當的觀點和主張（Due Impartiality 

and Due Accuracy and Undue Prominence of Views and Opinions），該章

規管原則延續《通訊法》第 319、320 條、BBC 憲章與協議內容以及

《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121，詳細內容參見下表 4-6。

 
121 Section five: Due impartiality and due accuracy.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

demand/broadcast-codes/broadcast-code/section-five-due-impartiality-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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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Ofcom 廣播電視規範》新聞準確與公正性編輯規範 

法規條目 法規內容 適用對象122 

準確與公正性原則 

第 5.1 條 任何形式的新聞皆應以適當的準確性進行報導，並以公正的方式呈現。  節目類型： 

新聞節目 

 適用服務類型： 

所有廣播與電視服務、BBC 所屬

所有廣電與隨選節目服務（on－

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 

第 5.2 條 原則上應迅速確認並糾正新聞中的重大錯誤，且應該適當地手段進行修正。 

第 5.3 條 在任何新聞節目中，除有特殊的理由，否則不得以政治人物作為新聞主播

（newsreader），採訪者（interviewer）或記者（reporter），且在這種情況下，應向閱

聽眾揭露其政治立場（political allegiance）。 

特殊公正性要求 

針對政治或產業爭議事項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事項之特別公正性要求 

第 5.4 條 針對上述議題，廣電業者應排除其本身在政治和產業爭議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

的事情上的觀點和觀點的表達（除非是在立法論壇或國會或法院中之發言）。 

 節目類型： 

新聞節目、其他節目 

適用服務類型： 

除持 RSLs 執照外之廣播服務、所

有電視服務、BBC 所屬所有廣電與

隨 選 節 目 服 務 （ 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 

第 5.5 條 廣電業者應維護其於政治或產業爭議事務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事務上適當

之公正性。上述要求可透過一系列相關節目加以呈現。 

 節目類型： 

新聞節目、其他節目 

適用服務類型： 

國家廣播電台、國家數位廣播電台、

所有電視服務、BBC 所屬所有廣電

第 5.6 條 承上條規範，倘以一系列節目呈現政治或產業爭議等主題，應於節目中明確標示，

使閱聽眾能理解。 

第 5.7 條 不得歪曲觀點和事實。相關論述亦應以視時間框架有適宜的呈現權重。 

 
122 Ofcom, 2019. Due Impartiality and Due Accuracy and Undue Prominence of Views and Opinions Guidance.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3/99177/broadcast-code-guidance-section-5-march-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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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目 法規內容 適用對象122 

第 5.8 條 若記者或主持人的個人利益會使節目的公正性存疑者，應向閱聽眾說明。 與 隨 選 節 目 服 務 （ 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 第 5.9 條 主持人和記者（排除新聞節目主持人和記者）得就政治或產業爭議事項以及與當前

公共政策有關的事項進行個人觀點表述；惟仍應呈現與其不同的觀點。此外，其亦

不得利用定期露面的優勢，宣揚自己的觀點，更應鼓勵其他觀點並陳。 

第 5.10 條 倘有自己的觀點內容，至少應於節目之初即應揭露相關立場。 

第 5.11 條 除上述要求之外，廣電業者在處理本節所規定之議題時，應保持是當的公正性。 

第 5.12 條 在本節所規定之議題時，必須確保相關節目內容皆應包含適當、廣泛的重要觀點並

給予應有的重視，並不得扭曲任何觀點與事實。 

第 5.13 條 廣播業者不應於節目中，突出特定個人或任何團體在本節所規定之議題的觀點或意

見。 

 節目類型： 

新聞節目、其他節目 

適用服務類型： 

所有地方廣播服務、 

所有地方數位廣播服務、所有廣電

內容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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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Ofcom 設有觀眾投訴制度，由內容委員會負責透過電話、

線上或郵寄等方式接受閱聽眾投訴，並根據《Ofcom 廣播電視規範》

進行評估。內容委員會在處理投訴時，會檢查內容播出狀況，包括節

目類型、播放頻道與時間等，同時考慮言論自由與觀眾接受多元資訊

的權利，並具上述審查內涵做成包括糾正、罰鍰甚至廢照之決定123。 

原則上 Ofcom 的監理機制依被監理對象區分為三套系統（如下

表 4-7）124—BBC 廣電服務、其他廣電服務與隨選視訊服務業者（On-

demand service providers, ODPS），下表為本研究整理 Ofcom 監理各類

服務依循法規與監理要點。 

表 4-7 Ofcom 監理結構 

相關規範 一般廣播電視服務 
BBC 廣電與隨選 

視訊服務 
一般隨選視訊服務 

2003 年

《通訊

法》 

Ofcom依2003年《通

訊法》第 319 條授權

訂定之《Ofcom 廣播

電視規範》，並據此

接受被動民眾投訴、

主動發現調查相關

違規事例，並進行裁

處。 

Ofcom依2003年《通

訊法》第 319 條與

BBC《皇家憲章》相

關規範，監理 BBC

廣電與隨選視訊服

務，並據此調查、裁

處相關違法行為。 

Ofcom依2003年《通

訊法》第 4A 章對一

般隨選視訊服務 

進行監理。 

公平性和/

或隱私權

相關事件 

從 1996 年《廣播法》

與 2003 年《通訊法》

中關於公平性和/或

隱私權相關事件，雖

規範於《Ofcom 廣播

電視規範》內，但其

調查或裁決程序為

獨立的另一套規範。 

以 1996 年《廣播法》

與 BBC《皇家憲章》

中關於公平性和/或

隱私權相關催範圍

法源，Ofcom 可據此

為調查、裁處相關違

法行為。 

X 

執照許可

時，附加

之條件 

違反 Ofcom 頒發執

照許可時之附加條

件者，Ofcom 可依規

得針對違反 BBC 相

關協議之行為，為調

查。 

X 

 
123 Ofcom, 2019. Ofcom’s TV complaints of the decade. https://www.ofcom.org.uk/about-

ofcom/latest/features-and-news/most-complained-tv-2019 
124 Ofcom, n.d.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investigations and sanctions on TV, radio and 

video-on-demand services.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information-for-

industry/guidance/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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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範 一般廣播電視服務 
BBC 廣電與隨選 

視訊服務 
一般隨選視訊服務 

定為法定裁決。 

公平競爭 

違反公平競爭相關

法規者，Ofcom 得發

起調查並依調查結

果處以相關裁決。 

Ofcom 得強制 BBC

遵守公平競爭要求。 

X 

一般違法

調查 

Ofcom 認其有違法

行為，但未確定具體

違反內容，得啟動一

般調查程序，以調查

是否已發生違反「相

關要求」的情況，然

後才可以根據該違

法行為調查裁決程

序，進行後續行動。 

 
X 

線上內容

違法調查 

X Ofcom 得接受針對

BBC 線上資料的編

輯內容的投訴，並據

此調查相關違法行

為。 

X 

資料來源：本研究。 

 

據 Ofcom 統計，2019 年共處理約 28,000 份觀眾投訴，審查近

7,000 個小時的廣播與電視節目內容，並啟動 121 起調查，發現 55 起

違規事件，而總結近 10 年內容投訴業務顯示，2010 至 2019 年最具

爭議的節目以真人秀、新聞和時事節目為多125（如圖 4-12）。 

 
125 Ofcom, 2019. Celebrity Big Brother tops TV complaints for the decade.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features-and-news/most-complained-tv-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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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fcom, 2019. Celebrity Big Brother tops TV complaints for the decade.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features-and-news/most-complained-tv-2019 

圖 4-12 Ofcom 統計 2010 至 2019 年最具爭議的節目 

 



171 

 

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在電視、廣播和紙本媒體類別，依照英國人每週最常收看

的新聞媒體依序是 BBC（56%）、ITV（27%）、Sky（16%）；而在新聞

可信度方面，前 3 名分別為 BBC（64%）、ITV（60%）、Channel 4（59%），

詳如下圖 4-13、圖 4-14。 

 

資料來源：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圖 4-13 英國人每週最常收看的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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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圖 4-14 英國人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 

研究團隊參考上述英國新聞媒體的收視率和可信度，選定 BBC

深入研析其內部如何維持編輯獨立、維持新聞公正性與正確性等具體

作法。此外在英國人每週接觸新聞的管道上也可發現，Sky News 也

位居第 3 名，且其並不屬於英國公廣集團，故本研究選定 Sky News

為另一個研究對象。 

一、 自律 

（一） BBC  

BBC 訂有《編輯指南（Editorial Guidelines126）》作為 BBC 的價值

觀和標準，且適用於 BBC 所有製播的內容（詳如表 4-8），此外為達

 
126 BBC, n.d. Guidelines.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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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編輯指南》所訂之原則，BBC 另訂有實踐指導對《編輯指南》詳

細說明127。 

表 4-8 BBC《編輯指南》規範要點 

篇章 規範原則 

第 1 節 BBC 的編輯標準 

第 2 節 如何使用準則 

第 3 節 準確性 

第 4 節 公正性 

第 5 節 傷害與冒犯 

第 6 節 對消息來源（貢獻者）的公平與同意 

第 7 節 隱私 

第 8 節 報導犯罪和反社會行為準則 

第 9 節 兒童和年輕人保護規範 

第 10 節 政治、公共政策和民意調查報導規章 

第 11 節 戰爭、恐怖與緊急事件 

第 12 節 宗教內容 

第 13 節 內容素材可重複使用、還原和保存 

第 14 節 獨立於外部利益 

第 15 節 利益衝突 

第 16 節 對外關係與融資 

第 17 節 與閱聽眾互動之原則 

第 18 節 其他法遵規範 

資料來源：BBC, n.d. Guidelines.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guidelines 

 

依《皇家憲章》規範，Ofcom 須規範 BBC 在英國的公共服務相

關內容的標準，倘 Ofcom 發現 BBC 違反規範，則可要求 BBC 說明，

若 Ofcom 認為其違法行為係「嚴重、故意、反覆或魯莽地（recklessly）」

的情況下，得裁以要求更正或處以 25 萬英鎊以下之罰鍰。 

《皇家憲章》同時亦訂有責任與透明義務規範，據此 BBC 應公

告年度報告和預算，並應包含有關內容製播自律規範實踐情形。此外，

BCC 亦設有投訴機制，供民眾監督投訴。 

BBC 內容的投訴最初多由 BBC 觀眾服務處（BBC Audience 

Services）處理，但對回應不滿的投訴者可要求 BBC 行政投訴組

 
127 BBC, n.d. The BBC’s Editorial Values and Standards.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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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S Executive Complaints Unit）進行調查。倘行政投訴組認定投

訴事例嚴重違反 BBC 內容規範，將公布調查結果且依情節命相關單

位道歉或更正。 

又若投訴人對行政投訴組裁決不滿，且投訴事件涉及 Ofcom 監

管職權，投訴人可另向 Ofcom 投訴，由 Ofcom 對相關爭議進行合法

性審議，並進行裁決。值得一提的是，倘投訴內容涉及網路資訊， 

Ofcom 雖得提出意見或建議 BBC 更正，但卻沒有進一步的強制執行

的權限，另外 Ofcom 對 BBC world 與其在社群媒體上所發布的內容

亦無強制裁罰的權限128。 

（二） Sky News  

天空新聞（Sky News）為英國 24 小時播放新聞的電視頻道，為

保持其新聞質量，其除依法法遵循 Ofcom 所規定的《廣播內容規範》，

亦訂立內部《編輯指南（Editorial Guidelines）》，此外其亦承諾無論是

在各種形式傳播天空新聞，如社群媒體、播客或其他共享平臺等，所

有新聞內容都將遵守相同的內容規範，詳如表 4-9。 

表 4-9 天空新聞《編輯指南》 

篇章 規範內涵 

第 1 節 

法律 

宣示天空新聞內容製播應遵循法律規範，包

括數據、隱私、青少年保護等相關法規。 

第 2 節 

公共利益-與法律衝突 

提供法益衡量的標準，如對犯罪行為的報導

中，關於偵查不公開與公眾知情權的法益衡

量。 

第 3 節 

《2010 年反賄賂法》疏通費

（facilitation payment）和招待費 

反貪腐條款，無論是採訪須另外付費或接受

酬庸的採訪皆應得單位主管同意並記錄，且

接受酬庸上限，原則上以一年 250 英鎊以下

為限。 

第 4 節 

隱私 

公共利益與隱私權法益衡量，尤其有關性犯

罪的受害者更應謹慎對待。 

第 5 節 

誹謗 

主要說明媒體工作者如何避免觸犯這些違

法行為。 

 
128 BBC, n.d. Section 1: The BBC's Editorial Standards.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guidelines/editoria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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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規範內涵 

第 6 節 

現場侮辱（Live Libels） 

第 7 節 

蔑視 

第 8 節 

著作權和公平交易 

第 9 節 

合法性規範 

媒體工作者應熟係並避免觸犯為體法規，如

《通訊法》、《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等。 

第 10 節 

公平 
公平無歧視原則的實踐規範。 

第 11 節 

適當的公正性和準確性 

重申《Ofcom 廣播電視規範》中關於適當的

公正性和準確性規範內涵。 

第 12 節 

選舉與公投 

選舉與公投相關內容必須特別注意公平、公

正，並應為平衡報導。 

第 13 節 

商業議題 

節目與廣告應明確區分，且不得於節目中中

宣傳任何產品或服務。 

第 14 節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保護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無論作為觀眾或參與節

目者，皆應戒慎的保護其權力，並避免讓其

接觸依其年齡不適合其身心發展之內容。 

第 15 節 

投訴和錯誤 
闡明內部自律規範與投訴機制。 

第 16 節 

突發新聞報導 

緊急災難報導原則，並注意處理災難新聞

實，對受害人的尊嚴及對其家人的尊重。 

第 17 節 

報紙評論 

有關引用報紙評論的相關規範，尤其應注意

關於肖像權、著作權的合法使用範圍。 

第 18 節 

跨平臺內容規範 

天空新聞的內容編輯規範跨平臺共享同一

標準。 

第 19 節 

公平描述 

報導應反映代表英國的所有文化、種族和宗

教，且不歧視任何人。 

第 20 節 

紀錄留存規範 

新聞工作者應紀錄採訪重要事項，且應留存

18 個月以上。 

第 21 節 

付費 
採訪報酬相關規範。 

第 22 節 

重建素材應用 

重建素材的使用或拍攝皆僅於特殊個案，且

應由主管同意。 

第 23 節 

社群媒體使用與公開發表 

新聞工作者使用社群媒體規範與公開發表

言論時應注意之事項。 

資料來源：Sky News, n.d. Editorial Guidelines. 

https://components.news.sky.com/files/editorial_guidelines.pdf 

 

此外，為確保天空新聞的編輯獨立性，另外設有天空新聞董事會

（The Sky News Board），天空新聞董事會將獨立於母公司 Comcast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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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目的係確保編輯室自主工作並確立編輯準則。一般而言，倘天空

新聞發生重大錯誤，將由內部先行調查，並向天空新聞董事會報告，

再由董事會進行最後裁處定奪。 

二、 他律 

相比美國，英國電視新聞的問責由 Ofcom 主導，不論公共電視

臺或商業電視臺的新聞節目，皆應遵循 Ofcom 所訂之內容規範和各

電視臺的內部規範運行129，閱聽眾得透過 Ofcom 的投訴機制表達意

見，投訴審查進度與結果也由 Ofcom 公開於網站，由於監理體系透

明且運行穩健，相對於第三方新聞問責機構，英國有關電視新聞的第

三方機構較偏向行業公會型態，其中尤以皇家電視學會（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RTS）歷史最為悠久，影響力最大。 

皇家電視學會為教育非營利機構，於 1927 年成立，吸納超過 5000

名正式會員，並由許多英國和全球知名廣播電視公司贊助，如 BBC、

Sky、Channel 4 和 ITV 等。RTS 除贊助、表彰電視人才之外，亦定期

舉行各類活動以討論和分析電視產業的發展，並定期發布月刊《電視

雜誌（Television Magazine）》130。 

受觀眾消費習慣數位轉換影響，RTS 近年討論議題轉向傳統電視

競爭利基、假新聞與不實資訊治理等，同時並檢討英國現行公共電視

體系。RTS 討論電視新聞的論述，多仍將 PSB 新聞的信任度與不可

替代性置於核心131132，並期許 PSB 不僅持續以線性電視提供高質量

的新聞，更應發展跨媒介傳播，努力擴大受眾範圍133。 

 
129 Steve Clarke, 2018. Fake news and the future of TV news drive the RTS APPG debate. 

https://rts.org.uk/article/fake-news-and-future-tv-news-drive-rts-appg-debate 
130 RTS, n.d. Welcome to the 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an educational charity promo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elevision. https://rts.org.uk/about-us/what-we-do 
131 RTS, 2019. Culture secretary Jeremy Wright on maintaining trust in TV. 

https://rts.org.uk/article/culture-secretary-jeremy-wright-maintaining-trust-tv 
132 RTS, 2019. The future of TV journalism and fighting fake news. https://rts.org.uk/article/future-tv-

journalism-and-fighting-fake-news 
133 Steve Clarke, 2018. Fake news and the future of TV news drive the RTS APPG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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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皇家電視學會之外，英國媒體透視（Media Lens）為英國媒

體觀察監察之非營利組織，其以觀察英國主流媒體為宗旨，自 2001

年起致力觀察、描述主流媒體（尤以報紙和廣電為主）運作，分析其

如何透過資訊傳播體系傳遞資訊為菁英服務，主導現代社會，並進一

步揭示這些資訊為人類與動物帶來危害、環境破壞等負面影響。 

媒體透視運行方式主要是選擇主流媒體的報導，核實報導中新聞

記者、學者和專業研究者提供之事實和意見的可信度，提出評論意見，

並收錄雙方的事件報導版本與相關意見，據此出版《媒體警報（Media 

Alerts）》，此外讀者也可透過 Media Alerts 刊物提供的「建議行動」

聯絡方式，以電子郵件表達意見134。 

 
https://rts.org.uk/article/fake-news-and-future-tv-news-drive-rts-appg-debate 
134 Media Lens, n.d. What is Media Lens? https://www.medialens.org/what-is-media-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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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根據 Ofcom2020 年釋出的 2019-2020 年度報告135指出，從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間中，Ofcom 總計審理了 82 個違

反《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的案件，並對廣播電視業者執行 7 項制裁，

其中 6 項是經濟處罰，其中除有廣播公司因違反公正性原則，遭裁罰

75,000 英鎊，Ofcom 特別列舉 4 個電視頻道裁處情形說明，具體裁罰

對象、原因與裁罰金額整理如下表 4-10 所示。 

表 4-10 Ofcom 針對廣播電視裁罰案例 

裁罰對象 裁罰原因 裁罰金額 

RT 違反了公正原則達 7 次 200,000 英鎊 

Ben TV 

違反有害內容規範─Ben TV 播放關於訂購

「 自 由 神 奇 泉 水 （ free miracle spring 

water）」，並聲稱或強烈暗示其可以治癒嚴

重的疾病，Ofcom 認定此舉未能為觀眾提供

足夠的保護，使其免受潛在有害內容的侵

害。  

25,000 英鎊 

Peace TV Urdu 
違反有關犯罪、動亂、仇恨和虐待的規則 

200,000 英鎊 

Peace TV 100,000 英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Ofcom, 2020. Ofcom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20。 

 

除上述處以罰鍰之外，Ofcom 調查 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發

現，2 個國際衛星電視頻道所播放之節目係從伊斯蘭角度出發，而其

播出的宗教節目包含仇恨言論和令人反感的內容，且有煽動犯罪的可

能，故 Ofcom 決定撤銷 Peace TV Urdu 執照，而後期姐妹臺 Peace TV

亦同時失去執照136。 

除上述案件之外，近年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中國大陸「大

外宣」政策下，快速擴張，惟其於英國播出的 5 個新聞節目被 Ofcom

 
135 Ofcom, 2020. Ofcom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2/198770/ofcom-annual-report-and-accounts-

2019-20.pdf 
136 Ofcom, 2019. Ofcom statement on Peace TV Urdu. https://www.ofcom.org.uk/about-

ofcom/latest/media/media-releases/2019/statement-peace-tv-u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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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嚴重不遵守英國相關法律」、「未能保持適當的公平性」認定違法，

Ofcom 後續將決定具體裁處內容，該案也引起許多矚目137。 

綜上所述，考慮即時性、影響性，本文將就 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案、RT 案與 CGTN 案為研析。 

一、 個案一：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案138（2019） 

Peace TV 為非營利性、國際衛星電視臺，其節目以宣傳伊斯蘭教

教義為主，姊妹頻道包括 Peace TV Urdu、Peace TV Bangla 與 Peace 

TV Chinese-Mandarin，其在英國播出的頻道包括以英文播出的 Peace 

TV 與以烏爾都語播出的 Peace TV Urdu。 

此次違規事件主要是 Peace TV Urdu 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點播出的「Kitaab-ut-Tawheed 第 59 節」，其討論了伊斯蘭教對魔術師

以及練習魔術者的懲罰，Ofcom 認為該節目將引導英國伊斯蘭教徒模

仿此類行為，且事實上也發生類似的社會案件（R v Speedy 案139），

尤其 Ofcom 還發現該節目有煽動犯罪的可能，並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告指名此舉為違法行為，並將於後續公布具體裁罰。 

惟 Ofcom 發現 Peace TV Urdu 在 2019 年 11 月 11、12 日間有 3

次重播行為，並警告 Peace TV Urdu，爾後於 Peace TV Urdu 於 11 月

13 日 18 時 26 分播放「Kitaab-ut-Tawheed 第 60 節」時，以屏幕下方

滾動式字幕發布英文、大約 6 分鐘的道歉信，除表示英國的 Peace TV 

Urdu 並不支持該行為，並對重播節目表示歉意，亦不再播出該片段。 

基於上述事實，Ofcom 認為「Kitaab-ut-Tawheed 第 59 節」已違

 
137 BBC，2020。英國監管機構裁定中國央媒 「偏頗」 報道香港抗議。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52824121 
138 Ofcom, 2019. In Breach: Peace TV Urdu.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4/181923/peace-tv-breach-decision.pdf 
139 加害人 Jalal Uddin 認為被害人 Rochdale imam 在孟加拉國實施的醫療行為係「黑魔法」，人

為其違反穆斯林戒律，進而謀殺被害者。詳見：BBC, 2016. Jalal Uddin murder: Syeedy guilty 

over Rochdale imam death.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manchester-3738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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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Ofcom 廣播電視規範》有關犯罪、動亂、仇恨和虐待的規則，且

其 3 次重播違規內容之行為，為累犯，雖其後除證明重播行為為技術

錯誤，同時已採取措施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並發布道歉聲明，惟

Ofcom 認為 Peace TV Urdu 於事件發生之初並未採行適當手段防止錯

誤再發生，且該節目重播 3 次卻不自知，最終 Ofcom 決議撤銷 Peace 

TV Urdu 執照，而鑒於 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為姊妹公司且有

共同遵守法律規範的義務，因此兩者同時被撤銷 TLCS 執照。 

二、 個案二：RT 案（2019-2020） 

俄國公營媒體「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 RT）」由俄羅斯聯邦

出版與媒體傳播辦事處出資、俄羅斯非營利機構「TV-Novosti」所有，

其節目於俄羅斯產製，以英語、阿拉伯語和西班牙語播報全球新聞與

時事，在英國可透過衛星廣播及數位無線電視平臺觀看140。 

Ofcom 於 2018 年 4 月啟動調查 RT 的 10 個節目，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發表初步判定（Preliminary View），經過業者口頭及書面意見

陳述後，於 2019 年 7 月發布最終決議141指出，RT 於 2018 年 03 月 17

日至 2018 年 04 月 26 日間，播出 Sputnik、Crosstalk 與 News 三個節

目（具體涉案事件如下表 4-11），總計 7 個違反適當公正原則的事件，

其違反規範主要為 5.1 條、5.11 與 5.12 條142，本文簡要彙整業者意見

與 Ofcom 裁決理由如下表 4-12。 

 

 
140 羅慧雯等（2020）。新聞公平原則參考準據、處理程序與資訊揭露研究報告。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81/5138_44734_200817_1.pdf 
141 Ofcom, 2019. Decision-Autonomous Non-Profit Organisation (ANO) TV Novosti.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bulletins/content-sanctions-adjudications/decision-tv-

novosti 
142 其具體規範分別要求新聞無論以何種形式，應凖確且公正（5.1 條）；5.11 與 5.12 條則為特

殊龔性要求，即現行政治、產業爭議與公共政策等重大問題上，必須保持應有的公正，並於節

目中呈現重要多元觀點，並給予相當表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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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RT 案違規節目 

節目名稱 違規時間 違規案件 

Sputnik 
2018 年 3 月 17 日 19 點 30 分 

2018 年 4 月 07 日 19 點 30 分 

英國索爾茲柏里（Salisbury）發生

間諜遭毒氣中毒事件 

Crosstalk 

2018 年 4 月 13 日 20 時 30 分 

2018 年 4 月 16 日 20 時 30 分 

2018 年 4 月 17 日 8 時 30 分 

敘利亞武裝衝突 

News 
2018 年 3 月 18 日 8 時 

2018 年 4 月 26 日 8 時 

烏克蘭政府對納粹主義的立場及

其對羅馬尼亞人的處置 

資料來源：Ofcom, 2019. Decision-Autonomous Non-Profit Organisation （ANO） TV Novosti.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bulletins/content-sanctions-adjudications/decision-tv-

novosti 

表 4-12 RT 案重要爭點辯證內容 

RT 主張 Ofcom 裁決理由 

 有違表達自由 

行政處分應合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言論自由的意旨，且 Ofcom 所為之

裁處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意旨，且無證

據表明 RT 的行為有違公平和平等的

民主言論發展的風險。 

 媒體公正性的重要性 

Ofcom 首先論證媒體對民主論述的重

要性，倘媒體未能提供公正論述，恐將

削弱民主論域的功能，傷害民主社會

的價值。 

 

 違規行為未達「嚴重」 

RT 認為其違規行為未達「嚴重」程度，

的，理由包括：例如 Ofcom 未提出其

造成的具體傷害、其受眾相對較少未

能稱之「有影響力的媒體平臺」、未考

慮到個別違規行為的相對嚴重性等。 

 違規行為達「嚴重」 

Ofcom 認同 RT 有提供閱聽人俄羅斯

觀點下的新聞時事，即使其支持特定

國家的觀點或批評特定其他政府的政

策，惟其仍應遵守公正性規範。 

另，根據違反規則的不同，有不一樣的

論斷，而本案係涉及 5.11 和/或 5.12 條

之規範，其屬針對政治或產業爭議事

項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事項之

「特別公正性要求」，其違規影響層面

較深遠且嚴重。 

整體而言，RT 在短期間出現 7 次違規

事件，其中 6 項更攸關現行政治或產

業爭議事項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

的事項，足以認定業者嚴重且重複違

規。如此集中之時間內發生諸多針對

適當公正的違失，除加劇對觀眾傷害，

並恐損害公眾對廣播新聞和時事公正

性的信心。 

 罰鍰違比例原則，恐成寒蟬效應 

初步意見中建議的罰鍰數額係對 RT

及其受眾的言論自由構成不成比例的

干擾並具寒蟬效應。 

 個案考量後，通盤判決 

其中 6 個違規事件攸關現行政治及產

業爭議或議題之公共政策與事務，又

節目播出時點正好是議題延燒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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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主張 Ofcom 裁決理由 

對公眾輿論的傷害更大，因此更加嚴

重。 

Ofcom 後續裁處係考量違失嚴重性、

時間長短、傷害程度、業者獲得之利

益、業者有無適當預防行為、違規行為

故意與否、業者察覺涉違反規定時有

無及時補救或停止播送與其他補救措

施、過去裁罰紀錄等因素等要件，使裁

處合於比例原則，兼具嚇阻作用。 

 公正性論證 

RT 致力於提供全球媒體忽視的觀點，

但不是只有單一觀點，且其非俄方之

官方宣傳機器，而是批判、糾正主流媒

體的再現，且這些違失並不嚴重，因為

針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觀點可從 RT 的

其他節目或其他媒體獲知。 

新聞性現場節目為即時性的節目，難

以預先計畫並展現適度的公正性與多

元性。 

 公正性係對獨立業者的要求 

適當公正要求是對每一獨立業者之要

求，且不能因為不同觀點可由其他媒

體取得或可由其他媒體制衡就降低其

違規的嚴重程度。 

又 RT 未能提出 RT 有其他節目得「清

楚連結且即時的」與違規節目相關，且

公正性規範又無明文規範此一阻卻違

規事由，因此不能謂之符合適當公正

性之要求。 

 法遵作為 

RT 恪守 Ofcom 規範，如 2017 年起每

年針對旗下員工及節目製作者進行訓

練，並擁有熟知法遵之編輯及分析顧

問，並致力遵循 Ofcom 提出的建議提

供多元觀點。 

 業者足具法遵能力而未善盡責任 

Ofcom 之前已多次提供該業者有關於

遵守《廣電規範》中適當公正之行政指

導，經過這些指引業者應該已瞭解如

何維持適當公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Ofcom 裁決內容與 NCC，2020。英國 Ofcom《廣電規範》適當公正

原則：以 Russia Today 案為例。 

 

如上表所列，Ofcom 考量包含違失嚴重性、時間長短、傷害程度、

業者獲得之利益、業者有無適當預防行為、違規行為故意與否、業者

察覺涉違反規定時有無及時補救或停止播送與其他補救措施、過去裁

罰紀錄等因素，兼併考量違規嚴重程度，業者意見陳述，業者營運情

形與財務狀況等因素後，裁處 20 萬英鎊，並要求 RT 播出 Ofcom 的

簡要調查結果，形式及日期由 Ofcom 決定143。 

對此，RT 表示不服並指出， RT 節目因未能提供多元觀點以平

 
143 NCC，2020。英國 Ofcom《廣電規範》適當公正原則：以 Russia Today 案為例。

https://nccnews.com.tw/202008/ch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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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報導竟比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的節目受到更嚴厲的裁罰，有違於比

例原則，並據以提出行政訴訟。爾後，於 2020 年 3 月底英國高等法

院判決維持 Ofcom 原裁決內容144。該判決被視為一個重要里程碑145，

因為這是英國法院首次針對 Ofcom 因公正性規範而進行裁處的案例。 

本案原告 RT 重要主張有二，其一 Ofcom 未將 RT 有其他節目得

「清楚連結且即時的」與違規節目相關列入考量；二則為 Ofcom 對

其因違反公正性的裁罰竟比過去違反公正性者高出 5 倍，且顯不合比

例原則。 

對此，法院認為，廣播節目有滿足適當公正性規定之責任，且《通

訊法》與《Ofcom 廣播電視規範》並無違《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

言論自由的意旨，並認同 RT 確實有違反適當公正性的規定，而針對

裁罰內容，RT 主張觀眾得透過其他主流媒體或 RT 節目獲得不同觀

點，惟法院認為此想法忽略不了解其他觀點的觀眾，且觀眾在觀看相

關廣播節目時不一定會考慮如何獲取多元觀點的渠道，因此，法院贊

成 Ofcom 不考慮主流媒體敘述和 RT 廣播的其他節目的做法。 

惟在具體裁罰內容面，法院亦贊成 RT 所提及裁罰比例，確有實

質審查之餘地。針對裁罰內容，法院分別從 Ofcom 裁罰程序、考量觀

點等進行審查，法院認定 Ofcom 其中並無程序不當或裁量逾權的情

形，而對於 RT 提及其他業者的裁罰案例，法院認為 Ofcom 可就個案

情形，個別裁量，且依 Ofcom 的裁決理由觀之，其決定係合理、合法

且合於比例原則，因此法院駁回撤銷該處分之請求。 

對訴訟結果，Ofcom 前高階主管 Trevor Barnes 認為，與過去相

比，RT 提高其法遵程度係 Ofcom 承認之事實，而 RT 此次違規類型

 
144 Royal Courts of Justice, 2020. RT v Offcomm Approved Judgment 27.3.20. 

https://www.judiciary.uk/wp-content/uploads/2020/03/RT-v-Ofcom-approved-judgment-27.3.20.pdf 
145 SM&B News, 2020. First court decision on Ofcom and impartiality. https://smab.co.uk/first-court-

decision-ofcom-impar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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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初犯，故處以如此高的罰鍰是否適當，又其是否將引發政治言論

的寒蟬效應，自可受公評。 

三、 個案三：CGTN 案146（2020）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為中國大陸中央廣播電視所有，係中

國「大外宣」政策的重要部署，其歐洲總部自 Sky News、BBC 和 CNN 

等西方主流頻道高薪挖角記者和主播147。CGTN 播出的節目由 CGTN

北京總部及其海外生產中心共同製作，在英國以英文，透過衛星廣播

播送，執照由星空華文傳媒（Star China Media Limited, SCML）所有。 

CGTN 違規事件主要與 2019 年香港政治爭議事件有關，涉案節

目包括表 4-13 所列之事件。 

表 4-13 CGTN 案違規節目 

節目名稱 違規時間 違規行為 

The World 

Today 

2019 年 8 月 11 日 17 時 

2019 年 8 月 26 日 08 時 

2019 年 8 月 31 日 07 時 

2019 年 9 月 02 日 16 時 

報導 2019 年 4 月起的反送中事

件，其內容違反公正性原則，具體

違反條文包括 5.1、5.11、5.12 條。 

China 24 2019 年 11 月 21 日 12 時 15 分 

資料來源：Ofcom, 2020. The World Today and China 24, CGTN.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1/195781/The-World-Today-and-China-24,-

CGTN.pdf 

 

上述 5 個節目內容係關於香港「反送中事件」，該事件為 2019 年

4 月因香港政府通過《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起民眾抗議和示威，並

要求政府撤回修正案（下稱反送中事件），而上述節目因違反公正性

原則中的 5.1 條、5.11 與 5.12 條148，而遭 Ofcom 調查。 

Ofcom 在違法性審查上，首先就上開節目是為新聞節目而適用於

 
146 Ofcom, 2020. The World Today and China 24, CGTN.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1/195781/The-World-Today-and-China-24,-

CGTN.pdf 
147 羅世宏，2020。羅世宏：NCC 若不落實撤換照機制 就必須改革新聞頻道治理政策。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8304 
148 同註 94。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1/195781/The-World-Today-and-China-24,-CGTN.pdf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31/195781/The-World-Today-and-China-24,-CGT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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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條規範為判斷，按本條規範意旨包括新聞公告、新聞快訊和每日

新聞雜誌節目皆屬新聞範疇，故本案所涉之節目皆屬新聞節目，應遵

守公正性原則，提供多元觀點；第二步 Ofcom 則針對所涉事件是否

為「政治或產業爭議事項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事項」，而需要

符合特殊公正性要求。查本案事實，Ofcom 認為香港反送中事件自

2019 年 4 月起持續延燒，抗議活動彰顯中國政府、香港政府與香港

公民甚至部分反中國政府之間長期的緊張關係，在全球具有重要意義，

且為英國國內外的政治辯論和政治爭議的主題，有鑒於此，Ofcom 認

為該事件該當於特殊公正性要求，而電視臺報導該事件應維持特殊公

正性而未善盡責任，已違反 5.11 和 5.12 條規範。 

綜上所述，Ofcom 於 2018 年 9 月開始著手啟動調查程序，並於

2020 年 2 月 18 日發布初步意見，經過業者口頭及書面意見陳述後， 

Ofcom 復於 2020 年 5 月 26 日發布對 CGTN 的調查報告指出，其

涉案的 5 個節目，嚴重違反適當公正性原則，將於後續決議最終裁罰

內容。本文簡要彙整業者意見與 Ofcom 裁決理由如下表 4-14。 

表 4-14 CGTN 案重要爭點辯證內容 

CGTN 主張 Ofcom 裁決理由 

 頻道經營宗旨 

CGTN 認為，其頻道經營宗旨是提供西方主流媒

體之外的中國聲音，以提供「國際資訊流中獨特

的替代品」為本。 

CGTN 承認，在報告重大爭議事項時，不能以中

國觀點為唯一觀點，然受眾不同對中國觀點的期

待程度將改變，如 CGTN 的受眾期望可能與英國

其他媒體的受眾期望不同。 

 媒體公正性的重要性 

Ofcom 同意 CGTN 從中國

觀點呈現香港反送中事件，

係其表現自由的實現，惟當

內容具有政治爭議性時，仍

應確保適當的公正性，且保

持應有的公正性是每個業

者應共同遵守的編輯要點。 

  應從多方面考量觀眾受害可能 

CGTN 指出，Ofcom 在評估其行為是否對英國聽

眾造成傷害時，應考慮以下因素：CGTN 在英國

的受眾相對較少；觀眾可預期 CGTN 播出的中國

觀點，且能依具體情況評估這些觀點；觀眾收視

CGTN 以尋求英國主流媒體之外的其他觀點；此

違規行為為 Ofcom 主動發現，而非觀眾投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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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 主張 Ofcom 裁決理由 

Ofcom 過去的研究也表明，相比針對全球觀眾的

新聞頻道，大眾普遍對針對英國觀眾的新聞頻道

有更高的期望。 

 公正性論證 

作為中國的公共廣播單位，中國官媒與抗議者間

關係緊張，CGTN 在報導香港抗議活動的現場，

相對不容易獲得不同觀點。CGTN 以實務採訪中

遭拒訪的經驗說明維持公正性的不易，並列舉部

分「短暫」且「少數」獲得的素材，以論證其對

維持公正性的努力。 

 未善盡維持公正性責

任 

儘管 CGTN 無法獲尋代表

抗議者觀點的受訪者，但仍

有其他方式或管道呈現不

同觀點，Ofcom 亦曾針對不

容易獲得公正性其他觀點

的情況提出節目編製建議。  

 法遵作為 

CGTN 同時列舉過去 Ofcom 針對公正性違規調

查並制裁的案例，包括 BMAL 案、Talksport 案與

近期的 RT 案，上述對造皆有多次違反公正性的

前科，惟相對上述電視臺，CGTN 過去法遵紀錄

優良，故 Ofcom 據此裁罰，係不必要且不適當之

行為。 

CGTN 承諾，除謹慎遵守相關內容準則，亦擬進

一步加強 CGTN 法遵程序。 

 個案考量後，通盤判決 

基於 5 個案例的個別判斷，

Ofcom 認為，CGTN 係嚴重

的違反公正性規範，並將據

此裁罰，惟考量 CGTN 的抗

辯， Ofcom 在財閥決定過

程中，將綜合考量 CGTN 的

違規記錄和其他相關案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Ofcom 裁決內容與 NCC，2020。英國 Ofcom《廣電規範》適當公正

原則：以 Russia Today 案為例。 

 

截至 2020 年 12 月，Ofcom 尚未決定如何裁罰 CGTN，惟據 Ofcom

前高階主管 Trevor Barnes 推論，Ofcom 不會撤銷 CGTN 的執照，但

參考 RT 案的經驗，CGTN 恐遭裁罰至少 10 萬英鎊149。 

  

 
149 SM&B News, 2020. Ofcom ruling on CGTN. https://smab.co.uk/ofcom-ruling-on-cg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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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英國在新媒體內容監管上，原則上與廣播媒體受相同的廣播內容

規則和法規約束，故如網路協議電視服務倘欲提供線性服務亦須取得

相同之執照。此外，依《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規範，

英國亦設有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 VOD）之內容與廣告規範，

Ofcom 亦已於 2016 年公布實行進一步的 VOD 內容規範，以確保有

效監管 VOD 節目。 

除 VOD 業者（例如 Netflix、YouTube）之外，2018 年 11 月新修

訂之 AVMSD 將影音分享平臺納入管制，要求會員國確保其管轄範圍

內的影音分享平臺業者採取適當措施來保護其平臺上的使用者。為此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委託研調單位 plum 研究

須列管的影音分享平臺，並於 2020 年 2 月指出，Twitch.tv、Vimeo、

Imgur、TikTok、LiveLeak、Snapchat 等平臺可能受英國管轄150。 

此外 DCMS 於 2019 年公布《線上傷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 Paper）》，提出網路安全和社群媒體監管架構，以確保企業對

網路用戶的安全承擔更多的責任，並解決線上傷害，爾後根據《線上

傷害白皮書》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2020 年 2 月，DCMS 亦發布

關於《線上傷害白皮書》諮詢後的最新回應。 

據 DCMS 回應151指出，線上傷害監管將建立在保護用戶權利、

尊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原則之下，因此將由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執

法，目前屬意由 Ofcom 在其現有職權之外，承擔這個監督角色。在線

 
150 Chan,Y. S., Wood, S.＆Adshead, S., 2019. Understanding video-sharing platforms under UK 

jurisdiction.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653

13/Understanding_VSPs_under_UK_jurisdiction.pdf 
151 DCMS, 2020.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 Initial consultation respons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online-harms-white-paper/public-feedback/online-

harms-white-paper-initial-consultation-response 



188 

 

上傷害監管框架內，除將明確定義、確保迅速刪除非法內容之外，亦

要求業者應設有何比例原則的用戶糾正檢舉機制，此外無論執法過程

或業者自我審查、接受檢舉處理過程皆設有透明化規範，另無論納管

平臺、監理手段等皆將依比例原則進行研擬。 

線上傷害監管已納入英國目前立法的重要行程之一，此外在正式

立法前，英國政府已透過要求業者自律之暫行規則、促進媒體素養策

略、發布透明性報告等方式減少線上傷害事件。 

綜上所述，在英國脫歐過渡期結束（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轉換為英國法律的歐盟指令將轉為英國法律持續發生作用，惟由於英

國脫歐，如廣播公司所需的許可等涉及區域管轄等問題將有所改變152。 

誠如前述，縱然英國脫歐，但歐盟指令仍得轉為英國法律持續生

效，短期內英國廣電規範應該不會有重大改變，惟英國退出歐盟對英

國和一些歐盟國家的廣播執照要求與關於「原產國」的規範將產生變

化。整體而言，由於《歐洲跨境電視協議（European Convention on 

Transfrontier Television, ECTT）》英國與歐洲境內廣電執照規範在簽署

國內仍得維持單一國家執照的跨境營業，不過 ECTT 並不包括對線上

串流媒體的監管，這是 AVMSD 所規範的部分，因此英國管電法制將

如何定義這些問題，仍待觀察。 

另因應 AVMSD 於 2018 年的修正，英國訂立《2020 年視聽媒體

服務條例》，該法部分條款已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直至 2021

年 4 月 6 日全面生效，其生效後英國媒體規管架構如下表 4-15。 

 
152 Simmons & Simmons LLP, 2020. In brief: media law and regulation in United Kingdom.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f38f1df-7717-4c9b-9c30-06ca977afb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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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英國媒體服務監理法規概況 

  線性 OTT 與廣播電視服務 隨選影音媒體服務 影音分享平臺服務 

規管範圍 泛指經排定之節目，供使用者即時

收看之服務，即傳統廣播電視，包

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地區電視、多重許可證持有人

（multiplex licence holders）等其他

電視服務業者。 

符合以下條件之隨選影音媒體服務，

列入規管範圍： 

 其服務主要目的是提供節目，在

內容和形式上，足以比照一般電

視節目的內容及形式； 

 使用上屬於隨選； 

 擁有編輯責任； 

 提供給公眾使用； 

 在 英 國 的 管 轄 之 下 ， 符 合

AVMSD 指令的目的。 

符合以下條件之影音分享平臺服務，列

入規管範圍： 

 主要服務係通過電子通訊網絡提

供； 

 屬於商業服務； 

 提供服務的業者不具影音內容的控

制權，但握有控制影音內容管理的

方法； 

 符合英國政府管轄範圍。 

執照規定 應向 Ofcom 申請「電視執照內容服

務（TLCS）」執照。 

向 Ofcom 報備（notification） 向 Ofcom 報備（notificat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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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一步討論英國對新聞產業的監管趨勢可發現，其過去對新聞

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和廣播電視，惟隨著新媒體

崛起，慢慢轉向新媒體新聞監管的配套研擬，如英國議會在 2017 年

開始積極關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新聞發布以及所謂的「假新聞」傳播

等議題，並委由英國議會下屬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委員會（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調查並撰寫不實資訊與假新聞議

題報告，而其關注內容包括以下 5 點： 

 何為「假新聞」？什麼情況下合法評論會變成假新聞？ 

 假新聞影響民眾對世界的理解，亦改變民眾對傳統新聞的回應。 

 不同年齡、社會背景和性別的人使用和回應假新聞的方式。 

 廣告銷售和投放的變化是否助長假新聞？ 

 搜索引擎和社群媒體平臺責任義務歸屬153。 

歷時 18 個月，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委員會於 2019 年 2 月發布最

終報告，報告指出，由於資訊技術與社群媒體的進步，各種資訊層出

不窮，而無論其真實、失真與否，民眾傾向接受與自己價值相近資訊，

視其不同意見為假新聞，而降低基於客觀事實進行合理辯論的機會，

從而破壞民主結構，故報告建議，英國政府應加強數位領域的透明度，

以確保民眾知道資訊來源、由誰支付傳播以及如何傳播等資訊，此外

也建議英國政府應以適當的政策與法律監管大型數位平臺154。 

綜上所論，英國在討論網路新聞媒體監理的論述上，目前仍以假

新聞、不實資訊治理為主流，比起納管網路新聞網站，反而更專注於

社群媒體、搜尋引擎等資訊監理政策，包括假新聞議題報告、線上傷

 
153Mukaddam, F., 2017. UK Government seeks to tackle the “fake news” problem.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en-gb/knowledge/publications/4a0c020f/uk-government-seeks-

to-tackle-the-fake-news-problem 
154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 , 2019. Disinformation and‘fake news’: Final 

Report.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719/cmselect/cmcumeds/1791/17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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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白皮書皆特別關注平臺業者資訊監理政策發展，惟其具體監管方式

仍待立法結果視之。 

雖英國政府尚未就網路新聞媒體建立明確的規範架構，但事實上

民間自律組織早在新聞申訴委員會（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PCC）時期，早自 2007 年 2 月即將其監督範圍跨及網路，已針對報

社所擁有之多媒體網路內容進行規範155。 

惟導因於 2010 年代英國《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的

竊聽風暴，《萊維森報告（Leveson）》催生了「獨立新聞標準組織（The 

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 , IPSO）。 

《萊維森報告（Leveson）》為英國萊維森法官主導，對英國媒體

生態進行全面性檢討，歷經 8 個月的調查、300 多名證人的陳述，終

發布長達 2,000 多頁的《萊維森報告》，內容廣含英國媒體生態、記者

的工作倫理、政治人物與媒體間的界線，以及新聞自由與民主的關係

等。《萊維森報告》指出當代媒體舉以下缺點：1、新聞行為有時是「暴

行（outrageous）」；2、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太親近；3、媒體未

發現警察廣泛腐敗，進而建議創設獨立於編輯、政府和企業間的自律

機構156。 

受《萊維森報告》影響，英國於 2014 年 9 月 8 日關閉新聞申訴

委員會，並成立「獨立新聞標準組織（IPSO）」，承襲新聞申訴委員會

的業務，IPSO 為英國現行最大的報章雜誌與網際網路新聞的自律監

督組機，其資金來自監管資金公司（Regulatory Funding Company, 

RFC），而 RFC 籌資方式則以提高新聞媒體和雜誌行業的稅收（raising 

 
155 邱映曦，2007。英國新聞申訴委員會首度網路影片違反隱私權爭議作成裁定。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2341 
156 Parliament, 2015.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 Third Report.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415/ldselect/ldcomuni/135/13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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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vy）來支應 RFC 與 IPSO 的維運157。  

IPSO 會員包括《電訊報（Telegraph）》、《郵報（Mail）》、《都市報

（Metro）》、《泰晤士報（Times）》、《太陽報（Sun）》等，惟如《金融

時報（Financial Times）158》和《衛報（The Guardian）159》因有自己

的獨立監管體系，而未加入 IPSO，據 IPSO 在 2019 年發布的年度報

告160中指出，有超過 1,500 個印刷品和 1,100 個線上出版業者加入。 

IPSO 職責包括： 

 確保會員報紙和雜誌遵循《編輯工作守則》； 

 審理會員報紙、雜誌或其線上內容違反《編輯工作守則》之投訴，

並據審理結果使其更正或執行裁決； 

 監控新聞標準，並要求會員報紙和雜誌提交年度聲明，說明其如

何遵守《編輯工作守則》與投訴處理； 

 調查嚴重的違規行為，並據此處以最高 100 萬英鎊的罰鍰； 

 設有 24 小時的反騷擾諮詢熱線； 

 設置相對低價的強制性仲裁程序以解決媒體法律糾紛； 

 提供新聞工作者相關援助，如工作建議、培訓和指導； 

 與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等合作，持續支持和優化新聞生態。 

 

誠如前述，IPSO 除承接過去 PCC 的投訴業務，編寫《編輯工作

守則（Editors’ Code of Practice）》並據此監督各成員新聞報導表現，

其監督範圍主要以報章、雜誌為準，其監督範圍亦囊括各成員之新聞

網站。 

 
157 RCF, n.d. Regulatory Funding Company. http://www.regulatoryfunding.co.uk/ 
158 Press Gazette, 2014. Financial Times opts out of IPSO regulator in favour of its own syste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financial-times-opts-out-ipso-favour-its-own-system-regulation  
159 Roy Greenslade, 2014. W hy the Guardian's decision not to sign up to Ipso makes sense.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4/sep/04/press-regulation-ipso 
160 IPSO, 2019. Annual Report 2019. https://www.ipso.co.uk/media/1968/ar_2019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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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IPSO《編輯工作守則（Editors’ Code of Practice）》 

原則 規範要點 

準確 媒體應公正、準確的報導，雖可以進行編輯、

宣傳，但必須明確區分評論、猜想和事實。 

隱私 避免在未經同意下侵犯任何人之隱私，利用個

人資訊時，應考量個人對隱私保護的合理期

待、資訊已公開程度等。 

騷擾（Harassment） 尊重受訪者，不得騷擾受訪者。 

悲痛和震驚情況下的侵入報導

（Intrusion into grief or shock） 

在涉及個人悲傷或震驚的情況下，須以同理心

和謹慎態度，謹慎報導。 

報導自殺事件 在報告自殺時，為了防止模仿行為，應避免過

度報導其細節。 

兒童 針對未滿 16 歲兒童採訪的特別保護措施，如

未得監護人許可不得採訪兒童、未經學校許可

或不得入校園採訪等。 

兒童性案件 性案件涉及兒童者，不得報導具有身分辨識之

內容。 

醫院 在進入醫院或類似機構的非公共區域進行查

詢之前，記者必須證明自己的身份並獲得機構

負責人許可。 

犯罪報導 須特別注意兒童與青少年相關之犯罪報導，除

避免使其身分可辨識。 

秘密器械和附屬物（Clandestine 

devices and subterfuge） 

原則上不得以隱藏的相機、竊聽設備、截獲私

人通訊紀錄等秘密手法來獲取資訊並據以發

布。 

基於公共利益原因，且無法透過其他正常管道

獲取資訊者，以秘密必要手法獲取資訊其正當

性則以個案情形衡量。 

性犯罪的受害者 記者有權報導，惟須謹慎行事，以避免不合理

地披露性犯罪受害者的身份。 

歧視 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視，如種族、膚色、宗教、

性別、性別認同等。 

金融新聞 記者或編輯應迴避涉己利益相關之財經新聞

撰寫或發布。 

機密資料 新聞工作者有義務保護機密消息來源。 

刑事審判中的證人付款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向證人或可能被列為證

人者付款或提供報酬以獲取資訊。 

向罪犯付款 原則上不得付費給罪犯以換取資訊，以公眾利

益為理由而付款者，須證明有充分證明有公共

利益考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ISPO, 2019. Editors’ Code of Practice. 

https://www.ipso.co.uk/media/1818/69196-ipso-editors-code-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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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編輯工作守則》，IPSO 並據此設有投訴機制以監督各會員，

此外其內部設有自願性的仲裁機制，惟因利用效率不佳，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改為強制但相對廉價的仲裁機制，使受媒體侵權者可以低

廉的費用（最高收費 100 英鎊、不需要請律師），尋求救濟161。 

 

  

 
161 何鉅華，2018。英國報業自律組織推行強制性仲裁機制。https://www.feja.org.tw/4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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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德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一、 總體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根據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公布的《數位化影

音 2019（Digitalisierungsbericht Video 2019）》報告162指出，德國閱聽

眾主要係以有線電視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等兩大系統平臺為主要電

視節目收視來源。於 2019 年有線電視市占率約達 44.7%（訂戶數約

達 1,720 萬戶）、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44.8%（1,730 萬戶），其次依序為

IPTV8.6%（330 萬戶）、無線廣播電視 6.0%（230 萬戶）。 

德國有線電視和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歷年來市占比十分接近，兩大

系統平臺目前仍舊是德國廣電媒體市場中最主要的兩大產業。然而，

近年來在寬頻網路應用服務等影響下，當地市場亦出現剪線潮（Cord 

Cutter）現象，使市占率略有下滑。除此之外，無線廣播電視歷年市

占不斷下降，IPTV 則出現明顯成長趨勢，目前已超越無線廣播電視

成為德國第三大影視服務平臺。 

整體而言，電視仍舊是德國 14 歲以上民眾最主要使用的視聽設

備（98%），其次為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82%）、智慧型手機（70%）

和平板電腦（42%）163。 

2019 年德國 95.4%的家戶（等於 3,850 萬戶）家中至少擁有一臺

電視164，顯示電視裝置對於當地民眾的重要性。但相較而言，年紀越

輕的閱聽眾族群，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比例亦明顯增加。再

 
162 die Medienanstalten, 2019. Digitalisierungsbericht Video 2019.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publikationen/digitalisierungsbericht-video/digitalisierungsbericht-video-2019 
163 die Medienanstalten, 2017. Jahrbuch 2016 / 2017. 
164 die Medienanstalten, 2019. Digitalisierungsbericht Video 2019.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publikationen/digitalisierungsbericht-video/digitalisierungsbericht-vide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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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近年來德國家戶擁有智慧聯網電視的數量快速成長，至 2019 年

已達 55.1%，4 分之 3 的民眾雖仍以觀看線性電視頻道為主，但觀看

隨選視訊（VoD）服務的比例也逐年提高。近年來德國以網際網路傳

輸為主的「線性電視平臺（Live-TV-Plattformen）」服務不斷推陳出新，

包括當地兩大電信業者 Telekom、Vodafone 等都相繼推出類似服務，

這類新興服務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傳統線性電視頻道服務，與既有廣電

媒體相競爭，顯示當地媒體生態及閱聽消費習慣已慢慢出現改變。 

進一步比較德國民眾使用各類媒體的情形，發現即使在網際網路

蓬勃發展下，目前電視（Fernsehen）仍是德國閱聽眾媒介使用主流，

其次為廣播（Radio）、網際網路（Internet）、報紙（Tageszeitung）和

雜誌等（Zeitschriften）165。但從歷年數據比較分析亦可發現，相較於

網際網路，傳統電視、廣播和紙本媒體等使用比例出現逐年下滑現象，

網際網路則有明顯成長，顯見網路之發展仍值得關注。 

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業者 

德國電視新聞頻道目前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公共電視頻道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rogrammes）和商營電視臺經營的電視新

聞頻道，分別說明如下。 

（一） 公共電視新聞頻道 

在公共電視頻道方面，德國目前共有兩大全國性的公共廣播電視

品牌，分別為「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

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簡稱

ARD）」和「德國電視二臺（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簡稱 ZDF）」。 

ARD 是由德國各邦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聯合組成，並由德國電視

 
165 die Medienanstalten, 2018. Content-Bericht 2018. Forschung, Fakten, Trends.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publikationen/content-

bericht?tx_news_pi1%5Bnews%5D=4724&cHash=087d548411362aefd3b28ae43638b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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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Das Erste）負責製播主要節目，除此之外，各邦無線廣播電視

臺亦會製播地方性的新聞或娛樂性節目。 

目前由 ARD 製播的主要新聞節目為《今日新聞（Tagesschau）》，

為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新聞節目，主要新聞時段為 8 點晚間新聞。ZDF

則是由德國各邦政府聯合成立的公共廣播電視臺，其主要新聞節目為

《今天（heute）》晚間新聞。 

除此之外，隨著德國數位電視發展，德國上述兩大公共電視品牌

亦有經營 24 小時的電視新聞頻道，包括「今日新聞 24（Tagesschau24）」、

「ZDFinfo」等。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德國民眾每週最常收看的兩大新聞節目依序是由全國性公

共電視製播的 ARD News（55%）、ZDF News（47%）；而在新聞可信

度方面，ARD News、ZDF News 等兩大公共電視亦名列前茅，為德國

民眾最信任的兩大媒體品牌，顯示公共電視新聞節目對於德國民眾之

重要性。 

其他屬公共電視性質之新聞頻道，還包括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等。 

（二） 付費電視新聞節目 

於德國付費電視（包括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等）上可收

視的新聞頻道，除由公廣電視提供頻道內容外，還包括德國境內與境

外業者提供的商業電視新聞頻道。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德國民眾目前最常收視的境內新聞頻道節目以 RT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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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為 RTL aktuell）最為領先，其次依序為 n-TV、N24（現已改名

為 Welt）等，分別介紹如下。 

1. RTL News：RTL News 是由 RTL 商業電視臺旗下新聞部門製

播的電視新聞節目，其主要新聞時段為晨間新聞、午間新聞

專題式節目和晚間每日新聞等。 

2. n-TV：n-TV 同樣為 RTL 商業電視臺集團旗下的新聞頻道，

其為 24 小時播映新聞之新聞頻道，除此之外亦針對體育、商

業財經、生活等製播新聞專題節目。 

3. Welt：Welt 為 WeltN24 商業電視臺旗下製播的新聞頻道。除

新聞節目外，還會製播娛樂、財經資訊、紀錄片等節目。 

其他於德國付費電視可觀看的境外新聞頻道，還包括 Bloomberg 

Europe TV、CNBC Europe、CNN、France 24 等國際新聞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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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德國現行廣播電視媒體的監管架構主要採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

分權制度，並依照公共廣電媒體、商營廣電媒體和網路媒體（Telemedia）

等三大媒體經營特性採不同的監理目標與制度。廣電媒體之監管權限

分散於 14 個獨立邦政府媒體主管機關，依循各邦廣播電視相關法規，

以管理各地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許可執照等相關規定，因此現行德國各

邦政府中都設有媒體管理局，負責當地廣播電視產業之監管工作166。 

而又為避免各邦管制標準差異過大，且為了針對全國性的商業電

視臺訂定相關規範，因此最早在 1991 年德國各邦政府聯合簽屬《國

家廣播電視媒體協約（Staatsvertrag für Rundfunk und Telemedien，簡

稱 Rundfunkstaatsvertrag - RStV）167》，在各邦政府之上建立一套全國

性的廣播電視監管框架，並設立德國聯邦媒體主管（ die 

Medienanstalten，簡稱為 ALM GbR），以進行跨邦之間的統合，確保

對全國性的廣播電視產業進行統一監管，並與歐盟整體監理政策保持

一致。 

在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下，德國政府依照不

同的監理職掌，於單位下設四個執行委員會（如下圖 5-1）。 

 
166die medienanstalten, n.d. die medienanstalten https://www.die-medienanstalten.de/ueber-uns 
167 該法英文翻譯為《Interstate Treaty on Broadcasting and Telemedia（(Interstate Broadcasting 

Treaty）》完整法條內容參照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fileadmin/user_upload/Rechtsgrundlagen/Gesetze_Staatsvertraege/RStV_22_englis

h_version_cle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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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e Medienanstalten, n.d. Organisation. https://www.die-medienanstalten.de/ueber-

uns/organisation 

圖 5-1 德國廣電媒體主管機關組織架構圖 

四大執行委員個別名稱及工作任務分別說明如下： 

（一） 媒體許可及監督委員會（Kommission für Zulassung und 

Aufsicht, ZAK）：負責商營廣電媒體營運許可及監管、平臺監

管及數位廣播發展等。 

（二） 主任委員會議（Gremienvorsitzendenkonferenz, GVK）：主

責商業廣電媒體之頻譜分配等。 

（三） 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Kommission zur Ermittlung der 

Konzentration im Medienbereich, KEK）：負責調查全國商營電

視節目內容，以避免單一節目或頻道輿論過於單一化等問題，

以確保德國全國性商業廣電媒體多樣化發展。 

（四） 保 護 未 成 年 人 媒 體 委 員 會 （ Die Kommission für 

Jugendmedienschutz, KJM）：負責監理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

媒體之內容，以避免違反兒少保護相關規定。 

上述四大委員會依照不同的工作任務進行廣電媒體產業及內容

監管。另外，在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下亦設有「聯

邦 媒 體 管 理 局 局 長 會 議 （ Direktorenkonferenz der 

Landesmedienanstalten, DLM）」，由德國各邦媒體管理局局長共同研討

媒體相關監管議題及決策，包括法律制定、技術發展和統合歐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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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題。 

其中，與本研究議題較為相關之業務，主要係由媒體許可及監督

委員會（ZAK）、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KEK）和保護未成年人媒體

委員會（KJM）等單位負責。詳細監管方式與法規制度說明如下。 

二、 監理法規 

德國對於廣播電視之監理制度，主要是採取「基礎建設」及「節

目頻道」分離管制之立法模式168。前者主要涉及播送與接收廣播電視

節目訊號之傳輸網路、管線、頻率、站臺設備等硬體設施架設與技術

規範，包括有線電視系統、直播衛星廣播電視及 IPTV 等播送系統服

務，主要監理法源依據為德國《電信法（Telekommunikationsgesetzes, 

TKG）》，屬歐盟規管架構下「公眾電信網路事業」。而後者則指透過

各式傳輸網路向公眾播送節目頻道之內容層面，主要監理法規係參照

德國各邦共同協議設立的媒體條約為原則，並由各邦媒體管理局依照

各邦規定執行廣播電視臺設立之執照管理、廣告內容監督等相關業務

管理。 

目前，德國各邦共同協議遵守的媒體條約，主要係以 2020 年 11

月 7 日正式施行的《國家邦際媒體協約（Der Medienstaatsvertrag, 

MStV）》。該協約是配合歐盟於 2018 年修訂之《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AVMSD）》，德國政府在 2020 年公布並宣布將用以取代 1990 年代

通過並施行至今的《國家廣播電視媒體協約（RStV）》。MStV 除延續

既有協約中對於廣電媒體之監管政策外，亦因應數位匯流發展，新增

影音分享平臺、中介媒體等新興服務之定義與法規內容，新法在 2020

年 11 月 7 日正式生效169，可說是德國廣電媒體監理法治革新的重要

 
168 詹鎮榮，2008。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換照之審查基準－德國法之啟示。成大法學第 16

期，頁 1-40。 
169 die medienanstalten, 2020. Medienstaatsvertrag (MStV) in Kraft – neues 

Medienkonzentrationsrecht in Sicht? https://www.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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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由於德國廣播電視監理業務主要係交由各邦政府媒體管理局主

責，並依照設置基礎建設之有無、公共廣播電視或商營廣播電視等不

同媒體特性及監理目的，採不同的監理強度，意即公共媒體及商營媒

體分別採雙軌監理架構170，並對於設置基礎建設等電信監理業務則又

回歸由聯邦政府統籌。 

原則上，德國對於公共廣電媒體、商營廣電媒體和網路媒體等三

大媒體類型依照不同的管制目標，而設有對應的監理制度、強度和法

規。公共廣電媒體所賦予之責任義務最高，其在德國政府的財務支持

下（經費來源主要係民眾繳交的公共電視執照費），有義務配合廣電

相關技術的開發，以確保全民得以接收公共廣播電視節目資訊，並滿

足德國相關法規訂定的節目內容標準及確保言論多樣性等相關規定

171。 

商營廣播電視臺則主要透過執照核發程序來管控其進入市場，同

時要求其必須遵守廣播電視節目言論多樣性、兒少保護、廣告內容等

基本義務172。同時，電視頻道供應事業者則應向主管機關取得「播放

許可（Sendeerlaubins）」執照，始得進入市場173。

 
medienanstalten.de/service/pressemitteilungen/meldung?tx_news_pi1%5Bnews%5D=4874&cHash=32

eed973744c604a5196e00234fcdfb6 
170 江耀國等人，2011。多元網路平台環境下影音內容之管理思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 年

委託研究報告，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執行。 
171 同上註。 
172 同上註。 
173 詹鎮榮，2008。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換照之審查基準－德國法之啟示。成大法學第 16

期，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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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一） 無線廣播電視 

依照最新《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規定，商營全國性廣播

電視臺在提供服務前須取得取得營運執照。主管機關發照審核標準主

要係基於業者之經營者能力、供應頻道節目之多樣性，以及防範對公

共意見（Public Opinion）造成嚴重影響之措施等。部分邦政府則另設

有附加條款。 

除 此 之 外 ， 依 照 《 歐 洲 跨 境 電 視 公 約 （ Europäisches 

Übereinkommen über das grenzüberschreitende Fernsehen）》，原則上於

簽署公約之跨國廣播電視臺若是透過有線電視系統等平臺再傳輸頻

道內容，則無需再向德國主管機關登記取得許可執照。 

因此，就德國廣播電視新聞頻道執照管理來說，原則上係以廣播

電視臺作為執照核發對象，業者得自行安排製播內容與頻道節目，但

須在執照申請文件中說明頻道內容規畫係屬於「綜合性頻道（general 

channel）」或「特定主題式頻道（thematic channel）」。已簽署《歐洲跨

境 電 視 公 約 （ Europäisches Übereinkommen über das 

grenzüberschreitende Fernsehen）》之跨國廣播電視臺業者，在透過德

國當地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平臺再傳輸頻道內容時，則

無需向主管機關取得執照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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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付費電視新聞頻道 

無論是供應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廣播平臺業者之付費電視

頻道供應商，則應向主管機關取得「播放許可（Sendeerlaubins）」執

照，始得進入市場174。依照德國《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規定，

申請者需要提交相關營運計畫書，內容需包括擬製播之電視頻道類型、

企業資本額和可證明其所製播之節目內容遵守德國現行相關法律規

定之能力等相關說明，詳細申請流程與方式，依照各州媒體主管機關

而定。 

在數位匯流時代下，由於有越來越多網際網路視聽服務出現，因

此在德國目前最新的《國家邦際媒體協約（Der Medienstaatsvertrag, 

MStV）》175中，主要是將視聽服務劃分為傳統廣播電視及網路媒體

（Telemedien）等 2 大類分別規管，如下圖 5-2。 

 
174 詹鎮榮，2008。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換照之審查基準－德國法之啟示。成大法學第 16

期，頁 1-40。 
175 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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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德國《國家邦際媒體協約（Der Medienstaatsvertrag, MStV）》。 

圖 5-2 德國視聽服務分類 

原則上，業者在德國若欲於網際網路上製播類似於傳統廣播電視

頻道之線性電視頻道，需比照傳統電視頻道供應事業者，向主管機關

取得播放許可執照，始得進入市場，並須遵守廣告等相關內容規範。

代表案例為 Amazon Prime Video，該業者為了在其網路服務平臺上經

營直播體育賽事頻道，因而在 2021 年向德國巴伐利亞州政府轄下的

媒體管理局（BLM）提出申請，並會同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下設的相關業務委員會共同審理。2021 年 2 月初

Amazon Prime Video Live 服 務 已 獲 得 聯 邦 媒 體 主 管 （ die 

Medienanstalten）下設的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KEK）同意申請案176。

 
176 die Medienanstalten , 2021. Ergebnisse der 256. Sitzung der KEK.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service/pressemitteilungen/meldung?tx_news_pi1%5Bnews%5D=4900&cHash=17

廣播電視

商營廣播電視

公共電視

網路媒體
（Telemedien）

類傳統廣播電視
服務的網路媒體
（Rundfunkähnlic

he Telemedien）

網路媒體平臺
（Medienplattfor

men）

中介媒體平臺
（Medieninterme

diäre）

影音分享平臺
（Video-Sharing-

Dien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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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德國巴伐利亞州媒體管理局（BLM）將再續審以發布最終決議。 

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對於電視新聞內容之監理，由於《德國基本法（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77第 5 章明文規定應保障人民言論表

達及大眾媒體新聞自由，並明確禁止德國政府對於廣播電視、電影等

媒體內容進行事前審查及監督，因此按《德國基本法》規定，德國政

府原則上應遵守保障廣電媒體自由而禁止對新聞內容作預先之審查。 

然而，上述基本法所提之言論及新聞自由仍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並在確保保護青年及個人名譽的前提下有其限度。德國政府原則上針

對新聞資訊類節目、頻道內容多樣性及兒少保護等議題於立法中有特

別監理。其監管方式分述如下： 

（一） 新聞資訊類節目製播原則 

根據《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第 6 條規定，製播新聞資訊

類節目或評論，必須要符合以下兩大原則： 

1. 新聞資訊類節目必須確保其報導獨立且客觀，且在播報前，

應確實與新聞資訊來源確認新聞報導的真實及準確性。評論

性內容應與新聞必須明顯區分，且新聞評論應引述作者名稱。 

2. 由電視臺自行執行的民意調查，必須要清楚說明調查對象。 

（二） 頻道內容多樣性 

為了確保商營電視臺提供之頻道節目內容符合多樣性原則，《國

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第 59 條規定，商營電視臺製播之「綜合

性頻道（General Channels）」節目內容，應提供不同政治立場、意識

形態、社會團體公平言論表達之機會，且正反意見必須併陳。而提供

 
701f57da6fa9786760450fb5d86784 
177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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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頻道（thematic channels）」之電視臺，則可不受上述規範。 

主管機關在審核執照時，亦應考量多元意見觀點（plurality of 

opinion）和特定文化團體需求，若單一業者於市場市占比率過高，主

管機關得考慮撤銷其執照，以避免單一廣電媒體占據市場主導位置而

減少廣電市場多元意見觀點。主要電視臺無論是自製頻道節目或組合

他人頻道節目，都必須對所提供之頻道與節目內容負責。且為確保電

視臺頻道內容符合多樣性要求，電視臺需保留一定頻道時段供獨立第

三方團體播映節目，或成立頻道諮詢委員會（Einrichtung eines 

Programmbeirats）。其中，保留一定時段供獨立第三方團體播映主要是

針對文化或教育類節目；而設立頻道諮詢委員會，則是在《國家邦際

媒體協約（MStV）》第 66 條中有詳細規範，其設立目的係針對頻道

內容提供電視臺經營者或相關管理單位建議並予以監督，以促進廣電

頻道內容之多樣性。而諮詢委員會之成員由廣電媒體自行任命，其成

員應包括第三方民間社會團體代表，並在廣電媒體欲變更頻道內容或

經營結構時，或針對主管機關舉辦的廣電節目相關聽證會、民眾投訴

意見時提供建議。 

而除了透過法規要求廣電媒體建立頻道內容多樣性規定外，民眾

若對於廣電媒體節目特定內容有意見，得向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進行投訴。而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

則會再審視其投訴內容，並視案件類型交由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

（KEK）或保護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KJM）來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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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兒少保護機制 

德國在媒體內容監理上十分重視兒少保護議題，除了在《德國基

本法（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78第 5 章中明

訂新聞及言論自由均須以保護兒少族群為前提，德國在 2003 年頒佈

施行《未成年人保護條例（Protection of Young Persons Act）》，並由各

邦政府共同簽屬《青少年媒體保護條例（ Jugendmedienschutz-

Staatsvertrag, JMStV）》，要求媒體經營者應邀請專業且獨立的外部專

家設立「青少年保護委員」，以共同監督業者遵循相關法規要求。 

檢視德國《青少年媒體保護條例（JMStV）》，其主要包含七大章

節 28 條條文，除第一章說明法規目的、名詞定義與監理範圍外，第

二至六章分別就公共廣播電視、電信媒體（Telemedien）及公共廣播

電視之外的商營廣電業者有所規範。第七章則說明此條例之有效及過

渡期等相關法律規定。 

檢視《青少年媒體保護條例（JMStV）》在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規範

上，其主要是在條例中明定保護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KJM）及相關

自律機制之組成、職責與目的任務等，法律授權之目的是希望要求業

界設立相關自律措施，以達到共管機制，包括要求廣電業者應依照節

目分級制度，避免於不當的時段中播出不適合青少年或兒童觀看的節

目內容外；另於條例第 19 條規定，廣電及電信媒體業者得設立「自

發性自律機構（Einrichtungen der Freiwilligen Selbstkontrolle）」，並須

確保該機構於財務及專業上獨立，成員需涵蓋多元社會團體，並用以

針對兒童及青少年保護等相關議題監督廣電及電信媒體營運及內容，

甚或於對於德國各州青年福利相關法規制度等提供建議。此條法律規

定促使德國廣播電視媒體業者聯合成立「電視自律協會（Freiwillige 

 
178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d. https://www.gesetze-im-

internet.de/englisch_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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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bstkontrolle Fernsehen, FSF）」，用以自發性地監督媒體內容，並在

主管機關的認證下授予其禁止或裁罰不當內容之權責，為德國廣電內

容監理上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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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為確保廣電媒體製播內容符合相關法規要求，德國政府除透過上

述法規政策強制要求來監督媒體產業運作外，亦將媒體自律及他律列

為提升廣電媒體內容品質的重要手段。以下分別就德國媒體自律及他

律相關機制說明如下： 

一、 自律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德國每週最常收看的前兩大新聞媒體依序是 ARD News

（55%）、ZDF News（47%）；而在新聞可信度方面，ARD News、ZDF 

News 等兩大公共電視亦名列前茅，為德國民眾最信任的兩大媒體品

牌。以下分別以兩大德國公共廣播電視為個案，並說明德國新聞理事

會（Presserat）對於廣電媒體運作之影響。 

（一） 公共廣播電視 ARD 及 ZDF 

德國共有兩大全國性的公共廣播電視品牌，分別為「德國公共廣

播 聯 盟 （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簡稱 ARD）」和「德

國電視二臺（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簡稱 ZDF）」。 

ARD 是由德國各邦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聯合組成，並由德國電視

一臺（Das Erste）負責製播主要節目，除此之外，各邦廣播電視臺亦

會製播地方性的新聞或娛樂性節目。 

目前由 ARD 製播的主要新聞節目為《今日新聞（Tagesschau）》，

其可說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新聞節目，主要新聞時段為 8 點晚間新

聞。ZDF 則是由德國各邦政府聯合成立的公共廣播電視臺，其主要新

聞節目為《今天（heute）》晚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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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德國法規中對於電視內容多樣化及兒少保護十分重視，包括

於法規中明確要求電視臺應設立委員會，以協助電視臺製播電視節目。

除此之外，德國商營電視臺亦共同出資設立 FSF，並在政府認證下監

督商營媒體運作，整體對於新聞內容之監理制度較其他國家來的更完

整。然而，其業者自律機制如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等單位亦

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二） 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 

相較於各家電視臺內部設立的監督委員會，德國新聞理事會

（Presserat）成立有其特殊背景。其主要是由當地新聞報業及新聞工

作者共同成立的組織協會，目的是倡導新聞自由，並協助新聞從業人

員維護新聞品質。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自 1973 年即發布《新

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其不僅作為德國新聞從業人員的重要參

考，更具有實質上的監督意義。若任何一家新聞媒體涉嫌違反該新聞

行業準則，得向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進行投訴，而理事會則

會視案件情形執行以下措施： 

1、 若屬輕微違反準則之事件，則僅發函通知新聞業者，該案件

不對外公開。 

2、 若屬嚴重違反準則之事件，理事會將提出修正建議供新聞業

者參酌。 

3、 若屬嚴重違反準則並致使相關利益關係人權利嚴重受損，理

事會將公開譴責新聞媒體並要求改善。部分案件考量利益關

係人之權益則會以非公開方式譴責並要求改善。 

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成立的目的，係為避免德國政府過

度介入新聞內容審查，並在業者自律的運作下維護新聞內容品質。過

去，新聞理事會（Presserat）主要監督紙本出版和廣電媒體，但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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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和數位媒體發展，德國當地亦有討論聲浪要求新聞理事會

（Presserat）應將監督範疇擴及到網際網路。但由於考量到許多網路

新聞內容產製係由使用者自製內容，如網路影音、部落格即社群媒體

等，在難以針對個別使用者提出審查建議的情況下，目前新聞理事會

（Presserat）之監督範圍亦未能擴及網路網路新聞媒體。 

二、 他律 

在德國《青少年媒體保護條例（JMStV）》第 19 條中即明訂，為

確保青少年保護相關條例能充分落實，得設立第三方自律監督單位，

並在主管機關公權力的認證下，監督廣電媒體內容運作。 

在此法規制度下，德國商營廣播電視臺業者因而聯合成立「電視

自律協會（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 Fernsehen, FSF）」，其主要擔負責

任與角色係作為商營電視臺及主管機關之間的共管機制，除自發性地

監督媒體內容，並在主管機關的認證下授予其禁止或裁罰不當內容之

權責。而又為提供其權責，主管機關在認證過程中依《青少年媒體保

護條例（JMStV）》179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需確認此自律協會符合以

下規定： 

一、確保協會成員之獨立性及專業性，並考量其背景是否足以處

理青少年保護相關議題。 

二、確保協會有適當之財源以順利運作，且多數經費來源應由業

者提供。 

三、確保協會有能力在裁決過程中有效保障兒少觀眾權益。 

四、協會運作應建立明確的審查程序及規則，且得要求業者遵循

其規定之義務及處罰。各邦相關團體另得重新針對協會之審

 
179 https://www.kjm-

online.de/fileadmin/user_upload/Rechtsgrundlagen/Gesetze_Staatsvertraege/JMStV_Genese/Jugendme

dienschutz-Staatsvertrag__JMStV__in_der_Fassung_des_19._RA__St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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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提出意見。 

五、在做出裁罰或相關禁止規定前，應徵詢相關業者意見，並以

書面方式通知相關利益關係人。 

六、應設立處理申訴之專門辦公室。 

以上 6 大要點成為業者設立自律協會之重要標準，且若 FSF 運

作不當，主管機關得適時介入。其運作機制相較於由業者自設第三方

自律組織，更在政府的認證下有較高的執法權力，以監督廣電媒體業

者製播內容，同時又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廣電媒體內容，並降低政府管

制成本。 

而除了上述共管機制之外，由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擬定

的《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180，亦是德國新聞工作者在採訪及

製播新聞內容時的重要參考。德國新聞理事會主要規範紙本報業之新

聞記者，而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亦會參考上述行

為準則來監督商營廣播電視製播新聞內容，並要求德國廣播電視業者

在製播新聞節目時需遵守「獨立、真實」等新聞原則，並在新聞發佈

前善盡新聞查證工作，以確保新聞內容真實性181。 

 
180 PUBLIZISTISCHE GRUNDSÄTZE(PRESSEKODEX)。檢索網址如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fileadmin/user_upload/die_medienanstalten/Themen/Programmaufsicht/Pressekode

x2017_web.pdf 
181 https://www.die-medienanstalten.de/themen/programmauf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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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由於在德國製播廣播電視節目，必須依法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並

有權進行相關內容監督，德國聯邦媒體主管（die Medienanstalten）轄

下媒體許可及監督委員會（ZAK）負責審核商營廣電媒體營運申設、

換照及廢照及電視頻道內容監督等相關作業，並將所有的審理案件及

結果都公布於官方網站182，供大眾檢視。 

依據其公開資料，自 2016 年至今，ZAK 針對廣播電視執照申設

審查、換照、廢照及節目內容監理相關案件合計共有 497 件。其中與

執照申設、廢換照相關的案件計有 333 件、頻道節目內容審理案件共

24 件、廣告相關問題審理案件共計 134 件。 

再仔細依照不同案件分類，執照申設相關案件中，15 件與電視臺

換照審理有關、2 件屬廢照案件、2 件與新進業者執照申請有關，其

餘多數係與電視臺更換經營者或經營內容有關之審理案件。 

而在電視頻道節目內容審理案件上，與製播新聞節目有關之案件

共計有 5 件，其中經主管機關審查確實有違法行為者僅有 3 件，但上

述 3 件個案都僅認定有違反新聞製播原則而進行行政指導，並未進一

步裁罰。而在廣告相關監理案件上，共計有 32 件經主管機關認定確

實有違反法令行為進行行政指導，32 件均未進一步裁罰。 

從上述審理案件，ZAK 雖有權介入電視新聞內容監督，但自 2016

年認定違反新聞製播原則的案件不多，且多僅以行政指導方式監督節

目內容，並未進一步裁罰。而在營運管理面上，2016 年以來有 2 件廢

照案件，但均非針對電視新聞頻道。以下就上述德國主管機關審理有

關個案，挑選近期涉及新聞性節目審理有關之代表性之案例，進行個

 
182 參見 ZAK-Zulassungs- und Aufsichtsfälle，檢索網址為 https://www.die-

medienanstalten.de/service/datenbanken/zak-ver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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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析。 

一、 個案一：RTL II「RTL II News」案（2019） 

媒體許可及監督委員會（ZAK）於 2019 年 2 月發布監理報告，

認定德國 RTL II 電視頻道中的「RTL II News」新聞節目違反《國家

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及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

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該案件分析如下： 

（一） 事實： 

2018 年 8 月 21 日於 RTL II News 晚間新聞中報導一起嚴重的交

通事故，新聞中清楚地報導事故原因、現場情形及結果，包括敘述現

場一名年輕受害者於車禍現場的死亡原因等。 

（二） 爭點： 

ZAK 認為依據《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及德國新聞理

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新聞報導

應避免以過於聳動的方式報導暴力或殘忍行為，以保護受害者及親屬。

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記者對於事故現場應盡可能地避免過度真實報導，

以減緩對於受害者和其親屬的衝擊。 

（三） 涉及法規： 

基於上述事件爭點，ZAK 認定 RTL II News 有違《國家廣播電視

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目準則（Programming 

principles）」和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

（Pressekodex）》。 

根據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德國新聞從業人員應遵守以

下最低原則： 

⚫ 尊重事實和人權； 

⚫ 遵守廣告和製播分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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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單面偏頗報導； 

⚫ 尊重個人權利並保護被報導者避免遭受歧視； 

⚫ 應區分新聞報導和評論； 

另根據《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

目準則（Programming principles）」，德國廣播電視公司製播的節目應

符合《德國基本法（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規定，包括尊重人權、宗教信仰及相關道德規範，且應以促進社會和

諧、避免國家分裂（unified Germany）及提升國際理解等前提下增進

社會的凝聚力，減少社會歧視，同時應遵守一般法律及相關人權規定。 

（四） 判決： 

基於上述理由，ZAK 判定 RTL II 製播的「RTL II News」新聞節

目有違反新聞製播原則。 

二、 個案二：RTL「Item 12」案（2018） 

媒體許可及監督委員會（ZAK）於 2018 年發布監理報告，認定

德國 RTL 電視頻道製播的「Item 12」節目專題報導兒童性侵害事件

違反《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及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

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該案件分析如下： 

（一） 事實： 

2018 年 6 月 12 日於 RTL 於 Item 12 節目中製作兒童性侵害專題

報導。因在節目中遠距拍攝一名遭指控有對未成年進行性虐待的 17

歲青年，但由於節目影像馬賽克處理不夠確實，包括於節目中露出其

穿著衣物、身材及居住地點等。此外，亦於節目中詳細描述犯罪過程

與所造成的傷害，因而造成民眾的憤怒。 

該事件後續因此造成民眾的私刑與誤判。有民眾因過於憤怒，因

此攻擊疑似與報導中描述類似的民眾。但事後經警方調查，遭攻擊的



217 

 

民眾並非原電視臺中報導的 17 歲青年。 

（二） 爭點： 

ZAK 認為依據《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及德國新聞理

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新聞專題

報導雖有助於提高公眾對於性侵害議題的關注，但在報導過程中仍須

注意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隱私，除此之外也應在考量被暴者的人格保護

上予以匿名化、馬賽克等新聞原則處理。ZAK 認為本次事件雖有其

報導意義，但並不能免除電視臺「保護被報導者的人身權利」等義務，

尤其是對於敏感議題上，仍應該對於被報導者以匿名、馬賽克等方式

適當處理。 

（三） 涉及法規： 

基於上述事件爭點，ZAK 認定 RTL II News 有違《國家廣播電視

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目準則（Programming 

principles）」和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

（Pressekodex）》。 

（四） 判決： 

雖本案件後續社會影響層面廣，甚至因民眾動用私刑而遭致社會

的關注，ZAK 審理結果亦認為 RTL 有違反新聞製播原則事實，但考

量本案件主要是因 RTL 馬賽克畫面處理不夠確實，因此 ZAK 認定其

僅屬於「輕度違法」，因此僅處以行政指導，而並未進一步罰鍰183。 

 
183 Eckhard Stengel, 2018. Pädophilie-Beitrag löste Lynchjustiz 

aus.https://www.fr.de/kultur/paedophilie-beitrag-loeste-lynchjustiz-1096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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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德國政府有鑑於網際網路上各類資通訊服務快速發展，網際網路

亦成為民眾接收新聞及資訊內容的重要來源之一，為了監管網際網路

上的資通訊服務，德國政府因而在 2007 年正式施行《電信媒體法

（Telemediengesetz, TMG）》，其主要規範對象為所有的資通訊服務

（alle elektronischen Informations- und Kommunikationsdienste），但排

除德國《電信法（Telekommunikationsgesetzes, TKG）》第 3 章第 24 條

所稱之電信服務和第 25 條所稱之電信媒體（Telemedien）。於《電信

媒體法（TMG）》第 1 條第 4 款中規定，與電信媒體（Telemedien）

內 容 有 關 之 規 定 ， 仍 應 依 照 《 國 家 邦 際 媒 體 協 約 （ Der 

Medienstaatsvertrag, MStV）》辦理。 

德國《電信媒體法（TMG）》共分為 6 章 16 條，第 1 章為法規總

則，說明立法目的、範圍與名詞定義等；第 2 章規範商業資訊流通之

自由；第 3 章為資通訊服務業者之基本責任與義務；第 4 章則特別規

範影音分享平臺業者，要求其應設立「通知和行動（Notice & Action）」

機制，使用者得在線上平臺中透過電子形式舉報違法視聽內容，而平

臺業者在接獲檢舉後，應檢查遭檢舉之視聽內容。若違法行為屬實，

則須移除或封鎖存取；第 5 章則是規範資通訊服務的隱私及個人數據

規定；第 6 章為罰則。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德國《電信媒體法（TMG）》中第 4 章規範

的影音分享平臺業者，係配合歐盟 2018 通過之修訂版《視聽媒體服

務指令（AVMSD）》，將影音分享平臺業者移除不法內容之責任與義

務納入法規中，對於使用者上傳之違法視聽內容將會有更具體的處置

措施184。 

 
184 德國《電信媒體法（TMG）》施行後曾經過多次修法，最新一次修法已於 2020 年正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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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電信媒體法（TMG）》中規範的資通訊服務外，德國《國

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亦特別針對「電信媒體（Telemedien）」和

網路媒體等有所規範。 

《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185中，主要將視聽服務劃分為傳

統廣播電視及網路電信媒體（Telemedien）等 2 大類分別規管。其中

在網路電信媒體上，又再細分為類傳統廣播電視服務的網路媒體

（Rundfunkähnliche Telemedien）、網路媒體平臺（Medienplattformen）、

中介媒體平臺（Medienintermediäre）和影音分享平臺（Video-Sharing-

Dienste）等四大類規管對象。於法令上，廣電媒體的相關規管強度仍

較高，網路媒體則視其服務特性，所應遵守的義務規定相較低，但原

則上，從上述規管架構已清楚可見不同傳輸媒介的規管架構。德國近

年來有鑑於匯流發展，積極調和傳統廣電媒體與新興網路服務之間的

規管框架，並透過法令修訂來填補新興網路服務的規定，頗具參考價

值。  

而除了法令修訂外，德國政府近年來也積極要求社群媒體平臺及

影音分享平臺業者針對假訊息、仇恨言論等不法內容進行適當處理186。

德國早在 2019 年通過《網路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簡稱

NetzDG）》，要求大型社群平臺業者需負起審查違反德國刑法言論之

義務，除需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執行報告外，對於明確違法內容亦應

及時下架處理。而在 2020 年中，德國議會又進一步通過《電子媒體

法（TMG）》修正案，新法規定下，影音分享平臺業者如 YouTube、

Vimeo 和 TikTok 等在接獲使用者檢舉不當內容（如違反廣告和兒少

 
行。 
185 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正式施行。 
186 國際通傳動態，2020。德國議會通過《電子媒體法》修正案，將影音分享平臺移除不法內容

之義務寫入法規中。 

https://intlfocus.ncc.gov.tw/xcdoc/cont?xsmsid=0J210565885111070723&sid=0K237545951267791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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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規定等），需設立回報及補救機制，並遵循法規要求檢察使用者

是否有上傳違反德國刑法之視聽媒體內容。 

德國政府泛稱上述檢舉流程為「通知和行動（Notice & Action）」

機制，具體運作步驟如下： 

1、 使用者得在線上平臺中透過電子形式舉報違法視聽內容。 

2、 平臺業者在接獲檢舉後，應「立即」檢查遭檢舉之視聽內容。 

3、 若違法行為屬實，則須移除或封鎖存取。 

4、 經移除的內容須至少保存 10 週，同時業者須立即將檢查結

果告知檢舉人和視聽內容上傳用戶，雙方可在 2 週內針對業

者處置做確認及回覆，然而檢舉人和上傳不法內容之用戶身

分均不得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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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一、 總體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日本放送市場長期由無線電視業者主導，自 2013 年以來，營收

比例亦未有明顯變化。依據官方數據顯示，2017 年度日本全國放送業

者（包括 NHK）總營收為 3 兆 9,337 億日元，較上年度增長 0.1%。

其中，無線放送業者營收為 2 兆 3,471 億日元，占民間放送業者營收

的 73.0%。衛星放送業者營收為 3,697 億日元，占比約 11.5%；有線

電視業者營收則為 4,992 億日元，占比 15.5%。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令和元年情報通信白書》。 

圖 6-1 日本放送業者歷年營收變化 

其中，無線放送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廣告收入，自 2008 年以來，

無線放送的廣告收入變動幅度不大，2018 年無線電視的廣告收入為 1

兆 7,848 億日元，較 2017 年略微下降；無線廣播的廣告收入則為 1,278

億日元，亦較 2017 年微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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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令和元年情報通信白書》。 

圖 6-2 日本無線電視廣告收入 

受法規限制，除了 NHK 以外，日本沒有實質的全國性電視頻道，

因此各地民間放送業者組成聯播網，形成全國聯播的電視網路。日本

民營無線電視共包含五大電視聯播網：Nippon News Network（NNN）、

Japan News Network（JNN）、Fuji News Network（FNN）、All-Nippon 

News Network（ANN），以及 TV Tokyo Network（TXN）。部分電視臺

未加入上述電視聯播網，被稱為「全國獨立放送協議會（全国独立放

送協議会）」，簡稱「獨立協（独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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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民間放送連盟，2020。テレビネットワーク。https://j-ba.or.jp/network/tv.html 

圖 6-3 日本五大電視聯播網 

日本 24 小時專門放送新聞節目的新聞頻道共有 7 家，分別為日

本國內業者經營的 NTV NEWS24（日テレ NEWS24）、TBS NEWS、

AbemaNews、日經 CNBC，以及由外國新聞業者主導的 CNNj、BBC 

World News 以及 TV5MONDE。以下將聚焦由日本業者經營的 4 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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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頻道業者。 

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業者 

（一） NTV NEWS24（日テレ NEWS24） 

NTV NEWS24 為日本電視臺（日本テレビ）旗下新聞頻道，為

CS 衛星頻道。NTV NEWS24 自 1987 年 10 月開始播出，是日本首家

專業新聞頻道，過去頻道名稱為「ncn」、「NNN24」，2005 年始改名

「NTV NEWS24」。由於日本電視臺創建人正力松太郎曾任讀賣新聞

社社長，兩家公司之間有著密切關係，讀賣新聞集團一直是日本電視

臺的最大股東。除自製節目外，亦提供 NNN 新聞網的新聞節目。 

目前，NTV NEWS24 可透過 SKY PerfecTV!（スカパー！）衛星

電視服務（頻道號碼 Ch.349，若是 Premium 服務則為 Ch.571）、J:COM

有線電視服務（頻道號碼 Ch.305）、全國有線電視臺，以及ひかり TV

網路電視服務（頻道號碼 Ch.862）進行收看。此外，NTV NEWS24 自

2017 年 4 月 18 日開始提供線上播送服務，民眾透過智慧型手機或電

腦，進入官網即可免費收看即時新聞報導。 

（二） TBS NEWS 

TBS NEWS 為 TBS 電視臺旗下新聞頻道，屬 CS 衛星頻道。TBS 

NEWS 於 1998 年 4 月 1 日開播，當時名稱為「JNN News Bird（JNN

ニュースバード）」，2006 年改為「TBS News Bird（TBS ニュースバ

ード）」，2018 年 9 月 26 日始改為現名。除自製新聞節目外，TBS 

NEWS 也提供 JNN 新聞網和美國 CBS 的新聞節目。 

目前，TBS NEWS 可透過 SKY PerfecTV!衛星電視服務（頻道號

碼 Ch.351，若是 Premium 服務則為 Ch.572）、J:COM 有線電視服務

（頻道號碼 Ch.300）、全國有線電視臺，以及ひかり TV 網路電視服

務（頻道號碼 Ch.860）進行收看。針對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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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提供影片長度約 1 分鐘的串流媒體服務，民眾可透過 J:COM

和 dTV 收看。 

（三） 日經 CNBC 

日經 CNBC 為財經新聞頻道，屬 CS 衛星頻道，該頻道以日本經

濟新聞社和美國NBC子公司CNBC為核心，並與東京電視控股公司、

J:COM 等業者共同成立。該頻道於 1999 年 10 月開播，原名稱為

「NSN」。除日本經濟新聞社、東京電視臺（テレビ東京）製作的新

聞節目以外，日經 CNBC 也播送美國 CNBC 的英語節目。 

日經 CNBC 目前可透過 SKY PerfecTV! Premium 衛星電視服務

（頻道號碼 Ch.570）、J:COM 有線電視服務（頻道號碼 Ch.303）、全

國有線電視臺、au ひかり，以及ひかり TV 網路電視服務（頻道號碼

Ch.877）進行收看。網路服務方面，則可透過 Amazon Prime Video 和

Nikkei Channel Markets 串流服務觀看。 

（四） AbemaNews 

AbemaNews 是由網路公司 CyberAgent 和朝日電視臺共同成立的

AbemaTV 網路電視臺旗下新聞頻道，於 2016 年 4 月 11 日正式開播。

頻道在網路上免費播出，除提供朝日電視臺製作的新聞節目外，亦提

供 ANN 新聞網的新聞節目。AbemaNews 以未經剪接、完整的採訪報

導為特色，並為 AbemaTV 累積大量觀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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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日本的廣播電視業主管機關為總務省，其成立主要依據 1999 年 

7 月發布的《總務省設置法（総務省設置法）》。 

總務省旗下三個單位負責廣播電視業相關業務：情報流通行政局

主管廣播電視業發展政策和執照制度；綜合通信基盤局負責頻譜分配、

電波監理等事項；國際戰略局致力推廣廣播電視業的國際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總務省是日本的傳播媒體主管機關，然而其

並非獨立的監理單位，其僅能作為行政法以行政指導方式監督節目內

容，而不具備裁量處分權與行政調查權；換言之，所有實質內容之規

範，包括錯誤報導之更正、廣告時間之長度、節目內容之審查等，皆

交付業者自我管理。  

二、 監理法規 

日本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主要包括《放送法》、《電波法》、《電氣通

信事業法》及《有線電氣通信法》。日本於 2010 年法案大幅修正後，

統整《放送法》、《有線廣電法》、《有線電視放送法》、《電訊服務廣播

法》等四法為《放送法》，其主要規管傳播事業節目內容播放等事宜；

《電波法》則主管所有的無線電視、廣播之相關執照發放、設備等規

定；《電氣通信事業法》規管電信業者提供傳送服務之相關事宜；《有

線電氣通信法》則負責有線電視等有線電信設備的設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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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白卿芬等人，2018。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 

圖 6-4 日本通訊與傳播現行法規體系概略圖 

整合四法後的《放送法》擴大了「放送」之定義，因此不論是有

線還是無線的傳播方式都在該法管轄範圍內。《電波法》則依照廣播

範圍大小將傳播方式劃分為「核心播送（基幹放送）」及「一般播送

（一般放送）」。核心播送為使用專用或優先分配頻譜之無線電波進行

傳播服務之電視臺，例如無線電視、無線廣播、BS 衛星電視等；一

般播送則為透過有線傳輸方式之其他有線電視、IPTV 等。依照此分

類其申請營業之手續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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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白卿芬等人，2018。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 

圖 6-5 日本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相關法規概略圖 

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一） 執照制度 

1、 核心播送 

依據 2010 年整合後之《放送法》，為促進節目製作的市場競爭，

原則上所有的核心播送業者可以選擇軟體（含節目內容製作、廣播服

務）和硬體（含節目傳播、通訊網絡、廣播設備、廣播網絡、基地臺

營運）由一致或不同的業者提供，即軟硬體合一或分離。但若是選擇

軟硬體由不同業者提供，則軟體核心播送業務之經營須依據《放送法》

第 93 條規定獲得總務大臣「認定」，硬體無線臺（無線局）亦須依據

總務省規定進行申請。而選擇軟硬體皆由同業者提供的情形，則僅需

取得《電波法》的「特定無線核心播送事業者（特定地上基幹放送事

業者）」 之執照即可。因此直至今日，日本放送業者仍主要採行軟硬

體合一的執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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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朝日新聞，2018。放送局の「制作・送信」分離論、再浮上か 民放連は反対。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4N555CL4NUCVL018.html 

圖 6-6 日本放送業的軟硬體分離示意圖 

採取軟硬體合一之核心播送業者，應依據《電波法》第 6 條第 2

項申請「特定無線核心播送電視臺（特定地上基幹放送局）」執照，

經審查通過後，總務省將先給予業者「臨時執照（予備免許）」，在業

者工程完成且於 2 週內通過無線設備和人員資格等檢查後，始正式取

得該執照。該執照有效期間為 5 年，申請續照者可採行簡易手續。 

若採取軟硬體分離之核心播送業者，其核心播送業務經營須依據

《放送法》第 93 條提交申請，以取得總務省「認定」，該認定應 5 年

更新一次。關於無線臺之執照申請則依據《電波法》第 6 條第 1 項，

除申請書之內容差異外，其餘流程與特定無線核心播送電視臺執照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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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6-7 日本軟硬體合一和分離的執照制度 

關於無線臺執照，除了特定事業的無線傳播業務之外，營業執

照的有效期限基本上為 5 年，若休業或停業 1 個月以上則需另外通

知總務省。另外，小型的無線傳播，如 MCA 無線電的陸地移動

臺、簡單的無線電臺、個人無線電、業餘無線電等則可以透過簡易

執照申請的方式完成執照申請。 

 

 資料來源：改自総務省，2020。電波利用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tele.soumu.go.jp/j/adm/proc/type/aptoli/index.htm 

圖 6-8 日本無線臺執照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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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流程取得執照之業者，若須變更無線臺的通訊對象、通

訊事項及無線傳輸設備時，亦須取得總務大臣之許可。在變更範圍較

小的情形下，例如業者在替換經認證之符合技術標準的無線設備時，

僅須提交通知即可。一般情形下，業者申請需經審查是否符合《電波

法》規範，若業者使用經註冊檢驗的系統，則部分檢查可被省略。若

為申請續照，業者須在執照有效期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間提出申

請，審查通過後即可繼續營業。 

  
資料來源：改自総務省，2020。電波利用ホームページ。

https://www.tele.soumu.go.jp/j/adm/proc/type/opestart/index.htm 

圖 6-9 日本無線臺變更申請流程圖 

依據《電波法》第 5 條、第 75 條，符合以下情形者無法取得無

線臺執照： 

⚫ 無日本國籍者、外國政府或法人等； 

⚫ 依據《放送法》或《電波法》被施以罰金以上的罰則，自罰

則執行結束之日起尚未滿兩年者； 

⚫ 遭總務省吊銷執照，且自吊銷執照日起尚未滿 2 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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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條件外，總務大臣亦視申請人個別情形，決定是否授予執

照。 

又，依據《電波法》第 76 條，符合以下情形者得吊銷無線臺執

照： 

⚫ 無正當理由下，無線臺停止運作長達連續 6 個月以上。 

⚫ 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無線臺執照。 

⚫ 違反《放送法》、《電波法》或相關命令及處分。 

此外，當業者違反《放送法》、《電波法》或相關命令及處分時，

總務省得下令該無線臺暫停運作最長達 3 個月，或是針對其工作時

間、頻率或天線功率等採取限制措施。 

2、 一般播送 

若為一般播送的有線電視業者，其業務經營分為登記制（登録）

和報備制（届出）兩種。具體而言，設備規模若在 501 個終端戶數以

上，應採行登記制（《放送法》第 126 條）；服務戶數在 500 以內，應

採取報備制（《放送法》第 133 條）；戶數少於 50 者不適用於《放送

法》，因此不需上述任一手續，但若是獨立放送（自主放送），則仍須

進行報備。 

採取登記制的有線電視業者，若休業或停業 1 個月以上需另外通

知總務省，但其有線電信設備不需再依據《有線電氣通信法》執行手

續；若採取報備制，且不限於同一建築物內之有線電視播送，則其有

線電信設備須依據《有線電氣通信法》第 3 條向總務省進行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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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日本有線電視業務和設備申請手續 

有線電信設備規模（終端戶數） 
《放送法》規範之

手續 

《有線電氣通信法》規

範之手續 

501 戶 數

以上 
  

登記制 

（《放送法》第

126 條） 

- 

51 至 500

戶數 

一般放送設施 

報備制 

（《放送法》第

133 條） 

報備制 

（《有線電氣通信法》

第 3 條） 

同一建物內的社區放送

設施 

報備制 

（《放送法》第

133 條） 

- 

50 戶數以

下 

一般放送設施 

（僅提供轉播） 
- 

報備制 

（《有線電氣通信法》

第 3 條） 

同一建物內的社區放送

設施 

（僅提供轉播） 

- - 

提供獨立放送 

（除轉播以外，亦提供

自製內容） 

報備制 

（《放送法》第

133 條） 

報備制 

（《有線電氣通信法》

第 3 條） 

資料來源：総務省，2020。有線一般放送関係（ケーブルテレビ・共同受信アンテナ）。

https://www.soumu.go.jp/soutsu/shikoku/shinsei/yuusenhousou.html 

 

此外，有關頻譜分配的部分，日本是以審議制進行，因此不論是

電信用、廣播電視用、政府或軍用等，均需要依照《電波法》向總務

省進行申請，經過審議後始可取得使用執照。 

（二） 大眾媒體多樣化原則 

「大眾媒體多樣化原則（マスメディア集中排除原則）」意指應

保障盡可能多數的業者經營放送業務，以確保傳播媒體之多元性，並

藉此使多數人都享有放送的表現自由；而違反該原則之業者，總務大

臣得撤銷其業務執照。在此原則下，依據《放送法》第 93 條，下列

身份不得從事核心播送業務： 

1.  既有核心播送業者。 

https://www.soumu.go.jp/soutsu/shikoku/shinsei/yuusenhous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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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既有核心播送事業具支配關係者。 

3.  與符合上述 a 或 b 條件者具支配關係者。 

關於支配關係之認定，具有兩項參考基準：一、表決權；二、兼

任職務。其中，表決權的部分，對於無線核心播送業者，其對該公司

之表決權應不超過 10 分之 1（若有放送業務範圍重疊的情形，則為

不超過 3 分之 1）；對於衛星核心播送業者和行動核心播送業者，其

表決權應不超過 3 分之 1。兼任職務方面，不得為具代表權之職員和

專職員工，亦不得為對公司或集團的業務執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特定

職員。該原則亦有特例，即核心播送業者得兼營電視臺和廣播電臺。 

（三） 外資限制 

日本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設有外資管制，依據《放送法》第 93

條，無線廣播電視臺的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5 分之 1；惟實驗性質

和業餘性質的無線廣播電視臺不受此限。有線電視方面，目前未採取

任何外資管制或外國人董事之限制規範。 

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基於憲法保障言論及表現之自由以及自主及自律的基本原則下，

日本並未制定相關法規限制節目內容，僅於《放送法》中制定節目編

輯的基本原則（第 4 條），並賦予業者以下責任義務：一、依據不同

節目類型和放送對象制定節目標準（番組基準）（第 5 條）；二、設置

委員 7 人以上的審議機關，以確保放送節目之適當性（第 6、7 條）。

詳細內容參見下表。 

表 6-2《放送法》中關於放送節目編輯之條文 

法規條目 法規內容 

第 3 條  

放送節目的

編輯自由 

- 除非在法律授權的情形下，否則放送節目編輯不應受

到任何人的干擾或受到法律處分。 

第 4 條 第 1 項 放送業者在進行國內放送節目的編輯時，應遵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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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目 法規內容 

國內放送節

目之編輯 

各項規定： 

不能損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公平處理政治。 

新聞報導須據實呈現。 

對於有分歧的議題，盡可能從多元角度進行論述。 

第 2 項 針對國內電視放送節目，放送業者應提供盡量足夠

的、協助視覺障礙者和聽覺障礙者收看的節目，包括

透過聲音向視覺障礙者解釋動態圖像，以及透過文字

和圖形向聽覺障礙者解釋聲音的放送節目。 

第 5 條 

節目標準 

第 1 項 放送業者應根據放送節目的類型（如教養節目、教育

節目、新聞節目、娛樂節目等區分）和放送對象制定

相應的放送節目標準，並依循之。 

第 2 項 若放送業者已依照前項規定建立了放送節目標準，則

業者應按照總務省規定予以公告，更改時亦復如此。 

第 6 條 

放送節目審

議機關 

 

第 1 項 放送業者應設置放送節目審議機關，以確保放送節目

之適當性 

第 2 項 審議機關除了回應放送業者的諮詢，審議關於放送節

目適當性的所需事項外，也可就相關議題向放送業者

提供意見。 

第 3 項 在建立或變更關於節目標準和放送節目編輯的基本

計畫時，放送業者必須與審議機關進行協商。 

第 4 項 若審議機關根據第 2 項規定對諮詢作出了回應或有任

何意見，放送業者須予以尊重並採取必要措施。 

第 5 項 放送業者應依照總務省規定，向審議機關報告以下所

列事項： 

根據前項規定所採取措施之內容。 

根據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修正或取消放送的實施狀況。 

有關放送節目的投訴和其他意見之概要。 

第 6 項 放送業者應活用審議機關的功能，在放送節目中反映

出審議機關的意見，並按照總務省規定公布下列事

項： 

審議機關針對放送業者的諮詢所提交之報告或意見

內容，以及其他審議機關議事之概要。 

根據第 4 項規定所採取措施之內容。 

第 7 條 第 1 項 放送業者的審議機關應由 7 人以上的委員組成（對於

非電視核心放送業者，其審議機關的委員人數可少於

7 人）。 

第 2 項 審議機關委員應為具備學識經驗者。 

第 3 項 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兩家以上放送業者可聯合設立

審議機關，並根據前項規定共同委託審議委員。 

業者中應不超過一個核心放送業者，且兩者隸屬同一

經認證的放送控股公司。 

若業者中包括核心放送業者，且除該核心放送業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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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目 法規內容 

外的放送業者均符合下列放送區域條件： 

放送區域或業務區域的重疊區域面積超過任何一家

放送業者的 3 分之 2 以上。 

放送區域或業務區域的重疊部分人口是任何放送業

者的放送區域或業務區域內總人口的 3 分之 2 以上。 

該兩家一般放送業者的業務區域屬於同一都道府縣。 

第 8 條 

節目標準適

用的例外情

形 

- 前三條規定不適用於僅放送經濟市場狀況、自然現象

或體育相關時事等總務省規定之內容的業者，或是專

門為了臨時事件和目的進行放送的業者。 

第 9 條 

放送更正 

第 1 項 若放送業者播出不實內容，權利受侵害者和直接關係

人得於該節目播出 3 個月內提出請求，業者則應於收

到請求後立即展開調查，並於查明真相後的 2 日內，

以相同規格之放送方式進行更正處理。 

第 2 項 若為業者自行發現內容有誤，亦應依照前項規定。 

第 3 項 前兩項規定不妨礙民法損害賠償之申請。 

第 14 條 

國內外放送

節目之編輯 

- 放送業者在編輯用於國內和國外放送的節目時，應確

保不損害國際形象和與外國之交流，並盡可能考量放

送區域之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等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基於《放送法》第 5 條關於放送節目標準之規定，NHK 和日本

民間放送聯盟（日本民間放送連盟）分別訂定放送節目標準。以「NHK

國內節目標準」 為例，新聞節目應符合下列事項： 

（一） 維護言論自由並據實報導。 

（二） 新聞應客觀地處理事實，不歪曲、隱藏或誇大表現。 

（三） 在新聞中插入特定意見時，應明確且清楚地區分事實和意

見。 

（四） 發生災難等緊急情況時，NHK 將繼續提供資訊以守護人

民生命，並預防和擴大災難。 

（五） 新聞解說和評論，應與新聞本身進行明確區分。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則於「國內放送節目標準」中羅列新聞節目的

義務如下： 

（一） 新聞應服務於公眾知的權利，且須基於事實，秉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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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導新聞時，應注意避免過度侵犯個人隱私和自由或損害

其聲譽。 

（三） 採訪或編輯時，應注意避免誤導觀眾，例如立場偏向其中

一方。 

（四） 處理新聞中的意見時，應明確出示其來源。 

（五） 即使在報導事實時，也應避免詳細描述殘酷可怖的場面。 

（六） 應避免將新聞、新聞評論和現場報導等用於任何不正當目

的或宣傳。 

（七） 應盡速修正新聞中的任何錯誤訊息。 

此外，日本民間放送聯盟亦要求在廣告展示方面，廣告不得否認

新聞報導的事實，且不得與新聞內容混淆，尤其是新聞節目中的商業

廣告。目前而言，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的節目標準僅限於廣播和電視節

目，並未及於網路媒體內容。 

除了上述法律規定和業界標準，由 NHK 和日本民間放送聯盟共

同支持的「放送倫理節目向上機構（放送倫理・番組向上機構，簡稱

BPO）」，透過委員會審議制度，擔任日本放送節目的實質監督者。該

機構之詳細內容將於後續章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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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一、 自律 

研究團隊參考日本新聞媒體的收看頻率和可信度，挑選 NTV 

NEWS24 進行深入的內容監理研析；另一方面，亦挑選新興網路電視

AbemaNews，以進一步探索日本網路節目內容的監理現況。 

根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在電視、廣播和紙本媒體類別，依照每週使用頻率日本人

最常收看的新聞媒體依序是 NHK（48%）、NTV（45%）、朝日（41%）、

富士（38%）和 TBS（38%）；而在新聞可信度方面，前 5 名分別為

NHK（60%）、NTV（53%）、日經（51%）、地方報紙（51%）和 TBS

（51%）。由此可見 NTV 是僅次於公共媒體 NHK，受到民眾信賴的

新聞媒體。 

（一） NTV NEWS24 內容監理機制 

NTV NEWS24 由 BS 日本（BS 日テレ）廣播衛星電視公司所經

營，該公司依據《放送法》制定「放送節目編輯標準（放送番組の編

集基準）」187，其中涵蓋基本方針、節目標準和放送標準等三大部分。 

BS 日本的放送節目基本方針共含括 13 項政策，內容如下： 

1、 國家：應當公平對待所有人種和民族，避免損害其尊嚴。 

2、 社會：應尊重公共秩序和道德，公平對待歷史和具爭議性的

社會問題。 

3、 政治：避免偏頗地對待特定政黨、政綱或個人。 

4、 言論：確保言論和新聞自由，秉持公正對待，不受任何外界

力量支配。 

 
187 BS 日テレ，2014。放送番組の編集基準。https://www.bs4.jp/corporate/standard.html 

https://www.bs4.jp/corporate/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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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應公平對待宗教，並避免誹謗其教義和信仰。 

6、 家庭：尊重婚姻和家庭生活，避免令人不快的描述。 

7、 性：應以有格調而適中的方式表現性行為，避免採用對未成

年人會產生不利影響的方式。 

8、 犯罪：針對違反法律或正義的犯罪或罪惡，不應採用使觀眾

同情，並產生模仿慾望的方式處理。 

9、 兒童：兒童節目應鼓勵光明開朗的社會生活和公正的道德觀

念。 

10、 教育：教育節目應以系統且有趣的方式處理學術、藝術、

技藝和職業等專業內容，並啟發和傳授觀眾所需的知識和技

能。 

11、 醫學：與醫學和藥品相關的節目應依照職業專業標準製作，

並參考具權威性的資料。 

12、 競賽：競賽節目應是使參與者依據其技術和能力獲得獎項，

不應呈現僥倖的心理。 

13、 廣告：廣告應在規定的時間內根據節目內容和風格進行適

當調整，採取有格調的表現手法，且不應有非法、虛假或誇

大的廣告。 

第二部分節目標準則依據各類型節目羅列需要注意的事項，共分

為新聞報導、教育、教養、娛樂、電視購物和其他。針對新聞報導節

目，節目標準羅列注意事項如下：「新聞節目是處理時事相關的新聞、

解釋或觀點的節目，並應客觀、準確、迅速且公平地處理事實。」第

三部分放送標準則是直接引用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的放送節目標準。 

依據上述節目標準，BS 日本於內部成立節目審議會，邀請業界

資深人士和學者擔任委員，定期針對節目內容進行審議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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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bemaNews 內容監理機制 

AbemaTV 作為網路電視臺，不受《放送法》規範，因此並不具

備設立節目標準和節目審議會等義務，但也因此引來社會輿論關注。

例如 2018 年 6 月 21 日播出的綜藝節目《極樂 Tombo 的 KAKERU 

TV》，男性主持人酒醉後發表一連串對女性歧視的言論，為大眾批評

不適當；以及 2017 年 10 月 8 日播出的訪談節目《徹的房間》，節目

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與，但該日為日本眾議院議員大選的前二日，

且節目中安倍晉三談論政策相關話題，因此被質疑不符合政治中立。 

基於上述爭議事件，日本網路媒體 BuzzFeed News 向 AbemaTV

邀約訪談，並獲得 CyberAgent 公關部的書面答覆188。其中，關於《極

樂 Tombo 的 KAKERU TV》事件，CyberAgent 表示爭議部分已從檔

案庫中刪除，但其無法告知判斷標準等細節；至於《徹的房間》事件，

由於 AbemaTV 屬於網路播送服務，亦不牴觸《公職選舉法》等法規。 

CyberAgent 指出，「AbemaTV 的所有節目都是以能在電視播送的

基礎上所製作的。」「AbemaTV 作為具社會責任的媒體，亦針對節目

製作制定倫理道德標準，且該標準與一般電視播送的標準並無顯著差

異。」然而，其仍拒絕回答有關節目標準的具體內容。 

有鑑於 BPO 不審理網路內容，業界亦有設立網路版 BPO 的聲

浪。然而，東京大學教授林香里指出，由於網路內容業者缺乏執照制

度，自律機構的設計將更為複雜189。 

二、 他律 

為了達成業界的自主和自律，日本放送協會（NHK）、日本民間

 
188 Takumi Harimaya，2018。Abema が非公開にした「くそババア」罵倒映像 過激化するネ

ットテレビの 2 つの問題。BuzzFeed News。

https://www.buzzfeed.com/jp/takumiharimaya/internet-television 
189同上註。 

https://www.buzzfeed.com/jp/takumiharimaya/internet-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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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聯盟（日本民間放送連盟）和日本放送聯合會（日本放送連合会）

早於 1965 年建立「放送節目向上委員會（放送番組向上委員会）」，

負責放送節目的內容監督。其後經歷多次組織改革，業界共設立三大

節目監督委員會，分別是放送節目委員會、放送人權委員會及青少年

委員會，至 2003 年，該三家節目監督委員會始統合為現今的「放送

倫理節目向上機構（放送倫理・番組向上機構，簡稱 BPO）」。 

BPO 作為第三方機構，由 NHK、日本民間放送聯盟共同支持，

其成立宗旨是在確保放送節目編輯自由的基礎上，保護閱聽眾的基本

人權，並處理節目內容倫理之相關問題和投訴。BPO 旗下包含放送倫

理檢證委員會、青少年委員會和放送人權委員會，三大委員會依照其

各自職能審理節目內容。 

 

資料來源：BPO，2020。BPO とは。https://www.bpo.gr.jp/?page_id=912 

圖 6-10 BPO 組織架構 

一、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 

主要關注放送節目的取材和製作，旨在要求節目符合放送倫理，

並針對有虛假資訊疑慮，導致觀眾嚴重誤解的節目進行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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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後，將針對節目的放送倫理問題，提出「建議（勧告）」和「觀

點（見解）」，並以書面形式通知該業者和其內部放送節目審議會，同

時向外界公開發布。視個案情形，委員會得要求業者提交「預防再犯

計畫（再発防止計画）」；此外，亦得建議業者建立一個由外部人員組

成的調查委員會，執行進一步的調查。 

二、 放送人權委員會 

旨在負責審議放送節目妨礙名譽、侵犯隱私等民眾申訴事件，並

就審議結果提出「建議」和「觀點」，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訴人和該業

者，同時向外界公開發布。 

三、 青少年委員會 

委員會聚焦兒少族群福祉，除了就民眾的相關意見進行審理，亦

得主動審議青少年節目的相關議題。審議過程中，若有超過 3 分之 2

的委員同意，則得成為委員會之「觀點」，最終審議結果亦將通知該

業者，並向外界公布。 

目前，BPO 的審議對象並未及於網路播送節目，但部分內部人士

認為，當網路播送節目作為大眾媒體具有一定影響力時，應該對其進

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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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如前所述，日本總務省雖能以行政指導方式監督節目內容，但從

過往案例來看，實際執行相當罕見，從下圖可見，從 2000 年至 2009

年間，總務省對於放送節目的行政指導案例僅 23 例；而 2009 年至

2014 年間，總務省更未對任何放送節目執行行政指導190。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0。今後のＩＣＴ分野における国民の権利保障等の在り方を考えるフ

ォーラム。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63886.pdf 

圖 6-11 總務省對放送節目的行政指導案例數 

此主要導因於 BPO 作為第三方機構，已在監督放送節目方面發

揮極大作用，且其亦數次在總務省給予業者行政指導之際，呼籲政府

尊重放送界的自律原則，並避免業者遭受雙重制裁的可能性。 

以下研究團隊分別自總務省近期行政指導案例和 BPO 審理案例

中挑選一則具代表性之案例，進行個案研析。 

一、 個案一：NHK《今日焦點》案（2015） 

總務省 2015 年 4 月 28 日發布公告191，指出 NHK 於 2014 年 5 月

14 日播出的新聞節目《今日焦點（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違反《放

送法》第 4 條第 1 項之 3「新聞報導須據實呈現」和第 5 條第 1 項「放

 
190 塩田幸司，2019。放送の自由・自律と BPO の役割。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年報 2019。

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domestic/pdf/20190130_2.pdf 
191 総務省，2015。番組問題への対応。https://www.soumu.go.jp/menu_news/s-

news/01ryutsu07_02000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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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者應根據放送節目的類型（如教養節目、教育節目、新聞節目、

娛樂節目等區分）和放送對象制定相應的放送節目標準，並依循之」。

總務省因此給予該業者嚴重注意之行政指導，此亦為總務省睽違 22

年來首次對 NHK 節目執行行政指導。 

該節目主要報導關於宗教法人的「出家詐欺」192行為，節目中記

者聘請表演者扮演詐欺中介者，但未加以說明，且拍攝手法等細節有

誤導觀眾之虞，因此遭外界批評節目「過度表演」、「違背事實」。 

NHK 自身於 2015 年 4 月 9 日發布調查報告，承認部分錯誤，爾

後於 4 月 28 日發布最終調查報告，對於內部 15 名員工進行處分，包

括將該記者停職三個月。除此之外，NHK 於同日晚間播放特別節目，

說明調查報告內容，同時亦舉辦記者會，針對該事件向大眾道歉193。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則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發布相關意見

書194，除譴責該節目「記者取材便宜行事」、「節目內容超脫新聞節目

所容許的範圍」，亦批評總務省之行政指導作為。BPO 指出，總務省

的行政指導文件發布晚於 NHK 的調查報告，且其提出的《放送法》

第 4 條第 1 項之 3 和第 5 條第 1 項，應屬於放送業者內部制定之節目

倫理標準，不應做為其干預之基礎。 

由此案例可見，日本放送節目相當依賴業界自律，且成效良好，

業界亦不認為總務省應介入相關內容監理。 

 

 
192 「出家詐欺」即多重債務者利用出家得更改戶籍姓名之機制，向金融機構騙取貸款抵押之詐

騙手法。 
193日本経済新聞，2015。NHK、過剰演出認める 「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関係者処分。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ZO86277580Z20C15A4CC1000 
194 BPO，2015。ＮＨＫ総合テレビ『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出家詐欺”報道に関する意見。

https://www.bpo.gr.jp/wordpress/wp-

content/themes/codex/pdf/kensyo/determination/2015/23/dec/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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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二：朝日電視臺《報導 Station》案（2015）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於 2015 年 2 月 9 日發布意見書195，認

為朝日電視臺於 2014 年 9 月 10 日播出的新聞節目《報導 Station（報

道ステーション）》在客觀性和準確性有所缺失，違反了放送倫理。 

該節目報導日本核能管制委員會（原子力規制委員会）批准重新

設置九州川內核電廠之新聞，其中，節目對於核能管制委員會委員長

的發言內容解釋錯誤，並在編輯上對於觀眾造成誤導。經核能管制委

員會抗議後，朝日電視臺展開內部調查，最後坦承具不適當編輯，並

於 9 月 12 日在同節目內進行更正和道歉。 

其後朝日電視臺接受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之意見，並於

2015 年 5 月 8 日發布檢討報告書，提出以下具體應對措施： 

1. 於電視臺內部廣泛告知此次事件緣由，確認全體工作人員了

解問題癥結。 

2. 向內部放送節目審議會進行報告，接受各委員的相關意見。 

3. 制定防範策略，以解決分工造成的問題並完善檢查機制，包括：

編輯應在旁協助抄錄人員；再次檢查節目錄像原稿；新設資訊管

理總監等。 

4. 舉辦防範策略相關說明會議，加強員工訓練。  

除上述內部措施外，朝日電視臺亦邀請 BPO 出席會議，確認防

範策略內容及實施情形。 

 

 
195 BPO，2015。テレビ朝日『報道ステーション』「川内原発報道」 に関する意見。

https://www.bpo.gr.jp/?p=7987&meta_key=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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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2010 年日本《放送法》等相關法規修正，亦放寬《電波法》中對

於放送和通訊兩用無線電臺的規定。過去《電波法》規定，申請無線

電臺執照時須明確註記營運用途，如「電信專用」或「標準電視放送

專用」，且營運用途於執照期限內不得任意更改。此外，電信用無線

電臺可同時申請多個營運用途，例如並存漁業及娛樂用途；然而電視

放送用無線電臺則未被允許其他用途。為因應數位匯流時代來臨，《電

波法》修正後已允許電視放送用無線電臺擁有電信等其他用途，同時，

所有無線電臺於執照有效期間內亦可在獲得總務省許可後，變更其營

運目的與用途。 

隨著近年網路影音內容愈趨普及，日本亦針對傳統廣電媒體和網

路媒體的內容監理差距進行探討。2018 年 4 月，日本媒體報導內閣

府下的規制改革促進委員會（規制改革推進会議）正在研議廢止《放

送法》第 4 條和第 93 條排除外資企業經營核心放送事業之規定，並

考慮推行放送業軟硬體監理體制的徹底分離，以拉齊對放送和通訊業

者的監管機制。報導一出，引發放送業者的強烈反彈，指出若廢止第

4 條，恐怕將致生大量損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節目內容，或是參

雜假訊息的新聞報導。 

規制改革促進委員會則駁斥有任何關於上述特定議題之討論，儘

管如此，該委員會的確以實現 Society 5.0 為目標，探討如何促進放送

和通訊的進一步融合。其主要研析議題有三 ： 

一、 放送和通訊融合下的商業模式發展：例如在網路影音的發

展下，如何建立超脫放送和通訊框架的模式。 

二、 提供更多元且高品質的內容，並擴展至全球各地。 

三、 基於上述變化，建立無線電有效利用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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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對於放送和通訊監管架構的討論，2018 年 7 月，日本總務

省舉辦第 19 次放送相關議題檢討會（放送を巡る諸課題に関する検

討会），並於會中認可 NHK 節目網路同步播放的合適性，但並未進一

步探討《放送法》第 4 條等議題。 

日本律師兼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調查顧問川端和治，於

2019 年發表著作《放送的自由（放送の自由）》，書中亦探討《放送法》

第 4 條存廢之問題。川端和治指出，儘管該條文是為了確保放送有益

民主健全發展，但在網路大行其道的今日，實際上難以確保其成效；

甚者，有鑒於放送和通訊完全匯流的未來無可避免，屆時應如何解釋

放送和其他影音服務的差異?其認為，若無法解釋兩者之區別，則此

項名為「放送」的法律體系應沒有存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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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韓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一、 總體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韓國 2018 年廣播電視相關業者總數達 420 家。如下表 7-

1 所示，在個別統計上，無線廣播電視業者與 2017 年持平，共計 51

家；綜合有線電視業者則增加 1 家，有 93 家；衛星電視業者與 IPT

V 業者則與 2017 年數量相同，IPTV 業者為 3 家、衛星電視業者為

1 家；韓國廣播電視業者仍以節目提供業者（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PP）為多，2018 年較 2017 年增加 3 家，達 172 家，其他詳細數據

如下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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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CC, 2019. 2019 년도 방송시장 경쟁상황 평가. 

https://kcc.go.kr/user.do?boardId=1113&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Seq=48394&MODe=view 

圖 7-1 韓國廣播電視市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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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

於 2020 年 11 月發布之調查，韓國 2020 年上半年付費電視訂戶人數

統計將近 3,395 萬人（6 個月平均），雖較 2019 年下半年訂戶數增加

近 35 萬，然而較 2019 年下半年增幅小。下圖 7-2 為 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付費電視訂戶人數統計，從圖中可發現，韓國電視付費訂戶

雖逐年增長，但增幅已漸趨緩。 

 

 
資料來源：MSIT，2020。2020 년 상반기 유료방송 가입자 수 및 시장점유율 발표.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pageIndex=6&bbsSeqNo=94

&nttSeqNo=3176788&searchOpt=ALL&searchTxt= 

圖 7-2 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韓國付費電視訂戶人數統計 

韓國付費電視市場，持續向 IPTV 傾斜，相比 2019 年下半年，

2020 年上半年除 IPTV 訂戶數上升 1.42%，其餘包括衛星電視與綜合

有線電視皆下降，衛星電視下降 0.49%，綜合有線電視則下降 0.94%

（如下圖 7-3），至於韓國綜合有線電視、IPTV 與衛星電視主要市場

經營者之市占率則如圖 7-4。 

 

 資料來源：MSIT，2020。2020 년 상반기 유료방송 가입자 수 및 시장점유율 발표.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pageIndex=6&bbsSeqNo=94

&nttSeqNo=3176788&searchOpt=ALL&searchTxt= 

圖 7-3 韓國 2020 年上半年付費電視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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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SIT，2020。2020 년 상반기 유료방송 가입자 수 및 시장점유율 발표.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pageIndex=6&bbsSeqNo=94

&nttSeqNo=3176788&searchOpt=ALL&searchTxt= 

圖 7-4 韓國各類型付費電視主要業者之市占情形 

2018 年全部廣播電視市場總營收達 17 兆 3,057 億韓元，同比前

一年（2017 年）增加 4.8％，其中營收最多者為節目提供事業業者，

達 6.84 兆韓元，而無線電視業者次之，達 3.8 兆韓元，IPTV 近年來

持續成長，已逼近無線電視營收，2018 年總營收達 3.44 兆韓元，詳

如圖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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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CC, 2019. 2019 년도 방송시장 경쟁상황 평가. 

https://kcc.go.kr/user.do?boardId=1113&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Seq=48394&MOD

e=view 

圖 7-5 廣播電視媒體業務銷售趨勢 

關於各平臺的收視分布，依據韓國官方調查 2019 年觀眾收視（參

照下表 7-1），無線電視總收視率達 46.001%，雖仍為民眾收視主流，

但相較 2017 年無線電視收視率下降約 1.908%；綜合服務及新聞專業

節目供應業者總計收視率為 34.341 %，增加約為 1.454%；至於主要

有線電視節目業者及衛星電視業者總計佔 19.382%，上升約 0.394%。

整體而言，2019 年韓國無線電視臺收視率普遍降低；綜合服務電視業

者與新聞專業電視業者除 JTBC 之外，均呈正成長，惟其增長幅度較

小，僅 TV Chosun 增長幅度達 1.326%；其餘包括有線電視業者 T cast、

現代媒體與衛星電視業者 KT Skylife 收視率有上升，惟其上升幅度均

未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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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韓國 2018 年與 2019 年各平臺收視率比較 

類型 頻道名 
2018 年 

收視率 2,3 

2019 年 

收視率 

無線電視業者 

KBS（韓國放送公社） 24.982% 24.966%↓ 

MBC（文化廣播公司） 12.138% 10.982%↓ 

SBS（SBS 股份有限公司） 8.544% 8.026%↓ 

EBS（韓國教育放送公社） 2.245% 2.027%↓ 

綜合服務 

電視業者 

JTBC  9.000% 8.478%↓ 

TV Chosun（朝鮮放送） 8.357% 9.683%↑ 

Channel A 5.832% 6.058%↑ 

MBN（每日放送） 4.990% 5.158%↑ 

新聞專業 

電視業者 

YTN 2.380% 2.530%↑ 

聯合新聞 TV 2.328% 2.407%↑ 

主要有線電視

與衛星電視 

業者 

CJ E&M（CJ 系列） 12.637% 12.590%↓ 

T cast（t-brosd 系列） 2.872% 2.925%↑ 

IHQ（C&M 系列） 1.451% 1.289%↓ 

現代媒體（HCN 系列） 0.734% 1.018%↑ 

CMB（CMB 系列） 0.064% 0.023%↓ 

KT Skylife（衛星電視） 1.230% 1.537%↑ 

資料來源：KCC, 2020. 방통위, 「2019 년도 방송사업자 시청점유율 산정결과」 발표. 

https://kcc.go.kr/wasimages/viewer/skin/doc.html?fn=file41931.hwp&rs=/wasimages/viewer/result/20

2012/ 

韓國電視產業亦深受網路媒體衝擊，據英國牛津大學與路透新聞

學研究所調查報告196顯示，近年網路入口網站、線上影音與播客等，

逐漸成為韓國新聞消費的主流（如下圖 7-6），衝擊傳統傳媒的商業模

式，而在新聞品牌信任程度上，以 JTBC、MBC、YTN 之電視新聞信

任度較高。 

 

 

 
196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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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圖 7-6 2016-2020 年韓國民眾新聞消費情形 

 

資料來源：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 2020.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

06/DNR_2020_FINAL.pdf 

圖 7-7 2020 年韓國民眾對新聞品牌的信任度 

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業者 

誠如前述，韓國新聞專業頻道僅有 2 家，分別為 YTN News 與

News Y。 

（一） YTN News 

YTN News 為韓國最早的 24 小時專業新聞頻道，1993 年成立後

於 1995 年正式開播，其原為韓國國家通訊社—韓聯社的子公司，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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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 1999 年脫離韓國國家通訊社，由韓國電力公司成為最大股東。

有鑑於網際網路發展，其早在 2003 年 4 月即成立 YTN Plus 專司網

路、手機新聞服務。 

（二） 聯合新聞 TV（연합뉴스 TV） 

2009 年韓聯社（연합뉴스）啟動「放送業務規劃團隊」，爾後

於 2011 年成立籌備聯合新聞電視委員會，同年 3 月獲得 KCC 批准

並核發新聞專業電視頻道的執照，並於 12 月正式開播頻道定名為「

News Y」，現稱聯合新聞 TV（연합뉴스 TV）197。 

聯合新聞 TV 號稱是韓國唯一「放送與新聞通訊匯流」的電視臺，

其與母公司韓聯社其下之「韓聯社新聞（Yonhap News）」與「韓聯社

財經新聞（Yonhap Infomax）」共同提供優質新聞服務198。 

除上述專業新聞頻道之外，韓國4家綜合頻道—JTBC、TV Chosun

（朝鮮放送）、Channel A 與 MBN（每日放送）；3 家無線電視臺（EBS

為教育頻道）—KBS、MBC、SBS 等亦為韓國民眾接收新聞的重要管

道。 

 

 
197 News Y, n.d. 회사소개－연혁. https://www.yonhapnewstv.co.kr/company/history 
198 News Y, n.d. 회사소개－연합뉴스 TV 소개. https://www.yonhapnewstv.co.kr/company/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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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一）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

成立於 2008 年，係根據《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相關法

律199》設立，為韓國政府 5 個委員會200之一。KCC 整併原「資訊通信

部（MIC）」之技術標準與頻譜管理業務及「韓國廣播委員會（KBC）」

之執照發放、廣告業務，主要職司通訊傳播產業之監管，並保障訂戶

權益與確保廣播獨立性與多樣性，惟其責任業務僅限研究、管理廣播、

通訊與頻譜201相關政策，其細節組織架構如下圖 7-8 所示。

 
199 방송통신위원회의 설치 및 운영에 관한 법률.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B%B0%A9%EC%86%A1%ED%86%B5%EC

%8B%A0%EC%9C%84%EC%9B%90%ED%9A%8C%EC%9D%98%20%EC%84%A4%EC%B9%9

8%20%EB%B0%8F%20%EC%9A%B4%EC%98%81%EC%97%90%20%EA%B4%80%ED%95%9

C%20%EB%B2%95%EB%A5%A0 
200 韓國五個獨立委員會分別為公平交易委員會、金融委員會、國民權益委員會及原子能安全委

員會與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 KCC，2020。설립목적。https://kcc.go.kr/user.do?page=A04010100&dc=K04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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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방송통신위원회, n.d. 조직도. https://kcc.go.kr/user/organoHR.do?page=A04060100&dc=K06050100 

圖 7-8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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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 

韓國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前

身機構為「科學、資通訊與未來規劃部（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MSIP）」，MSIP 於 2017 年 7 月改組成立 MSIT。MSIT

分為規劃協調室、ICT 政策規劃室、科技創新協調館、研發政策室、

網路政策室等 5 個單位，職司韓國創新科學技術政策、科學技術革新

與通信科技創新技術政策的制定與調整，並執掌部分科學技術、廣播

資訊與郵務的法令增修202。 

（三） 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 

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 KCSC）係依《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相關法

律》第五章 KCSC 專章第 18 條至第 29 條所設立，為達保證廣播電視

內容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繁榮資訊通訊產業的健康文化、營造正確使

用資通訊的環境等目的，依法獨立執行權力。 

KCSC 主要業務審查涉及敏感之廣播電視、數位新媒體及網際

網路之內容，在廣播電視方面，係依《放送法（방송법203 ）》第 32 條

監管廣播內容的公平性和公開性，並依同法第 100 條作出裁罰決定；

在數位新媒體與網際網路內容治理部分，則循《促進資通訊網路使用

暨資訊保護法（정보통신망 이용촉진 및 정보보호 등에 관한 법률 

204）》第 44-7 條規定，依法審議不法內容，並據調查結果要求刪除或

 
202 MSIT， 2020。 조직도·직원안내。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do?mId=MTAzoA== 
203 방송법.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B%B0%A9%EC%86%A1%EB%B2%95 
204 정보통신망 이용촉진 및 정보보호 등에 관한 법률.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C%A0%95%EB%B3%B4%ED%86%B5%EC

%8B%A0%EB%A7%9D%20%EC%9D%B4%EC%9A%A9%EC%B4%89%EC%A7%84%20%EB%

B0%8F%20%EC%A0%95%EB%B3%B4%EB%B3%B4%ED%98%B8%20%EB%93%B1%EC%97

%90%20%EA%B4%80%ED%95%9C%20%EB%B2%95%EB%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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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不法內容傳播，其具體組織架構如下圖 7-9。 

 
資料來源：KCSC, n.d. 사무처 조직도. http://www.kocsc.or.kr/PageLink.do 

圖 7-9 韓國放送審議委員會組織架構 

KCSC 內部尚有負責審查不同性質的委員會，包括 4 個小組委員

會、5 個特別委員會、名譽損害糾紛調解部與優異節目評審委員會（如

圖 7-10）。4 個小組委員會依其職能，分別負責審議廣播電視節目內

容審查、廣告審查、通訊資訊內容審查與數位性犯罪審查；至於特別

委員會則為諮詢專家意見所設，5個特別委員會分別就廣播電視節目、

廣告、廣播電視言論、網路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議題，對分組委員會

提出特定領域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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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CSC, n.d. 위원 조직도. http://www.kocsc.or.kr/PageLink.do 

圖 7-10 KCSC 旗下之各委員會 

簡言之，MSIT 主要負責制定一般通訊和廣播政策，而 KCC 則肩

負監管通訊傳播營運商運作，至於 KCSC 則負責管理節目內容，三者

職權雖不盡相同，但透過專業分工模式，共同形塑韓國通傳播管理架

構。 

二、 監理法規 

為保障整體廣播事業的自由和獨立運行、提高廣播事業的公共責

任、保護觀眾權益等目的，韓國訂有《放送法》，其第一章總則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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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名詞，也確立包括保護閱聽眾權益、廣播電視事業的自由和獨立

性、廣播電視的公正性、公益性與公共責任等大原則，全法總計有 9

章、109 條，根據各章規範，本研究將要點整理如下表。 

表 7-2 韓國《放送法》規範架構 

章節 規範內涵 條文範圍 

第一章 總則 §1-§7 

第二章 從事廣播事業者規範 §8-§19 

第三章205 委員會所屬歸管事項規範 §20-§42 

第四章 韓國廣播公司成立規範 §43-§68 

第五章 廣播事業營運機制 §69-§85 

第六章 閱聽人權益保護 §86-§91 

第七章 支持廣播事業發展 §92-§97 

第八章 附則 §98-§104 

第九章 罰則 §105-§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韓國《放送法》。 

 

根據韓國《放送法》第 2 條第 1 項，韓國的廣播主要分為 4 種類

型，包括電視廣播（텔레비전방송）、無線電廣播（라디오방송）、

數位廣播（데이터방송）、行動多媒體廣播 （이동멀티미디어방송206），

其中數位廣播與多頻道傳輸皆不包含網路傳輸的內容服務。另外，在

《放送法》第 2 條第 2 項列舉 4 種廣播事業 類型，即無線廣播電視

事業（지상파방송사업）、綜合有線電視事業（종합유선방송사업）

、衛星廣播事業（위성방송사업）與節目提供事業（방송채널사용사

업；Program Provider, PP207）。 

依《放送法》規範原則，韓國另訂有《放送法施行令（방송법시

행령208 ）》，其主要目的係根據《放送法》所授權及其實施所必需的事

 
205 韓國《放送法》第三章在 2008 年、2010 年、2014 年修法後，刪去大多篇幅，目前僅剩

§31、32、33、35、42-2 等條款。 
206 指在移動間接收包括電視廣播、無線電廣播、數據廣播等之多頻道傳輸系統。 
207 以韓文直接翻譯為「放送頻道提供業者」，係指與無線電視廣播業者、綜合有線電視業者或

衛星廣播業者就特定頻道的全部或部分簽訂契約，以使用該頻道。 
208 방송법 시행령. 

http://www.law.go.kr/lsInfoP.do?lsiSeq=109485&vSct=%EB%B0%A9%EC%86%A1%EB%B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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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細節規範。 

此外，為確保新聞傳播的自由和獨立性，並增加其公共責任，同

時促進新聞傳播公司的健康發展，並促進民主輿論和保護與新聞傳播

有關的國家利益，韓國於 2011 年訂定《新聞通信促進法（뉴스통신 

진흥에관한 법률）》，其主要管理根據《電波法（전파법）》獲得從許 

可使用其他資訊和通訊技術（包含有線與無線電視傳播），發送國內外

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時事之相關報告、評論和輿論209。 

《新聞通信促進法》中總共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為一般規定，

除定義新聞通訊傳播相關名詞之外，也針對新聞傳播服務業者之責任、

從業人員培訓與政府相關職責為規定；第二章則規範新聞傳播業者經

營業務之條件；第三章是國家通訊社「韓聯社」營運規範；第四章則

為法人「新聞通信促進會」成立法源；第五章則為違法行為罰款專章。 

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依《放送法》規定，韓國對綜合頻道業者、新聞專業頻道業者在

市場結構上的限制大改可分為所有權限制與許可制度管制兩大部分。 

（一） 經營許可規範 

韓國頻道管理採審批制度管制數量，各業務許可經營規範主要列

於《放送法》第 9 條規定申設，本文整理如下表。

 
20%EC%8B%9C%ED%96%89%EB%A0%B9#0000 
209 뉴스통신 진흥에 관한 법률.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B%89%B4%EC%8A%A4%ED%86%B5%EC

%8B%A0%EC%A7%84%ED%9D%A5%EC%97%90%EA%B4%80%ED%95%9C%EB%B2%95%E

B%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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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韓國《放送法》第 9 條規定之廣播電視執照申請方式 

經營類型 申請許可規範 

無線電視業務 
KCC 應根據《電波法（전파법）》委託 MSIT 為技術性審查，

並依其審查意見決定是否許可設置。 

衛星廣播電視業務 依《電波法》規定，獲得 MSIT 許可。 

綜合有線廣播電視業務或

中繼（轉播）有線電視業

務 

須符合相關技術規定，並獲得 MSIT 許可，惟 MSIT 應先徵詢

KCC 意見。 

節目提供事業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 

Program Provider） 

經營利用廣播頻道業務、電子廣播業務或音樂有線廣播業務者

，應向 MSIT 登錄（등록）。 

經營綜合頻道或新聞專用頻道210，須獲 KCC 的許可（승인을 

받아야 하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韓國《放送法》。 

 

首先針對欲申請經營綜合編成（종합편성）或新聞專業（보도전

문편성）有關的頻道事業者應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10 條第 1 項規

定，提交申請書與工作計畫書予 KCC 為審核，惟倘申請人為經營或

持有日報事業股份者，應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須

另外提交日報營業財務數據與其他提高透明度之相關資訊。 

KCC 在審查廣播綜合業務或新聞報導有關頻道的設立許可時，

應依《放送法》第 10 條所列定之原則為考量，並須公開聽取觀眾的

意見，其具體審查要點包括： 

 在廣播中實現公共責任、公平和公共利益的可行性 

 廣播節目規劃、組織和製作的可行性 

 地區、社會和文化的必要性和適當性 

 例如組織和人力配置等經營計畫的合理性 

 財務和技術能力 

 廣播發展支持計畫 

 其他經營附加必要事項 

根據上述原則，KCC 應於 60 日內作成決定，倘許可設立，其有

 
210《放送法》第 2 條第 24 項將「報導（보도）」定義為組織國內外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和文

化整體的廣播節目，如當前報導、評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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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間則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16 條規定，原則上有效期間為 5 年，

惟倘 KCC 為保護觀眾權益、實現公共利益等利益，認為有必要，可

在 2 年範圍內，縮短許可的有效期限。 

當廣播電視綜合業務或新聞報導有關頻道經營許可期限屆至前 6

個月，業者應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17 條第 1 項申請換照（韓國稱

再許可），其審查內容除《放送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列之原則外，另

需考量以下事項： 

 放送評價委員會對其表現之評估 

 因違《放送法》而被糾正次數與不遵守糾正處分的情況；以

及廣播公司公共責任執行狀況，與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 

 觀眾委員會對廣播節目的評價 

 對社區發展的貢獻 

 支持廣播電視發展計劃實踐情形與依法對無線電視業者和

中小型廣播公司的廣告銷售的支持情形 

 是否實踐前次許可當下要求之附加條件 

以 2020 年 4 月韓國 KCC 最新公告《2020 年綜合頻道與新聞專

業頻道業者換照申請規則211》為例，本次審查程序如下圖 7-11，而審

查委員會本次總計 13 人（審查委員會具體組成成員如下表 7-4），其

中選任 1 名 KCC 委員或外部專家作為審查委員主席，其主要係主持

審查程序，不參與審查評價。 

 

 
211 KCC, 2020.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재승인 신청 안내.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boardId=1112&cp=1&sear

chKey=TITLE&searchVal=%ec%a2%85%ed%95%a9%ed%8e%b8%ec%84%b1&boardSeq=4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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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 KCC, 2019.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재승인 신청 안내.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

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

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

b8&boardSeq=47690 

圖 7-11 2020 年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業者換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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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2020 年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換照審查委員會成員 

領域 選任對象 
人數 

（名） 

審查委員會主席 KCC 委員或外部專家 1 

傳播媒體領域 傳播媒體學科的教授或專家 3 

法律領域 律師或法學教授 2 

經濟、經營、會計領域 相關學科的教授、會計師和專家 3 

技術領域 相關學科的教授、專家 1 

觀眾、消費者保護領域 相關學科的教授、專家 3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 KCC, 2020.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재승인 신청 안내.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

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

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

b8&boardSeq=47690 

 

此外，依《放送法》第 10 條第 1 項和第 17 條第 3 項組成法定審

查項目（如下表 7-5），審查總分為 1,050 分，另在依各項評分配比轉

換為 1,000 分，KCC 將按審查最終的具體分數，處以換照決定，並具

最終總分區間區分不同的許可年限。在審查結果的部分，以 650 為分

界，650 分以上者為「許可換照」；650 分以下者則「有條件許可」、

「拒絕許可」；至於許可期限，則分為 3 等級212： 

 總分 700 分以上者，執照期限為 5 年； 

 總分界於 650 至 700 之間者，執照期限為 4 年； 

 總分為 650 分以下者，執照期限為 3 年。 

最終總分為 650 分以上者，其重點審查事項213的評價分數未達到

配分的 50%時，可處以「有條件許可」、「拒絕許可」的決定，此外，

為確定業者能實踐其申請書或其他相關文件之的承諾事項，KCC 亦

 
212 KCC, 2019.  2019 년 제 21 차 방송통신위원회 회의(5.10) 의사일정.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DukIYhnStXpE1D8zOoj1guUU4Cd1yXRV3juwboKoWITDKFYp

VRdyP88Atmgdh719.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2010100&dc=K02010100&

boardId=1003&cp=11&searchKey=FILENM&searchVal=%ed%9a%8c%ec%9d%98&boardSeq=4726

6 
213 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性的可能性與地區、社會、文化層面的必要性；放送節目的企劃、編

輯、製作與公益性計畫的適當性等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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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條件許可換照214。 

表 7-5 2020 年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換照審查項目評分表 

項目 評分 

放送評價委員會對其表現之評估 1 400 

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性的實踐可能性與地區、社會、文化

層面的必要性 

260 

放送節目的企劃、編輯、製作與公益性計畫的適當性 160 

經營、財務、技術性等的能力 80 

對放送發展支援計畫的實踐與是否遵守相關放送法令 100 

其他業務執行的必要事項-災難放送實施相關事項 50 

總計評分 3 1,050 

註 1：前次申照或換照許可後，放送評價委員會的評價資料。 

註 2：將總分 1,050 分轉換為 1000 分，再由 KCC 決定是否許可換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 KCC, 2019.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재승인 신청 안내.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

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

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

b8&boardSeq=47690 

 

（二） 所有權限制 

按《放送法》第 8 條所規範，除國有或地方政府所有事業、依

《放送振興文化會法（방송문화진흥회법）》成立之組織、以宗教

傳教為目的者等 3 項例外情形外，個人持有無線電視、綜合頻道與

新聞專業頻道等事業之股份，不得逾 40%；又依同條第 3 項規範，

經營新聞通訊社之法人擁有無線電視事業股份不得逾 10%、持有綜

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事業股份亦不得逾 30%。此外，同法第 4 項則

限制大型日報業者（日報訂閱率達 20%以上）經營者或持有股份者不

得兼營或持有無線電視、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等事業股份。 

韓國對國外資金注入本國電視廣播產業亦有所限制，具體規範於

《放送法》第 14 條。首先依《放送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指，無線電

 
214 KCC, 2019.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자 재승인 신청 안내.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

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

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b8&boardSeq=47690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b8&boardSeq=47690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b8&boardSeq=47690
https://kcc.go.kr/user.do;jsessionid=Y7WcuXGgpSzHFeMi61vCEX61qnpAPX4JeBKH81K9eL1vCry4V7C9GjQ5IcYzpfb4.hmpwas02_servlet_engine1?mode=view&page=A05020000&dc=K05020000&boardId=1112&cp=1&searchKey=ALL&searchVal=%eb%b3%b4%eb%8f%84%ec%a0%84%eb%ac%b8&boardSeq=4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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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事業不得接受包括外國的政府或團體、外國人或外國政府、團體或

外國人超過法律規定比例持有股票或股份的法人資金或捐獻；惟倘獲

KCC 同意，則可接受因教育、體育、宗教、慈善或其他以國際友誼發

展為目的外國團體資金。 

而在節目提供事業中經營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之業者，則依

《放送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有不同規範。經營綜合頻道之外國法

人股份不得逾 20%；新聞專業頻道則以 10%為限，並不得接受包括外

國的政府或團體、外國人或外國政府、團體或外國人超過法律規定215

比例持有股票或股份的法人資金或捐獻。 

上述外資規範倘有違法律規範，則由 KCC 責令經營無線電視業

者、綜合頻道業者與新聞專業頻道業者於 6 個月內改正違法事項。 

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誠如前述，韓國新聞頻道監管主要係依《放送法》為本，而主管

機關對電視新聞內容監理主要包括製播原則規範、製播編輯監理、廣

告監理等內容監理。 

（一） 製播原則監理 

韓國新聞頻道運行原則可見《放送法》第 4 條與第 6 條，前者要

求經營進行綜合性或與新聞有關的專業節目製作的業者，應聽取專業

記者和製作人員的意見，制定並公布廣播組織規定，以保證廣播節目

製作的自治；後者則要求報導應公正客觀。 

為進一步明確上述原則，《放送法》第 33 條明確要求 KCC 應訂

有「審議規則」，以捍衛廣播電視的公正性與公共性，並具體要求審

議規定應包含以下事項： 

 
215 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14 條所規定，是指外國政府、團體或外國人所持有的該法人的股份

或者股權之和，相當於該法人股份或者股權總數的 50%（包括外國政府或者團體或者外國人是

最多出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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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憲法的民主基本秩序和尊重人權 

 保護健康家庭生活 

 保護兒童和青少年以及健康人格 

 維護公共社會秩序 

 兩性平等 

 促進國際友誼發展 

 促進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權利 

 禁止基於種族、民族、地區與宗教等的歧視 

 發展民族文化與歸屬認同 

 公平公正的新聞報導與評論 

 語言淨化規範 

 保護自然環境 

 保護消費者與觀眾權利 

 預防自殺和建立尊重關係 

 有關法律法規禁止廣播廣告的項目或內容 

 廣告內容的公平和公共利益 

 其他依法規定 KCC 應審議工作事項 

（二） 製播內容監理 

《放送法》與《放送法施行令》皆對節目編輯訂有限制，並授權

KCC 另訂《廣播節目編製通知 （방송프로그램 등의 편성에 관한 

고시216）》，本文整理重要規範如下表。 

  

 
216 KCC, 2019. 방송프로그램 등의 편성에 관한 고시. 

http://www.law.go.kr/%ED%96%89%EC%A0%95%EA%B7%9C%EC%B9%99/%EB%B0%A9%EC

%86%A1%ED%94%84%EB%A1%9C%EA%B7%B8%EB%9E%A8%20%EB%93%B1%EC%9D%9

8%20%ED%8E%B8%EC%84%B1%EC%97%90%20%EA%B4%80%ED%95%9C%20%EA%B3%

A0%EC%8B%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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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韓國無線電視、綜合頻道與新聞頻道節目規範比較 

編輯限制 無線電視 綜合頻道 新聞頻道 

節目比例 娛樂節目 50%以下 娛樂節目 50%以下 新聞節目 80%以上 

節目編成 

時間限制 

須確保節目編製不偏重特定

領域 
--- 

本國自製 

節目比例 

專業編成放送事業（如 EBS）：

每半年播出時間 60%以上。 

綜 合 編 成 放 送 事 業 （ 如

KBS）：每半年播出時間 80%

以上。 

每半季播出時間 40%以上。 

單一國家節目

比例限制 

每半年引進單一國家之電影、動畫和流行音樂等節目，不可

逾引進海外節目全部時間的 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韓國《放送法》、《放送法施行令》與《廣播節目編製通知》。 

 

（三） 廣告監理 

在廣告部分，主要規範包括廣告時間、節目間插播廣告與非營利

公益廣告播出等三大類別，且依電視臺性質區分不同程度的管理，本

文整理如下表所示。惟因應數位時代線上媒體的競爭，KCC 已針對

《廣播節目編製通知217》進行修訂，透過調整強制性公共服務廣告的

比例，緩解不對稱監管問題218。 

 
217 KCC, 2019. 방송프로그램 등의 편성에 관한 고시. 

http://www.law.go.kr/%ED%96%89%EC%A0%95%EA%B7%9C%EC%B9%99/%EB%B0%A9%EC

%86%A1%ED%94%84%EB%A1%9C%EA%B7%B8%EB%9E%A8%20%EB%93%B1%EC%9D%9

8%20%ED%8E%B8%EC%84%B1%EC%97%90%20%EA%B4%80%ED%95%9C%20%EA%B3%

A0%EC%8B%9C 
218 방송통신위원회, 2020. 공익광고 제도개선을 위한 편성고시 개정안 의결.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79628&call_from=seoul_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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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韓國無線電視、綜合頻道與新聞頻道廣告規範比較表 

廣告限制 無線電視 綜合頻道與新聞頻道 

廣告時間 

播放節目廣告時間不

得超過播放節目時間

（包括播放節目廣告

時間）的 10%。 

播放節目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播放節

目時間（包括播放節目廣告時間）的

10%，即 12 分鐘，且每個頻道的總

廣告時間平均每小時不能超過 10 分

鐘。 

節目間插播廣告 

原則上不允許，但如

體育比賽，文化、藝術

活動等中間有休息或

者準備時間的節目播

送則例外處理。 

45-60 分鐘的節目，允許 1 個廣告； 

60-90 分鐘的節目，允許 2 個廣告； 

90-120 分鐘的節目，允許 3 個廣告； 

120-150分鐘的節目，允許 4個廣告； 

150-180分鐘的節目，允許 5個廣告； 

180 分鐘以上的節目，允許 6 個廣

告；每個廣告時間應在 1 分鐘以內。 

如體育比賽，文化、藝術活動等中間

有休息或者準備時間的節目播送，

可進行廣告，且不限制插播廣告的

次數和時間。 

非營利公益廣告 
每個頻道每月總播放

時間的 0.2%以上。 

每個頻道每月總播放時間的 0.05%

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韓國《放送法》、《放送法施行令》與《廣播節目編製通知》。 

 

（四） KCSC 的內容監理 

依《放送法》第 32、33 條規定，KCSC 訂有《放送審議相關規定

（방송심의에 관한 규정219）》，並據此依職權主動發現或接受民眾投

訴進行廣播電視內容與廣告相關審查，其審查流程如下圖。 

 
219 방송심의에 관한 규정. 

https://www.law.go.kr/%ED%96%89%EC%A0%95%EA%B7%9C%EC%B9%99/%EB%B0%A9%EC%86

%A1%EC%8B%AC%EC%9D%98%EC%97%90%20%EA%B4%80%ED%95%9C%20%EA%B7%9C%EC

%A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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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CSC, 2020. 2019 방송통신심의 연감. 

http://www.kocsc.or.kr/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LINK 

圖 7-12 KCSC 審議廣播電視流程 

《放送審議相關規定》總計分為總則、一般標準、審議程序與附

則等 4 大章，總則主要規範包括規範法源、定義、適用對象、審議原

則等項目；一般標準則包括公平、客觀性、禁止侵權、道德水準、素

材呈現應用、兒少保護、廣告與其他內容規範；審議程序則分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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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規範與兒少相關案件的特別程序規範；附則則明文將特殊案件與

部分必要細節處理交由委員會另定規範為之，下表為 2019 年 KCSC

審議案件總數、行政處分與行政指導統計。 

表 7-8 KCSC 審議案件總數、行政處分與行政指導統計 

 

資料來源：KCSC, 2019. 2019 년 4/4 분기 방송심의 의결현황. 

http://www.kocsc.or.kr/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LINK 

 

http://www.kocsc.or.kr/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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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監理措施 

又依韓國《放送法》第 87 條規定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業者應成

立自我審查節目的組織「觀眾委員會（시청자위원회）」，委任各

界代表擔任委員會成員，並在節目播出之前（排除新聞報導）先行

審查，以維護觀眾的權益，同時《放送法》第 88 條亦明確規定觀眾

委員會的權責包括如下幾點： 

1、對節目編排提出要求或修正意見； 

2、對廣電業者的自我檢查規則與節目內容提出要求或修正； 

3、挑選與任命評論委員； 

4、其他觀眾權益保護或損害救濟的相關事務。 

此外，依《放送法》第 89 條，綜合頻道或新聞專業頻道業者每

週應編排 60 分鐘以上的觀眾評價節目，聽取觀眾對其播放經營和播

放節目的意見，觀眾委員會亦可以派出代表陳述意見，評論觀眾委員

會因履行職務所需之花費得由廣播和通訊發展基金支應。 

除上述觀眾委員會之外，依《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언

론중재 및 피해구제 등에 관한 법률220）》第 6 條規定，韓國新聞

工作者皆應設立能自行預防和救濟因媒體言論而受害的投訴處理人

（고충처리인，或稱公評人），其職責包括： 

1.  調查言論侵害行為； 

2.  糾正勸導不實、侵害他人名譽或其他法律利益的媒體； 

3.  針對使需要救濟的媒體受害人，提出更正、駁斥聲明或損害

賠償的勸諫； 

 
220 언론중재 및 피해구제 등에 관한 법률.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C%96%B8%EB%A1%A0%EC%A4%91%EC

%9E%AC%EB%B0%8F%ED%94%BC%ED%95%B4%EA%B5%AC%EC%A0%9C%EB%93%B1

%EC%97%90%EA%B4%80%ED%95%9C%EB%B2%95%EB%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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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關於讀者和觀眾權益保護與救濟的諮詢。 

 

整體而言廣播電視內容監理面向，韓國主要是透過 3 個委員會進

行監管，除前述的 KCSC，尚包括放送評價委員會（방송평가위원회）

與媒體仲裁委員會（언론중재위원회，Press Arbitration Commission），

本研究將兩單位之運作與功能比較如下表 7-9。 

表 7-9 韓國放送評價委員會與媒體仲裁委員會之比較表 

 放送評價委員會 媒體仲裁委員會 

成立法源 
《放送法》第 31 條 

《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
221》第 7 條 

運作方式 要求廣播電視業者提供有關「節

目編排」與「營運績效」的資料，

而「內容品質」這個構面則是透

過所謂「節目評量指數」對觀眾

的意見加以評量，這種「打分數」

的方式是此評量方式的一大特

色之一。 

全面性評量廣電媒體表現的權

限，評鑑項目包括內容品質、 

節目編排以及營運效率等三大

面向，評量的對象包括商業電視

臺與公共廣播電視222。 

《媒體仲裁委員會》專門處理針

對媒體內容的申訴者和相關媒

體機構之間所發生的爭端，《媒

體仲裁委員會》若收到仲裁申

請，會要求相關媒體機構提出有

關資料與報告以進行審議，若審

議結果證明受侵害事件屬實，媒

體仲裁委員會將要求相關媒體

機構發布道歉聲明以及更正報

導，其仲裁結果效力相當於法庭

宣判和解，是韓國處理新聞界各

種報導內容糾紛的權威機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王亞維、陳百齡等人，2011。電視媒體製播新聞問責機制研究。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1121/2732_22837_111219_1.pdf 

 
221 언론중재 및 피해구제 등에 관한 법률. 

http://www.law.go.kr/%EB%B2%95%EB%A0%B9/%EC%96%B8%EB%A1%A0%EC%A4%91%EC

%9E%AC%EB%B0%8F%ED%94%BC%ED%95%B4%EA%B5%AC%EC%A0%9C%EB%93%B1

%EC%97%90%EA%B4%80%ED%95%9C%EB%B2%95%EB%A5%A0 
222 방송평가에 관한 규칙. 

http://www.law.go.kr/admRulLsInfoP.do?admRulSeq=2100000071648#A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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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一、 自律 

以下本研究選定韓國新聞收視率與可信度相對較高之電視臺，包

括無線電視韓國廣播電視臺（KBS）、有線電視 JTBC 電視臺與新聞

頻道 YTN 針對其內部如何維持編輯獨立、維持新聞公正性與正確性

等具體作法。 

（一） 韓國廣播公司（KBS） 

韓國廣播公司（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 KBS）早期僅經營廣

播服務，自 1961 年開始經營電視廣播服務，並於 1973 年建立公共廣

播體制。KBS 旗下經營 4 個無線電視頻道，分別為 KBS 1 和 KBS 2，

各分為高畫質（HD）與超高畫質頻道、2 個衛星電視頻道 KBS World

與 KBS World 24、7 個廣播頻道、4 個無線數位多媒體廣播服務（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 DMB）廣播頻道和 my K 等新媒體服務223。KBS

係依韓國《放送法》第 43 條所設立，其依同法第 44 條，有四項義務

包含： 

1、 應實現廣播的宗旨和公共責任，維持公正，追求公共利益； 

2、 應致力確保向公眾提供高質量的廣播服務； 

3、 應研究和開發新的廣播節目、服務和技術，以促進觀眾的公

共利益； 

4、 應開發和播送可以創造民族文化並確保國家間同質性的節

目。 

根據《放送法》KBS 被定位為自由和獨立的廣播放送體系，係基

於尊重人權、維持公共秩序和實踐民主價值基本秩序的國家廣播服務，

也因此，原則上 KBS 1 頻道無商業廣告，其集中提供新聞、時事及文

 
223 KBS, n.d. About KBS.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int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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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訊，僅偶爾播出電視劇224。 

KBS 訂有《KBS 放送編製章程（KBS 방송 편성 규약）》、《倫

理綱要（윤리강령）》、《專業節目放送綱要（방송강령 전문）》與《廣

播製作指南（방송제작 가이드라인）等自治規章，本文將上述規則重

點整理如下表 7-10。 

表 7-10 KBS 自治規章比較表 

自治規章 目的 規範要點 

放送編製 

章程225 

依《放送法》第 4

條第 4 項規範，制

訂編輯獨立、組織

自治章程。 

主要分為兩大章節，第一章為總則，內容包

括定義用語、組織運作原則以及權利義務；

第二章則為規範電視臺內部編制委員會運

作情形，該委員會係為確保節目製作廣播

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委員會又可細分部門

委員會、地區委員會與全體委員會，其中部

門委員會依媒體專業性質區分為新聞報導

編製委員會、電視編製委員會和廣播編製

委員會。 

倫理綱要226 

規範媒體工作者

之倫理品格和道

德素養，以忠實履

行第四權監督功

能。 

分為三大規範架構，首先是倫理綱領規範，

主要揭示 KBS 作為公共媒體應盡之義務，

如超黨派、拒絕賄賂等；其次則為倫理委員

會設立規範；最後則是執行部分，並另訂有

《KBS 倫理綱要細節執行標準》。 

專業節目 

放送綱要227 

KBS 媒體工作人

應共同遵守的節

目製作守則。 

分為總編與放送綱領兩大規範架構。總綱

總計 7 條，規範節目編製的最高原則，包

括自由、責任、獨立、公正、尊重人權、更

正與倫理道德；放送綱領總計 23 條，其更

細節的要求在進行節目編製時，應重視公

平正義、獨立客觀、無歧視等原則，並依節

目題材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廣播製作 

指南228 

綜整相關法規、自

治章程的原則，進

行更細部的進行

節目製作指南規

範。 

總計分為四大章節，包括 KBS 節目製作的

規範性原則、第二章廣播製作實務指南、第

三章專業領域節目制作指南與第四章的其

他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224 KBS, n.d. About KBS-방송법.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rule#none 
225 KBS, 2019. KBS 방송 편성 규약.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rule#none 
226 KBS, 2003. 윤리강령.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rule#none 
227 KBS, 1990. 방송강령 전문.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rule#none 
228 KBS, 2016. 방송제작 가이드라인. https://static.kbs.co.kr/open/190610_KBS_GUIDE_LINE.pdf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kbs&stype=rul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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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S《廣播製作指南》規範相對細緻而具體，除揭示製作廣播節

目應遵守之大原則，亦進一步區分對象，如採訪者、青少年、殘疾人

士、閱聽眾等應盡義務，此外亦區分節目主題，如政治、經濟、環境、

與北韓有關之內容等不同議題應遵守之編輯守則，最後在其他編輯守

則的部分則主要隨著科技發展，增加關於廣告、線上影音或社群分享

平臺使用等編製規範，同時並訂有節目審議與評價、閱聽眾服務與媒

體損害救濟與糾紛處理程序等。 

此外，KBS 在 2019 年至 2021 年的中長期計畫中，為提高國民

對 KBS 的信任，2018 年 12 月開始，每年分別於 1 月、4 月、7 月與

10 月進行並公布 KBS 媒體信任度進行調查229。 

（二） 中央東洋廣播公司（JTBC） 

中央東洋廣播公司（주식회사 제이티비씨，簡稱 JTBC），是韓

國衛星與有線電視臺，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開播，為綜合頻道之

一，其前身東洋廣播公司（TBC），自 1980 年遭全斗煥政府以「言論

統廢合」政策強行停播後，因 2008 年李明博政府通過韓國廣播相關

法令增修，在韓國《中央日報》支持下，改以 JTBC 為名，重新開播

。 

JTBC 新聞被認為是韓國最具公信力新聞之一，尤其旗下《JTBC

新聞室（JTBC 뉴스룸）》在 2014 年因揭露世越號沉船事故真相，而

名聲大噪，爾後 2016 年更爆出韓國總統朴槿惠閨蜜崔順實干政新聞，

收視率一度超越無線電視臺 MBC 與 SBS，成為韓國新聞節目標竿。 

JTBC 訂有《JTBC 專業倫理綱要（JTBC 윤리강령 전문）》，總計

6 章共 71 條，除揭示節目製作公平、自由等原則外，其上有使用正確

的資訊、公正報導兩大章節約束編輯獨立性。在使用正確資訊相關

 
229 KBS, 2020. 조사 개요. http://open.kbs.co.kr/index.html?sname=report&stype=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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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中，主要約束媒體工作者不得以工作謀取私利，並列訂立利益迴

避情境，如與經濟相關新聞工作者，不得直接投資股票；而公正報導

章節則主要針對新聞工作者製作新聞應有之專業倫理，如獨立報導、

標示新聞來源、保護受訪人、錯誤即時更正等內容230。 

誠如前述 JTBC 的新聞在韓國當地具有相當高的評價，而為維持

新聞品牌口碑，JTBC 除依法設有觀眾委員會，並發布觀眾委員會運

作報告231，同時也在招牌新聞節目《JTBC 新聞室》設有新聞事實檢

查（Fact Check），其主要從包括政治人士在內的公務員或社會知名人

士的發言中，選定部分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深入剖析，查核其真實性。 

JTBC 的 Fact Check 除遵守《JTBC 專業倫理綱領》和韓國記者協會

所訂之道德規範外，同時也訂有內部執行規則232，該執行規則架構如

下圖 7-13 說明。 

 
230 JTBC, n.d. JTBC 윤리강령 전문. http://jtbc.joins.com/company/ethics 
231 JTBC, n.d. JTBC 시청자 백서. http://jtbc.joins.com/committee/whitepaper 
232 JTBC, n.d. JTBC 뉴스룸｜팩트체크. http://mnews.jtbc.joins.com/factcheck/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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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7-13 JTBC 新聞查核執行原則 

 

（三） YTN News 

YTN News 目前組織運作係依循 2001 年所訂之《YTN 放送組織

協議233》，目的係保障採訪、製作和編輯的自主性，以確保廣播的公

 
233 YTN, 2001. YTN 방송편성 규약. http://infor.ytn.co.kr/infor/01_0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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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和公益性，避免外部干涉影響編輯室的獨立性，詳如下表。 

表 7-11 韓國《YTN 放送組織協議》規範要點 

條文 具體內容 

第 1 條-第 2 條 規則設立目的與用語定義。 

第 3 條 
內容製作原則：滿足閱聽眾知情權、促進南北韓民族性統

合、保障言論自由等人權、呈現多元意見、確立民族認同感。 

第 4 條-第 5 條 

主要規範編輯人的責任與義務規範，其除應恪守獨立中立

的立場，亦應尊重記者、製片人的意見，可決定放送內容，

為應擔負相關責任。 

第 6 條-第 7 條 

主要規範製片人、記者等製作者的責任與義務規範，其除應

恪守獨立中立、忠實陳述事實、平衡報導等原則外，在發生

公正性和自主性爭議時，得要求意見闡述。 

第 8 條 適用範圍與生效時間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 2001 年《YTN 放送組織協議》。 

 

為完善 YTN News 編輯室自治制度，2003 年 6 月 YTN 勞資雙方

共同起草並公布倫理綱領和十大實踐綱要，倫理綱要列定包括：維護

新聞自由、公正報導、尊重人權、維護新聞專業以及建立道德委員會

等 5 大原則；而 10 個實踐準則其內涵主要為拒絕酬庸新聞、有價新

聞或與新聞來源有不當利益關係234。 

此外，YTN 除依法設有觀眾委員會，除定時釋出相關報告之外，

亦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起開設《觀眾簡報來電》節目，其首映於

YouTube 頻道，復於晚間新聞（6 點 15 分）播出235。為韓國電視史上

首次每天回答觀眾意見的節目。《觀眾簡報來電》以 Naver 中 YTN 

News 的點擊率排名、YTN 網站內的留言板、YTN 放送監督組織的報

告以及觀眾電話客訴等管道所收集之意見為基礎，挑選出部分內容，

綜整編輯與製作團隊意見，迅速給予反饋。 

  

 
234 YTN, 2003. YTN 윤리강령 선포. http://infor.ytn.co.kr/notice/notice_view.php?idx=2&page=3 
235 YTN, 2020. '시청자브리핑 시시콜콜'을 소개합니다! 

https://inside.ytn.co.kr/news/view.php?page=1&sort=1&id=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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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律 

除了上述提及依《放送法》、《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等法

規而規範的新聞內容監理機制之外，韓國民間亦有相關組織協會，代

表公民牽制並監督媒體的運作。 

韓國民主言論市民聯盟（민주언론시민연합）於 1984 年 12 月

成立，其起初成立宗旨系欲抵抗獨裁政府，早期不僅出版月刊《話

（말）》揭發事實，並披露政府透過《報導準則》干涉新聞自由的

處境，爾後更發行《韓民族日報（한겨레）》，開啟世界民族報紙

的濫觴236。 

1990 年代起，民主言論市民聯盟積極開展公民運動，除舉辦媒體

講座，進行公民媒體教育，更成立以公民為主體「報紙、放送監督組

織」，直接監督媒體報道，持續督促媒體真實、公正報導。此外，其亦

於 1992 年成立之「選舉報道監視團結會議」，持續關注選舉相關議題。 

民主言論市民聯盟主要關注報紙與廣播電視領域，旗下設有報紙

監督委員會與廣播監督委員會，其主要活動237包括： 

 公民媒體教育 

 媒體監督（報紙、廣播電視監視、選舉相關新聞監視） 

 發行媒體運動專刊《公民與媒體（시민과 언론）》 

 出版、宣傳工作（媒體相關教育資料集、媒體監視報告等） 

 調查研究（媒體政策相關法律研究、舉辦媒體研究相關活動） 

 其他活動（地區媒體公民運動、公民媒體運動、媒體工會運

動） 

民主言論市民聯盟約有 6 千名成員，現已成為韓國媒體監督頗具

 
236 민주언론시민연합, n.d. 소개－민언련은. http://www.ccdm.or.kr/xe/ccdm_about 
237 민주언론시민연합, n.d. 소개－주요 활동. http://www.ccdm.or.kr/xe/ccdm_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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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媒體公民組織，其持續追求「真正的新聞」。 

此外，有鑑於現今各類媒體（如社群媒體、網路、紙本和廣播電

視）傳播的資訊紛雜，無法確知各類資訊的真偽，因而對民主、國家

安全和社會秩序造成風險，並破壞社會信任程度，因此韓國廣播電視

記者聯合協會、韓國記者協會、韓國 PD 聯合協會等媒體組成公民團

體「Parti（빠띠）」，合作籌設的事實查核網站「Fact Checknet」與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於正式啟用238。 

Fact Checknet 為公民與業者合作的協力組織，其成員包括專業事

實查核員除國家新聞通訊社韓聯社、4 家無線電視臺（KBS、MBC、

SBS、EBS）、新聞專業頻道 YTN、綜合頻道 MBN、獨立媒體 Newstapa

等 11 家媒體業者與 12 個以律師諮詢為主的法律事實查核組織；另自

韓國廣播電視記者聯合協會舉辦之事實查核教育訓練或比賽獲獎者

之中，選任 33 名自願者出任公民事實查核員。 

Fact Checknet 運作方式係由專業事實查核員與公民事實查核員

共同選定具體查核資訊，並進行後續資訊收集、事實查核，查核結果

將於網站上公布，而一般民眾亦得於網站上提出資訊查核要求、對查

核結果的意見等。此外，Fact Checknet 亦提供事實查核的輔助工具，

未來除將提供網路即時熱點監測和分析服務，亦擬進一步針對公眾人

物的發言與意見建立資料庫，並設立 24 小時的事實查核系統239。 

由於 Fact Checknet 營運資金來自 KCC，也因此引發公平性爭議，

惟雖資金來自 KCC，但 Fact Checknet 定位獨立組織，政府不干預其

營運，且其主張以專業人士與公民「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完成每項工

作240。 

 
238 Fact Checknet, 2020. 소개. https://factchecker.or.kr/about 
239 Yonhap News Agency, 2020. 시민과 기자가 함께 허위정보 밝히는 '팩트체크넷' 

출범(종합).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1111153351005?section=culture/all 
240 Media us, 2020. 출범 앞둔 '팩트체크 오픈플랫폼', 관건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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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誠如前述，韓國在整個廣播電視監理架構上，由 KCC 監管通訊

傳播營運商運作，而具體內容監理則由 KCSC 負責，以下提供兩個

KCC 管理之頻道換照個案與 2019 年 KCSC 對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

道的內容管理通案分析。 

一、 個案一：YTN、聯合新聞 TV 案（2020） 

YTN 與聯合新聞 TV 頻道執照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屆期，業者

應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於許可期限屆至前 6 個

月申請換照，而為此 KCC 早於 2019 年 5 月發布關於換照的政策規

劃，並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公開徵集觀眾的意

見241，再由 KCC 彙整相關意見，由評審委員會代表公眾詰問業者。 

本次換照最終審查定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由 13 位來自

不同領域的評審開會進行評審，最終 YTN 和聯合新聞 TV 分別以總

分 654.01 分和 657.37 分（如下表），獲得 KCC 批准，依其總分落點

介於 650 分到 700 分之間，其所有執照許可期限從 2020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共 4 年242。 

 
http://www.mediau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97703http://www.mediaus.co.kr/news/article

View.html?idxno=197703 
241 KCC, 2019. 2020 년도 종합편성 및 보도전문 방송채널사용사업 재승인 관련 시청자 

의견청취 실시 공고(제 2019-126 호). 

https://kcc.go.kr/user.do?boardId=1112&page=A05020000&dc=K00000200&boardSeq=47998&mode

=view 
242 KCC, 2020. 방통위, YTN 및 연합뉴스 TV 재승인 의결 TV 조선은 방송의 

공적책임·공정성 항목 과락.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

eq=4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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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YTN 與 News Y 和照審查各項審查項目得分 

項目 

評分 

YTN 
聯合新聞

TV 

放送評價委員會對其表現之評估 1 340.29 343.84 

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性的實踐可能性與地區、社會、

文化層面的必要性 
134.30 136.20 

放送節目的企劃、編輯、製作與公益性計畫的 

適當性 
83.80 88.40 

經營、財務、技術性等的能力 41.19 50.06 

對放送發展支援計劃的實踐與是否遵守相關 

放送法令 
57.18 43.04 

其他業務執行的必要事項-災難放送實施相關 

事項 29.95 28.70 

總計評分 686.71 690.24 

換算得分 654.01 657.37 

資料來源：KCC, 2020. 방통위, YTN 및 연합뉴스 TV 재승인 의결 TV 조선은 방송의 

공적책임·공정성 항목 과락.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eq= 

 

此外，為確保 YTN 與聯合新聞 TV 確實執行其事業計畫中的承

諾事項，兩件許可個案皆訂有附加條件，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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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YTN 與 News Y 換照許可附加條件 

 YTN 聯合新聞 TV 

許可條件 誠實履行事業計畫書內容，倘因故欲變更事業計畫書的

主要內容時，須獲得 KCC 的允許。 

關於「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性的可能性與地區、社會、

文化層面的必要性」之計畫，應誠實履行並於換照後 3 個

月內完成，同時提交相關報告至 KCC。另，每年 1 月 31

日前應繳交上年度之執行成果報告予 KCC。 

誠實履行事業計畫書內容，倘因故欲變更事業計畫書的

主要內容時，須獲得 KCC 的允許。 

為提高新聞的獨立性，聯合新聞社將不得代理聯合新聞

臺的廣告業務，且其改善方案須與 KCC 協商，並於換照

許可後 6 個月內完成改革。另，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應

繳交上年度之執行成果報告予 KCC。 

行政指導事

項 

為避免圖像違反《放送審議相關規範》，制定合理的製作

和檢查的製播程序。 

為回應觀眾意見，應企劃、製作獨立的調查報導，並考慮

閱聽眾收視時間，進行編排。 

應透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維護新聞臺獨立性，未來

最大股東聯合新聞的代表理事不得兼任聯合新聞 TV 的

代表理事，並取消員工（如記者、製作人）兼任或指派的

勞動模式。上述改革，應於換照許可後 6 個月內完成，並

提交 KCC。 

為避免圖像違反《放送審議相關規範》，制定合理的製作

和檢查的製播程序。 

為回應觀眾意見，應企劃、製作獨立的調查報導，並考慮

閱聽眾收視時間，進行編排。 

資料來源：KCC, 2020. 방통위, YTN 및 연합뉴스 TV 재승인 의결 TV 조선은 방송의 공적책임·공정성 항목 과락.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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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二：MBN 案（2020） 

從停播風暴到換照爭議，韓國綜合頻道—每日放送（매일방송，

MBN）引起全韓矚目。 

2020 年的 MBN 風暴，應自 2011 年的韓國媒體生態轉型談起。

早期韓國廣播電視媒體由三大無線電視臺（KBS、MBC、SBS）所壟

斷，其與教育電視臺（EBS）為觀眾主要的收視頻道，而有線電視頻

道部分，除新聞專業頻道 YTN 和財經新聞頻道每日經濟 TV（매일경

제 TV）外，雖仍有 100 多個頻道，但多為三大無線電視臺跨足經營

或以採購三大電視臺節目與海外節目為播送內容。 

2009 年韓國通過《放送法》，開放報社得在善盡社會義務、呈現

多元內容的前提下經營有線電視頻道，並得經營涵蓋各類型節目的綜

合頻道。惟綜合頻道資本額設有進入門檻 3 千億韓元，故僅市占率高、

資本雄厚者堪負重擔得以入場，爾後 2011 年後《朝鮮日報》成立 TV 

Chosun、《東亞日報》成立 Channel A、《中央日報》成立 JTBC，而《每

日經濟新聞》持有的每日經濟 TV 亦轉型為綜成編成頻道「每日放送

（매일방송，MBN）」243。 

（一） 停播事件（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MBN 被揭發轉型為綜合頻道時提出的資金計畫書，設定

資本額為 3,950 億韓元，惟爾後因部分投資人放棄出資，造成 556 億

韓元的資金缺口，為順利申請頻道經營，經營層動員旗下 16 名員工，

向銀行貸款支應並登記為出資股東。然而員工入股無法被認定為有效

資產變動，財務紀錄中也得明確標註，但 MBN 在開臺後 6 年間的會

 
243 楊虔豪，2020。台灣有中天換照風波…南韓有 MBN 被停播半年。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

post/2020110401?fbclid=IwAR2KwFiw0ErG17_DDprCikmPxlixlOj94Ip_jDViIzLNOWCepw1z2ooZ

E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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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不僅隱藏該事實，更將此筆資金偽裝成短期金融工具項目。

事件爆發後，每日媒體集團副會長與 MBN 社長等高層皆因違反《資

本市場法》，判刑 1.5 到 2 年（但獲緩刑）244。 

依韓國《放送法》第 18 條規定，以虛假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

頻道播送資格，可縮短電視執照審查間隔，最重還可做出有限或無限

期停播的處分。 

2020 年 10 月底，KCC 做出處分決議。KCC 指出，MBN 於 2011

年申請綜合頻道與 2014 年、2017 年換照申請時，皆提交不實資料，

以獲得營運執照許可，據此 KCC 依韓國《放送法》第 18 條規定，對

MBN 裁處 6 個月的停播處分，惟爲防止因業務停止處分而侵害觀眾

權益，KCC 除要求其透過電視字幕和網站告知業務停止的資訊，並

發送相關資訊告知用戶停播情形，同時未兼顧 MBN 勞工、合作第三

方等利益相關者之權益，給予 MBN 半年的緩衝期，預計至明年 5 月

左右起停播245。 

（二） MBN 換照審議（2020 年 11 月） 

為審查將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屆期的 MBN 頻道執照，KCC 率

先於 2020 年 11 月 3 至 6 日召開換照審查委員會，第一次審查結果

MBN 因獲 640.5 分（如下表），未達 650 分，KCC 得決議「附條件允

許換照」或「拒絕換照」。為作成最終決議，KCC 依《行政程序法》

第 22 條及《廣播法》第 101 條，於同月 23 日召開公聽會，並於 27

至 30 日再召開換照審議委員會246。 

  

 
244 同上註。 
245 KCC, 2020.  방통위, ㈜매일방송에 대해 6 개월 업무정지 처분.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eq=

50182 
246 KCC, 2020. 방통위, MBN ‘조건부 재승인’ 의결.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eq=

5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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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News Y 換照審查各項審查項目得分 

項目 評分 

放送評價委員會對其表現之評估 332.07 

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性的實踐可能性與地區、社會、

文化層面的必要性 
109.24 

放送節目的企劃、編輯、製作與公益性計畫的 

適當性 
102.85 

經營、財務、技術性等的能力 53.12 

對放送發展支援計劃的實踐與是否遵守相關 

放送法令 
45.04 

其他業務執行的必要事項-災難放送實施相關 

事項 30.20 

總計評分 672.52 

換算得分 640.50 

資料來源：KCC, 2020. 방통위, MBN‘조건부 재승인’의결. 

https://kcc.go.kr/wasimages/viewer/skin/doc.html?fn=file42202.hwp&rs=/wasimages/viewer/result/20

2012/ 

考量 MBN 提出如經營透明性方案、增加製播公共性承諾等改善

計劃，此外衡量勞工權益從與消費者利益等原因，審查委員最終決議

附有條件允許換照247，執照有效期限為 3 年，其他具體附加條件彙整

如下表。 

 
247 손호영, 2020. 승인 조건 위반 MBN 에 6 개월간 방송 중단 결정. 

https://www.chosun.com/culture-life/broadcast-

media/2020/10/30/CJDESKARHBGENMZU5CLKKPY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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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 MBN 換照許可附加條件 

許可

條件 

1、 誠實履行事業計畫書與追加改善計畫內容，倘因故欲變更事業計畫書的主要內容時，須獲得 KCC 的允許。 

2、 為提高廣播電視的公共責任和公正性，要遵守事業計畫書中提出的計畫，包括提高內容品質、加強新聞節目的公正

性及多元性、確保選舉相關節目的公正性與客觀性、確保廣播編排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等。另，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

提出上一年度的執行報告予 KCC。 

3、 為確保經營透明性、達成與外包廠商雙贏等效益，MBN 應確實落實追加改善計劃中提出的承諾，並於每年 1 月 31 日

前，提出上一年度的執行報告予 KCC。 

4、 限制 MBN 違反《放送審議相關規定》特定條款次數應低於 5 件、違反《關於選舉放送審議的特別規定》特定條款應

低於 2 件。 

5、 自 2021 年起應選定廣播電視相關學會等多個專業外部單位，接受這些外部單位對 MBN 新聞相關節目的公共責任及

公正性的客觀評估，評估結果除須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給 KCC，更應於電視臺主頁上公開。 

6、 節目獲得外部贊助，倘內容出現商品或服務應於節目中告知觀眾 3 次以上，為告知不等於宣傳，不得暴露供應商、

或其他具聯想效果之資訊。在相關節目播出後的 7 天內，應將節目名稱和受贊助的商品或勞務名稱等在電視臺網站

上公開，並在每個月 15 日前提交上月的相關業務資料。 

7、 為提高節目質量和活化文化資訊產業，應遵守事業計畫書提出的年度文化資訊投資金額，並於每年 4 月 30 日之前提

交上一年度履行實務資料與會計法人的檢討報告書。 

8、 遵守 KCC 所規範之外包節目製作費計算及支付、著作權與收益分配等標準，並依規定格式於每年 1 月 31 日及 7 月

31 日向 KCC 繳交前半年內的資料。 

9、 爲了提高各類型廣播節目的多樣性及編排的均衡性，應由編輯委員會討論改善方案，並應於換照許可後 6 個月內向

KCC 提交相關方案，並在每年 3 月 31 日和 9 月 30 日之前各提交 2 次相關執行業績。 

10、 對於因停止業務的行政處分而造成 MBN 其他利益相關人的損失將制定由最大股東（包含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3 條

規範之特殊關係人）與處分相關的代表理事及高級職員當事人承擔責任的方案。相關方案必須於換照許可後 3 個月

內提交給 KCC 審核，爾後亦須每年於 3 月 31 日和 9 月 30 日前各提交執行報告。 

11、 諮詢從業人員代表的意見及外部機關後，制定充分最大股東（包含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3 條規範之特殊關係人）不

參與廣播電視運營及內部人事業務的經營革新方案，於換照許可後 6 個月內向 KCC 提交相關方案，並於每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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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9 月 30 日之前提交相關執行業績。 

12、 包括觀眾委員會推薦的社外理事在內，應選任社外理事並從中選任主席，同時應由社外理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訂

立加強審計委員會職能的方案，並於獲得換照許可後 3 個月內，向 KCC 提交相關方案，並在每年 3 月 31 日和 9 月

30 日之前，提交業務履行報告。 

13、 應公開招聘選任專業經營人作為最高執行官，且公開招聘的審查委員中應有勞工代表，並制定實行保障電視臺獨立

經營和決策的制度。以上要求應於換照許可後 3 個月內，提交 KCC 相關方案，並在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之

前，分別提交執行報告。 

14、 依 KCC 處分停業期間，應誠實履行其向 KCC 提出的產製合作對象的保護和勞工就業穩定措施，並自停業之日起每

個月提交實踐報告。 

15、 獲換照許可後 6 個月內應與 KCC 協商關於虛假資本額問題，討論出資本增加計畫，在協議完成後 3 個月內向 KCC

提交具體落實方案，並於其後 1 個月內提出實踐報告。 

16、 不要與可能危害廣播公司的財務健全性的最大股東（包含依《放送法施行令》第 3 條規範之特殊關係人）進行資金

貸款、提供擔保等內部交易，若子公司之間不可避免地需要內部交易，則應經含勞工代表在內的專業機構的討論後

報告給理事會。同時，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前向理事會報告業績。 

17、 最大股東代表應於換照許可後 3 個月內製作並提交遵守《放送法》第 8 條、第 18 條等相關規定的履行備忘錄。 

行政

指導

事項 

1、 在編制委員會的審議或決議事項（包括報導、製作、編制領域的主管任命等）中，應制定內部員工的意見反映制度。 

2、 事業計畫書中提出的電視劇等電視節目的編制計劃，不應偏重特定年度，應努力平衡各年度之節目製作和編排。 

3、 遵守保障兒童與青少年的勞動權、隱私保護等權利之相關規範，同時應遵循 KCC 制定之相關規範或指南，並據此制

定自律規範，並誠實履行。 

4、 致力擴大兒童與青少年節目的製作及編排。 

5、 應透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維護電視臺之獨立性，最大股東關係人皆不得兼任 MBN 的公司理事，並取消員工（如

記者、製作人）兼任或指派的勞動模式。上述改革，應於換照許可後 6 個月內完成相關計畫，並提交到 KCC。 

資料來源：KCC, 2020. 방통위, YTN 및 연합뉴스 TV 재승인 의결 TV 조선은 방송의 공적책임·공정성 항목 과락. 

https://kcc.go.kr/user.do?mode=view&page=A05030000&dc=K00000200&boardId=1113&boardSeq= 



292 

 

三、 個案三：KCSC 的內容審議個案（2019） 

誠如前述，KCSC 主要依《放送審議相關規定》，依職權主動發現

或經民眾投訴進行廣播電視內容與廣告相關審查，觀察 2019年KCSC

對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審議案件統計，其中從各電視臺審議情形

觀之，繼 2018 年之後，2019 年 TV Chosun 涉及案件仍是最多的，總

計達 41 個，惟受有法定裁罰最多者為 Channel A（如下表 7-16）。 

表 7-16 2019 年 KCSC 審議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內容情形 

 
資料來源：KCSC, 2019. 2019 년 4/4 분기 방송심의 의결현황. 

http://www.kocsc.or.kr/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LINK 

 

進一步分析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內容違規情形，如下表 7-17

可見，2018 至 2019 年間皆以違反「客觀性」為最，其他違規次數較

多者為「人權保護」、「廣播語言」、「廣告效果」、「犯罪及藥物描寫」

等。 

以違反次數最多的「客觀性」為例，報導與新聞時事談話性節目

是傳達政治、社會等領域要聞的重要場域，依法應正確客觀的方法闡

述事實，惟包括聯合新聞 TV、MBN、Channel A 等皆因部分題材處

理不當，以不明確或播放與事實不符的內容甚至訪問片段，混淆甚至

誤導觀眾，其中聯合新聞 TV 即因《新聞觀察 2 部（뉴스워치 2 부，

2019 年 4 月 10 日）》報導文在寅總統出席國際會議，惟其播出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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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總統照片前卻先顯示北韓國旗圖像，KCSC 認為此舉有誤導之嫌，

決議「對該節目的相關負責人處以裁罰」。 

2019 年 KCSC 裁罰次多的案件則為「人權保護」相關事件，被

害人與特定人人權或隱私保護雖因報導的公益性得於必要情形下讓

步，惟報導內容、涉入程度和表達方式等皆應合於利益衡量原則，尤

其與事件的本質無關者，不應過度闡述，否則即屬侵權。在該原則下，

如 Channel A 即因在《News A（2019 年 3 月 12 日）》報導知名歌手非

法拍攝事件時，反覆提及被害者女藝人的活動領域、出道及活動時間

等，引發對被害者二次傷害，對此，KCSC 作成「注意」的決定。 

此外，節目播放中倘對特定商品為增加曝光、勸導購買等過度的

廣告效果，妨礙觀眾收視的事例亦為 KCSC 在 2019 年關注的焦點，

如 Channel A、MBN 即因在新聞節目，透過畫面下方字幕告知旅行、

講座等各種收費商品資訊，並播放過多具廣告效果的內容，遭 KCSC

要求「注意」；另為維持兩性平等論述場域，廣播電視應注意不可扭

曲性別形象或助長性別刻板印象，如 News Y 在《我們的豬─韓豬活

動（우리돼지 한돈 캠페인，2019 年 7 月 17 日）》節目係以消費國產

豬肉為宗旨的公益性活動，惟其呈現方式如妻子給丈夫餵包飯、強調

傳統女性家庭主婦形象之旁白及字幕等，因恐助長性別刻板印象，而

遭 KCSC「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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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7 2019 年 KCSC 行政處分或行政指導原因彙整 

 

資料來源：KCSC, 2019. 2019 년 4/4 분기 방송심의 의결현황. 

http://www.kocsc.or.kr/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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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韓國國民議會在 1980 年通過《言論基本法（언론기본법248）》，

其主要目的係確保新聞工作者對輿論形成的公共職責，保護並促進韓

國國民言論自由和知情權，直到 1987 年 11 月廢除前，該法並未針對

網路新聞媒體多加規範。 

2005 年韓國國會通過由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擬定《媒體仲裁與

侵害救濟相關法》與《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法施行令》。《媒體仲裁與

侵害救濟相關法》與首條開宗明義揭示法令目的，其承接《言論基本

法》規範核心，旨在調解和仲裁因媒體報導而受到侵害的個人權利，

以衡平媒體言論自由、公共責任與個人權益之法益，而在該法也將網

路新聞（인터넷신문）列入規範對象（該法第 2 條第 8、9 款）。 

  《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歷經多次修正，但以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布的修正為最，近乎全文修正，且針對網路媒體的相關規範著

墨的更為細緻，以定義為例，最初版本僅針對網路新聞、網路新聞業

者為定義，2011 年修正後上增修包括網路新聞服務249、網路新聞服務

經營業者、網路多媒體放送250、網路多媒體放送業者之定義，並將其

列入《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的規管範圍。 

在 2011 年修正後，原則上網路新聞皆應與傳統新聞業者一樣，

適用媒體受害人的資訊請求權與調解、仲裁、訴訟等司法救濟權限，

惟在部分規範上對網路媒體仍較為寬鬆，如《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

關法》第 6 條僅規範綜合頻道與報導專用頻道業者與日報新聞業者需

設置社內公評人制度，而網路媒體並未強制規範；惟基於網路立即性

 
248 언론기본법. http://www.law.go.kr/lsInfoP.do?lsiSeq=4523#0000 
249 係指除網路新聞、網路多媒體放送等由法律另為規範之網路新聞服務者皆屬網路新聞服務定

義範圍。 
250 係依《韓國網路多媒體放送法（인터넷 멀티미디어 방송사업법）》定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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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針對網路新聞服務的媒體更正或回應相對人請求之義務時間，

較其他媒體類型更重視時間性，特別增修第 17-2 條要求網路媒體業

者應立即提供相關訊息。 

此外，KCSC 旗下依《促進資通訊網路利用與資訊保護法》、《青

少年保護法》等相關法規，設有數位性犯罪審查小組委員會專司與數

位性犯罪有關之案件，又依《促進資通訊網路利用與資訊保護法》授

權，KCSC 亦肩負針對網路內容治理的重責，對此 KCSC 設有權利保

護局，並分設不同小組（如下圖 7-14）應對網路資訊治理問題。 

依《促進資通訊網路利用與資訊保護法》第 44 條之 7 規定，KCSC 

得審議 9 種網路非法資訊，如猥褻、誹謗內容、網路騷擾侵害或毀損

網路與資訊系統之內容、違反《青少年保護法》年齡確認之規定或對

青少年有害之內容、洩漏國家機密或違反《國家安全法》之內容等，

並明定 KCSC 得為行政命令、移除或封鎖該類資訊251。 

 

資訊來源：KCSC 권익보호국, n.d. 조직도. http://remedy.kocsc.or.kr/ddms/ntr/IntroOrganization.do 

圖 7-14 KCSC 網路治理組織圖 

由於媒體消費與廣告投放轉向數位環境、廣播通訊市場合併現

象與廣電媒體面臨全球化競爭加劇等原因，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CC）發布「2020 年業務計畫（2020 년도 업무계획）」，擬著手 

 
251 정보통신망 이용촉진 및 정보보호 등에 관한 법률. 

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A0%95%EB%B3%B4%ED%86%B5%E

C%8B%A0%EB%A7%9D%EC%9D%B4%EC%9A%A9%EC%B4%89%EC%A7%84%EB%B0%8F

%EC%A0%95%EB%B3%B4%EB%B3%B4%ED%98%B8%EB%93%B1%EC%97%90%EA%B4%8

0%ED%95%9C%EB%B2%95%EB%A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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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長期的廣播電視監理法規革新，包括放寬電視廣告相關規範，

以振興媒體產業發展。 

KCC 預計在 2020 下半年起提出修法措施，例如完善各地區共同

管理規定、放寬廣播電視技術審驗規範等，同時將拉齊不同廣電媒體

之間的廣告規定，包括無線電視和付費電視節目廣告、置入性行銷等

廣告限制，以避免不同產業別之間的差別監管問題252。 

  

 
252 정윤주, 2020. 방송·광고 규제 완화…중장기 방송 규제 개편.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115153500017?section=cultur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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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澳洲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及監理政策 

第一節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一、 總體廣電媒體發展概況 

根據電視產業推廣機構 ThinkTV，自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澳洲電視產業（涵蓋都會區免費電視、區域免費電視、訂閱電視

和廣播電視隨選視訊253（Broadcaster Video on Demand, BVOD），不包

括公共電視 SBS）的全年收入為 39 億 8,506 萬澳幣，較上年同期減

少 4.08%（見下表 8-1）。其中，電視廣告收入為 19 億澳幣，較上年

同期減少 3.6%。 

從統計數據可以發現，澳洲電視市場以免費電視為主要業者，訂

閱電視次之，而 BVOD 雖市場規模最小，但隨著使用者媒體習慣變

遷，在近年快速成長，截至 2019 年 6 月的全年收入為 1 億 2,829 萬

澳幣，增長 32.24%。 

表 8-1 澳洲電視產業收入 

 

資料來源：ThinkTV, 2019. Total TV market: $4 billion in ad revenue for FY18-19, BVOD revenues 

increase by 32.2% for the financial year. https://thinktv.com.au/news/total-tv-market-records-4-billion-

in-ad-revenue-for-fy18-19-bvod-revenues-increase-by-32-2-for-the-financial-year/ 

 

從政府執照發放情形來看，根據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發布之

《2018-2019 年通訊報告（Communications Report 2018–19）》，在 2015

 
253 廣播電視隨選視訊（BVOD）意即廣播電視業者提供之隨選視訊服務，。 

https://thinktv.com.au/news/total-tv-market-records-4-billion-in-ad-revenue-for-fy18-19-bvod-revenues-increase-by-32-2-for-the-financial-year/
https://thinktv.com.au/news/total-tv-market-records-4-billion-in-ad-revenue-for-fy18-19-bvod-revenues-increase-by-32-2-for-the-financial-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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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9 年，澳洲商業電視（免費電視）執照數並無變動，維持於

69 項；訂閱電視則是自 2016 年後無變動，維持於 2,835 項（見下表

8-2）。可以發現，澳洲商業電視和訂閱電視市場趨於穩定，缺少新進

業者。 

表 8-2 澳洲廣播電視執照變化 

 

註：每項訂閱服務須個別申請執照。 

資料來源：ACMA, 2020. Communications Report 2018–19. 

https://www.acma.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02/Communications%20report%202018-19.pdf 

 

二、 主要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業者 

儘管現今網路新聞盛行，ACMA 指出，電視仍為澳洲民眾的主要

新聞來源，比例高達 66%，網路新聞居次（52%），其次依序為社群媒

體與部落格（46%）、廣播（37%）和平面媒體（28%）254。目前，澳

洲專門新聞頻道僅有兩家，分別為 ABC News 和 Sky News Australia，

兩者皆為 24 小時新聞頻道。而其他收視率較高的新聞服務還有主要

商業電視臺 Seven News、Nine News 和 10 News First255256。 

（一） ABC News 

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成立於

1929 年，為澳洲政府直接補助的國家廣播電視臺，依據《1983 年澳

洲廣播公司法（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ct 1983）》，ABC

 
254 ACMA, 2020. Communications Report 2018–19. https://www.acma.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

02/Communications%20report%202018-19.pdf 
255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0. Digital News Report - 

Australia.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survey/2020/australia-2020/ 
256澳洲另一公共電視臺新聞頻道 SBS World News Channel 已於 2009 年關閉，因此本研究暫不

將其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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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編輯自由，在運作上獨立於國家與政黨。ABC 旗下 24 小時新聞

頻道 ABC News（前稱 ABC News 24）於 2010 年 7 月開始播放，內

容於澳洲全國及全球皆可收看，亦能透過網路平臺 YouTube 和 ABC 

iview（僅限澳洲當地）收看直播。 

（二） Sky News Australia 

Sky News Australia 於 1996 年開播，為首個澳洲製作的專門電視

新聞頻道，目前也是除 ABC News 以外，唯一的全國 24 小時新聞頻

道。除了透過全國和地區性電視網路收看，民眾亦能透過 Sky News

官網收看即時新聞報導。Sky News Australia 母公司為澳洲新聞頻道

（Australian News Channel, ANC），該公司於 2016 年被澳洲新聞集團

（News Corp Australia）所收購。 

（三） Seven News 

Seven News（前稱 ATVN News 和 Seven National News）於 1958

年成立，是澳洲主要商業免費電視臺Seven Network的旗下新聞服務。

Seven News 為澳洲人氣新聞服務，自 2005 年以來為國內電視收視率

常勝軍，部分原因來自該頻道的電視遊戲節目《Deal or No Deal》為

其帶來大量觀眾。Seven News 亦於官網提供部分新聞影音。 

（四） Nine News 

Nine News（前稱 National Nine News）於 1956 年成立，是澳洲

主要商業免費電視臺 Nine Network 的旗下新聞服務。在 2005 年之前，

Nine News 是澳洲最具人氣的新聞服務，其後則由 Seven News 領先

收視率。Nine News 亦於官網提供即時新聞服務。 

（五） 10 News First 

10 News First（前稱 Ten News）於 1965 年成立，是澳洲主要商

業免費電視臺 Network 10 的旗下新聞服務。Network 10 是澳洲繼 Nine 

Network 和 Seven Network 後第三大的商業電視臺，1980 年代為該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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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最成功的時期。10 News First 亦於官網（僅限國內）和 YouTube 提

供新聞影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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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一、 主要監理機關 

澳洲監理電視頻道業務的主管機關為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其為獨立

運作之聯邦法定機構，於 2005 年成立，旨在取代原有的澳洲廣播電

視局（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 ABA ）和澳洲通訊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CA）。其職責範圍涵蓋網路、

電話、電視、廣播、內容、頻譜，以及通訊媒體設備，具體業務包括：

一、制定通訊媒體服務和市場規範；二、對當地執業的人員、組織和

產品授予執照；三、調查投訴問題，並在業者違反規範時介入處理；

四、規劃和管理頻譜，並進行 5G 服務整備。 

針對不同類型的廣電媒體服務，澳洲政府依據其對於民眾的影響

程度，而有不同層級的監理管制。以兒少節目為例，ACMA 訂立具體

標準規範，採取較嚴格的管制；針對弱勢團體保護、廣告內容及新聞

內容的相關規範，則採取共同管制，即以業者自律為主，同時亦賦予

ACMA 介入的權限257。  

二、 監理法規 

《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Broadcasting Services Act 1992）》為

澳洲廣電媒體主要監理法規，規管對象涵蓋廣播、電視和數據傳輸服

務，以及網路內容。除內容監管，該法亦透過配額制促進澳洲本土內

容。此外，ACMA 亦制定強制性標準要求執照業者執行，包括《2016

廣播電視服務標準（澳洲製節目內容）（Broadcasting Services 

（Australian Content） Standard 2016）》、《2018 廣播電視服務標準（澳

 
257王亞維等人，2011。電視媒體製播新聞問責機制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民國 100 年委託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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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製節目內容廣告）（Broadcasting Services（Australian Content in 

Advertising） Standard 2018）》、《2009 兒童電視節目標準（Children's 

Television Standards 2009）》等。 

業界自律方面，業界在與 ACMA協商下訂定相關行為準則（codes 

of practice），ACMA 得加以監督，並在業者未遵守準則時，於其執照

申請時附加額外條件。現行澳洲電視產業的行為準則主要包括《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Commercial Television 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 2015）》、《2013 年訂閱廣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Subscription 

Broadcast Television Codes of Practice 2013）》、《2013 年訂閱窄播電視

行業行為準則（Subscription Narrowcast Television Codes of Practice 

2013）》等。 

除了行為準則，業界自律團體亦提供具彈性的「諮詢說明

（Advisory Notes）」輔導業者處理隱私、文化多樣性、性別、身心障

礙人士和原住民刻劃，以及緊急資訊廣播等事宜。 

三、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作法 

（一） 執照制度 

於澳洲進行電視節目的公共傳播，需要廣播電視服務頻段執照

（ Broadcasting Services Bands Licences ）和廣播電視設備執照

（Broadcasting Transmitter Licences），兩者分別依據《1992 年廣播電

視服務法》和《1992 年無線電通訊法（Radiocommunications Act 1992）》

所規定258。其中，廣播電視服務頻段執照主要包括以下執照： 

1.  商業廣播電視執照（Commercial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258 以下情形僅需要廣播電視設備執照，而不需要服務執照： 

僅提供數據和文本（包括電視資訊），無論是否帶有圖像。 

在點對點的基礎上提供隨選節目（包括撥號服務）。 

政府所公布之不屬於《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規管的廣播電視服務。ACMA, 2020. 

Broadcasting content licences. https://www.acma.gov.au/broadcasting-content-li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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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ces）和商業廣播無線電執照（Commercial Radio 

Broadcasting Licences）： 

依據《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第 14 條，商業廣播電視

服務意指以一般大眾為服務對象，且得透過一般設備免費

收看，為營利性質之廣播電視服務，並以廣告為主要收入

來源。 

2.  社區廣播電視執照（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ces）： 

依據《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第 15 條，社區廣播電視

服務意指以社區使用為目的，且得透過一般設備免費收看，

為非營利性質之廣播電視服務。 

3.  訂閱廣播電視執照（Subscripti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Licences）： 

依據《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第 16 條，訂閱廣播電視

服務意指以一般大眾為服務對象，且須在支付訂閱費（無

論是定期或其他方式）後才得以收看之廣播電視服務。 

除此之外，亦有不須申請執照的例外情形，例如訂閱廣播無線電

服務（subscription radio broadcasting services），以及針對特定族群、

場所（例如公司）及活動期間的各種窄播服務（narrowcasting services）。 

（二） 電視頻道數量限制 

關於電視頻道數量限制，ACMA 制定涵蓋澳洲所有地理區域的

執照區域計畫（Licence Area Plans, LAP），考量當地人口數等條件，

規定該執照區域中可用的廣播和電視頻道數量，以及業者必須遵守之

技術標準。惟此電視頻道數量限制並未針對新聞頻道進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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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作法 

澳洲電視內容採行分級制度，共分為 5 級，主要依據不同年齡族

群，在暴力、性、裸露、語言、藥品、自殺、主題等內容的規管程度

不同，並訂立不同的節目播出時段限制。具體分級如下： 

1.  兒童（Children’s, C）和學齡前兒童（Preschool Children’s, P）：

適合兒童和學齡前兒童收看之節目。 

2.  普遍級（General, G）：並非專為兒童設計，但兒童在內之一

般大眾均適合收看之節目。 

3.  輔導級（Parental Guidance Recommended, PG）：包含部分成

人內容，建議兒童須有成人陪伴觀看之節目。 

4.  成人級（Mature, M）：建議 15 歲以上民眾觀看之節目，具有

播出時段限制。 

5.  限制級（Mature Audience, MA）：內容較成人級更具衝擊性，

適合 15 歲以上民眾觀看之節目，具有播出時段限制。 

新聞和時事節目（包含新聞快訊）則不須依照上述分級規定，能

於任何時段播出，但考量節目潛在受眾和公共利益，執照業者仍須謹

慎挑選其內容素材，並維持準確性、公正性，同時妥善處理隱私問題。 

新聞和時事節目的內容監理和民眾投訴程序具體規範於行為準

則中。這些行為準則由業界與 ACMA 共同商定，ACMA 得加以監督，

並在業者未遵守準則時，得透過執照制度予以要求。依據《1992 年廣

播電視服務法》第 123 條，行為準則的內涵應包含要求新聞和時事節

目的準確性和公正性，並避免以誤導或驚嚇大眾的方式模仿新聞節目。

以下依序介紹《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和《2013 年訂閱廣

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中對新聞和時事節目的內容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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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259，在內容素材方面，新

聞和時事節目應符合以下內容規範： 

1.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不應包含可能會嚴重干擾或冒犯廣

大觀眾的內容素材。 

2.  在呈現可能會嚴重干擾或冒犯廣大觀眾的內容片段前，應先

提供口頭警告。 

3.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不應播放關於自殺和自殺未遂的報

導，且應避免自殺手法的細節描述、圖像化細節或圖片。 

4.  在呈現關於喪親家屬、災難目擊者或倖存者的畫面或是與其

訪談時，應保持敏感度。 

5.  在呈現屍體或重傷者的畫面時，應考慮其親屬和觀眾的感受，

同時應考慮到相關的公共利益。 

 

在準確性方面，新聞和時事節目應符合以下內容規範： 

1.  執照業者應正確地呈現報導內容，確保節目觀點並未歪曲。 

2.  執照業者應付出合理的努力，以即時更正或澄清已被其呈現

的重大事實錯誤。 

3.  執照業者應在 ACMA 收到投訴的 30 日內採取適當方式進行

更正，否則將被視為違反該準則。 

4.  更正可採取以下任一或複數方式： 

（1） 在相關節目中的下一集內容中進行； 

（2） 在執照業者的新聞網站中進行； 

（3） 在相關節目的官方網站中進行； 

 
259 ACMA, 2019. Commercial Television 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 2015. 

https://www.acma.gov.au/publications/2019-10/rules/commercial-television-industry-code-practi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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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情況合適的其他任何方式。 

 

在公正性方面，新聞和時事節目應符合以下內容規範： 

1.  執照業者應公正且不偏頗地報導新聞。 

2.  執照業者應清楚區分事實報導和評論分析。 

3.  執照業者在進行公平報導時，不需為不同觀點分配一樣的報

導時間，或是呈現個人觀點的各種面向，同時也不排除對爭

議議題發表評論。 

4.  時事節目不須維持公正，得針對議題採取特定立場。 

 

在隱私方面，新聞和時事節目應符合以下內容規範： 

1.  執照業者不得於節目中播放侵犯個人隱私的私人資訊，除非

是基於公共利益，或是對方已隱晦或明確地表示同意（在對

方未滿 16 歲的情況下，則是由父母或監護人給予同意）。 

2.  涉及兒童的私人資訊，執照業者應在播放前格外小心處理。 

 

在訂閱廣播電視（付費電視）方面，《2013 年訂閱廣播電視行業

行為準則》260對新聞和時事節目的內容規範與商業廣播電視相似，僅

在部分規範更為放寬。例如，訂閱廣播電視允許新聞和時事節目包含

少量可能對大量觀眾造成困擾的內容素材；對於節目內容投訴處理並

未要求 30 日內更正的時間限制。透過上述資料蒐集可以發現，澳洲

的電視新聞內容規範除了要求公正性和準確性，亦格外注重隱私保護

和兒少保護。

 
260 ACMA, 2019. Subscription Broadcast Television Codes of Practice 2013. 

https://www.acma.gov.au/publications/2019-10/rules/subscription-broadcast-television-codes-practi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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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新聞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一、 自律 

依據路透社新聞學研究所和牛津大學合作執行的《數位新聞報告

（Digital News Report）》，在電視、廣播和紙本媒體類別，以每週使用

頻率來看，澳洲人最常收看的新聞媒體依序是 ABC News（41%）、

Seven News（38%）、Nine News（38%）和 10 News First（22%）和地

方報紙（16%）；而在新聞可信度方面，前五名分別為 ABC News（72%）、

SBS News（71%）、BBC News（66%）、地方報紙（63%）和 Seven News

（62%）261。 

可以發現，ABC News 不論在收看頻率和可信度均遙遙領先其他

新聞服務，而 Seven News 雖可信度略遜於另一公共新聞服務 SBS 

News 和國外新聞服務 BBC News，仍是最受歡迎的商業電視新聞頻

道。參考上述分析，本研究以下進一步研析 ABC News 和 Seven News

的內容監理機制。 

（一） ABC News 內容監理機制 

ABC 內部針對內容製作制定詳細的編輯政策和相關指導方針，

這些內容由內部委員會制定，並須交付 ACMA 進行登記。依據《1983

年澳洲廣播公司法》第 8 條，ABC 委員會除了須確保內容符合內部

編輯政策，亦須確保公司根據新聞界公認的客觀標準，準確且公正地

收集和呈現新聞與資訊。 

ACMA 編輯政策具體內容如下表 8-3： 

  

 
261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0. Digital News Report - 

Australia.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survey/2020/australi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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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ABC 編輯政策與標準 

原則 標準 

準確性 1. 應付出合理努力，確保素材為正確並於合理脈絡中呈現。 

2. 請勿以可能誤導觀眾的方式陳述事實內容，在某些情況下，

這可能需要適當的註記或其他說明性資訊。 

更正與澄清 1. 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以適當的方式認知並糾正或澄清錯

誤，包含： 

（1） 顯而易見的或已證實的重大錯誤，或 

（2） 可能會產生嚴重誤導的資訊。 

不偏頗且多

元的觀點 

1. 公正地收集和呈現新聞資訊。 

2. 提出多元觀點，以確保社區內沒有任何重要的思想或信仰

被有意識地排斥或不成比例地代表。 

3. 不應陳述或暗示任何觀點是 ABC 的編輯意見。除了承諾遵

守基本民主原則，包括法治、言論和宗教自由、議會民主

和平等，ABC 應沒有任何編輯立場。 

4. 不應歪曲任何觀點。  

5. 不應偏袒任何觀點。 

公平和誠實 1. 通常應告知 ABC 的內容參與者其活動性質。  

2. 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參加。 

3. 若對某個人或組織提出指控，應付出合理努力，以提供其

公平的回應機會。 

4. 應提供訊息來源。  

5. 若某訊息來源要求匿名，則必須先考慮該來源的動機和任

何其他可能來源，方能達成協議。 

6. 不應將他人的作品歪曲為自己的作品。 

7. 除非在少數情況下出於公共利益，否則應遵守關於以下內

容的保證：參與條件、內容使用、保密或匿名。 

8. ABC 或其合作夥伴不得使用秘密錄音、虛假陳述或其他形

式的欺騙手段來獲取或尋求資訊、音訊、圖片或參與協議，

除非為以下情況： 

（1） 符合公共利益，且該材料不能通過任何其他方式

合理地獲得； 

（2） 獲得受試者的同意或身份被有效遮掩；或 

（3） 欺騙是藝術作品的組成部分。 

且在所有情況下，都必須考慮潛在的傷害。 

隱私 1.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未經允許不得侵犯個人的私人生

活，並且侵犯的程度必須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的適當範圍。 

傷害和冒犯 2. 可能造成傷害或犯罪的內容必須具備編輯上的論述依據。  

3. 若內容可能會造成傷害或冒犯，則應根據脈絡，透過使用

分類標籤或其他警告或建議，盡最大努力提供有關內容性

質的資訊。  

4. 確保所有國內電視節目（新聞、時事和體育賽事除外）均

按照 ABC 的電視節目分類相關標準進行分類和安排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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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標準 

5. 若實況內容中的疏忽或意外行為，音訊或圖像可能會造成

傷害或犯罪，請採取適當措施緩解。 

6. 對暴力、悲劇或創傷的報導或描述必須極其敏感。避免對

受害者、證人或喪親者造成不適當的困擾。描述或報告甫

逝世者時，應注意重要的文化習俗。  

7. 若內容具備編輯上的論述依據，但可能導致危險的模仿或

加劇對個人或公共健康、安全或福祉的嚴重威脅，則應採

取適當措施來減輕這些風險，尤其應注意內容的表示或呈

現方式。  

8. 避免不合理使用刻板印象或歧視性內容，以免縱容或鼓勵

偏見。 

兒少 1. 針對涉及參與、製作和出現於由 ABC 製作或委託的內容的

兒童和年輕族群，應適當注意其尊嚴以及身心健康。  

2. 在兒童或年輕族群主要參與由 ABC 製作或委託的內容或

由 ABC 提供的互動服務之前，先獲得兒童和年輕族群及其

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 

3. 針對兒童和年輕族群參與、使用或接觸的 ABC 內容和服

務，應在可行的情況下採取適當的措施，使兒童和年輕族

群或其監護人能夠管理相關風險。 

4. 應格外謹慎，以最小化接觸不合適內容或不適當接觸同儕

或陌生人的風險。 

參考資料：ABC, 2019. Code of Practice 2019. https://about.abc.net.au/reports-publications/code-of-

practice/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行為準則不適用於先前已透過廣播或電視傳

輸的網路內容。 

而在民眾投訴方面，依據《1983 年澳洲廣播公司法》第 150 條，

若 ABC 未在 60 日內回覆投訴人，或投訴人認為 ABC 的答覆不足，

則投訴人有權向 ACMA 進行投訴。若為 ABC 提供之全國性廣播服

務，ACMA 有權介入處理投訴，但此條款並不適用於網路內容262。 

（二） Seven News 內容監理機制 

Seven News 隸屬於 Seven West Media 集團，該集團針對旗下新

聞和公共時事的製作和傳輸服務，制定全面性的編輯政策，適用範圍

涵蓋旗下所有報紙、電視、廣播、雜誌及網路服務。該編輯政策之主

 
262 若網路內容屬於禁止內容和年齡限制內容，則交由澳洲政府網路安全專員（eSafety 

Commissioner）管轄，其可要求內容服務提供商和內容託管者刪除或阻止訪問這些內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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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則如下263： 

 確保準確性、公正性，並考量所有重要事實；  

 使用準確的圖片和聲音；  

 使用準確的引述和措辭；  

 尊重個人和群體，不要過分強調年齡、膚色、性別、種族、

民族和國族出身、身心障礙、宗教或性取向；  

 應付出合理的努力，公正且迅速地更正的重大事實錯誤；  

 使用適當的手段獲取素材； 

 避免竊取。 

此外，針對電視服務，Seven West Media 要求相關製作人員應符

合業界既有準則，包括第二節提及之《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

則》，以及《ACMA 廣播電視業者隱私指導方針（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Privacy Guidelines for 

Broadcasters）》和《媒體娛樂藝術聯盟記者道德準則（MEAA Journalist 

Code of Ethics）》等。 

其中，《媒體娛樂藝術聯盟記者道德準則》僅適用於該聯盟的記

者會員，而無法直接適用於媒體內容、出版物和社群媒體貼文。該準

則之具體標準如下264： 

 應誠實地進行報導和解釋，力求準確性、公正性和所有重大

事實的披露。避免壓制相關的可用事實，也不要歪曲重點。

應盡最大努力給予公平的答覆機會。 

 避免過度強調個人特徵，包括種族、民族、國籍、性別、年

齡、性取向、家庭關係、宗教信仰或身心障礙。 

 
263 Seven West Media, 2020. Group Editorial Policy. 

https://www.sevenwestmedia.com.au/assets/pdfs/Group-Editorial-Policy2.pdf 
264 MEAA, 2020. MEAA Journalist Code of Ethics. https://www.meaa.org/meaa-media/code-of-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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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提供資訊來源。如果消息來源尋求匿名，則必須先考慮

消息來源的動機和任何其他可行的消息來源，方能達成共識。

若已達成共識，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尊重他們。 

 避免使個人利益或任何信仰、承諾、交易、禮物或利益損害

報導準確性、公正性或獨立性。 

 應揭露會影響或可能影響新聞準確性、公正性或獨立性的利

益衝突。避免以不正當的方式利用新聞立場謀取私利。 

 禁止廣告或其他商業因素破壞準確性、公正性或獨立性。 

 盡最大努力確保揭露對採訪、圖片、資訊或故事的任何直接

或間接交易。 

 使用公正、負責和誠實的方式獲取素材。在獲得出版或廣播

採訪之前，應先表明自己和雇主的身份。切勿利用他人的弱

勢或對媒體業務的無知。 

 呈現真實準確的圖片和聲音。任何可能誤導的操作都應予以

揭露。 

 避免竊取。 

 尊重個人悲傷和個人隱私。記者有權抵制強迫侵犯隱私。 

 盡最大努力執行公正的事實更正。 

綜合上述，與 ABC News 相比，Seven News 的內容監理主要是利用

業界既有規範，而未自行制定詳細的政策標準；從具體內容來看，

Seven News 僅聚焦新聞的準確性、公正性和獨立性，而較少觸及多元

觀點和兒少保護等議題。 

二、 他律 

除了上述提及由 ACMA 和業界共同管制的《2015 年商業電視行

業行為準則》、《2013 年訂閱廣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澳洲民間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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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組織協會，協助監督傳統和數位新聞內容。 

澳洲報紙理事會（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APC）成立於 1976 年，

旨在促進媒體實踐標準、確保公眾取得公共利益資訊，並保障人民的

媒體表達自由。同時，APC 也負責回應民眾關於新聞報紙、雜誌和相

關數位媒體內容之投訴。 

針對新聞媒體內容，APC 設立 2 項原則聲明（Statements of 

Principles）：一般原則聲明（State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和隱私原

則聲明（Statement of Privacy Principles）。其中，一般原則聲明主要規

範了新聞媒體內容的準確性、公正性、隱私及透明性，具體內容如下

265： 

一、 準確與清晰： 

1.  確保新聞報導和其他地方的事實素材準確且不容易誤

導觀眾，並且與意見等其他內容易於區分。 

2.  若發布之事實素材明顯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請進行

更正或其他適當的補救措施。 

二、 公平與平衡： 

1.  確保呈現之事實素材具有相當之公正性和平衡，且作

者的觀點並非基於明顯不正確的事實材料，或是省略

了關鍵事實。 

2.  確保在報導素材嚴重不利於某人的情況下，給予其日

後發表回覆的機會。 

三、 隱私與避免傷害： 

1.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應避免侵犯他人合理的隱私

範圍。 

 
265 APC, 2020. Statements of Principles. https://www.presscouncil.org.au/statements-of-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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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應避免引起或實際造成嚴重

的冒犯、困擾或偏見，或對健康或安全構成重大風險。 

四、 誠信與透明 

1.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應避免發布以欺騙或不正當

手段收集的內容素材。 

2.  避免利益衝突或充分披露利益衝突，並且確保其不影

響出版之內容素材。 

隱私原則聲明則涵蓋以下領域： 

⚫ 個人資料蒐集； 

⚫ 個人資料的使用與揭露； 

⚫ 個人資料品質； 

⚫ 個人資料安全； 

⚫ 來源匿名； 

⚫ 正確、公平和平衡； 

⚫ 個人資料的敏感度。 

此外，APC 亦針對自殺報導和病患聯繫兩個主題制定特定標準

（Specific Standards），該標準如同前述之原則聲明，同樣對媒體業者

具有約束力。 

投訴處理方面，APC 受理投訴後，第一階段由組織工作人員處理；

第二階段則交付裁決委員會審議。其裁決結果可包含譴責聲明，明確

要求發布者道歉、撤回、更正或其他指定之補救措施。APC 亦能要求

對方採取具體措施，以防止此類違規事件再次發生。 

成立於 2012 年的獨立媒體理事會（Independent Media Council, 

IMC），則旨在透過負責且獨立的新聞業來促進言論自由，並處理相

關投訴。IMC 針對平面媒體和網路平面媒體訂立行為準則，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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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266： 

 出版物必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報告誠實、準確、平

衡和公正，並披露所有基本事實。報告不得隱瞞相關的既有

事實或歪曲重點。如果報告貶損任何個人或組織，則必須採

取所有合理步驟來提供其同時回覆之權利。 

 如果不可能同時進行回覆，出版物應提供其機會，以便其在

第一時間就給予答覆。 

 出版物有權發表意見或發表他人的意見，但必須明確區分新

聞和評論。對於個人不利之評論應具合理性並來自事實。 

 除非與新聞相關，否則報告不應提及個人特徵，包括種族、

民族、國籍、性別、年齡、性取向、家庭關係、宗教信仰、

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 

 在可行的情況下，資訊應提供其來源。但是，在記者以機密

方式收到訊息的情況下，出版物應在所有情況下支持該記者，

並尊重來源保密。 

 出版物必須披露可能會影響其報導準確性、公平性或獨立性

的重大利益衝突。 

 出版物應使用公平、負責和誠實的方式獲取資料，並且不應

利用個人的弱點或對媒體業務的無知。 

 圖片和聲音必須真實準確。任何可能具誤導性的操作都應予

以披露。涉及兒童或弱勢群體的素材，應特別謹慎注意。 

 標題和說明應公平地反映文章的內容。 

 重大錯誤應以適當的方式及時更正。 

 出版物必須遵守 IMC 批准的隱私政策（Privacy Policy）。 

 
266 IMC, 2020. Independent Media Council Code of Conduct for Print and Online Print Media 

Publishers. http://www.independentmediacounci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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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和新聞工作者不得允許商業考量（包括廣告收入）或

任何個人利益影響任何出版物或文章的內容、準確性或公平

性。 

關於投訴處理方面，IMC 收到投訴後，得要求各方出席調解或聽

審，若雙方未達成協議，IMC 將繼續執行，並致力於收到投訴 14 日

內做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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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研析 

爬梳 ACMA 於 2018 年至 2020 年間發布之官方新聞稿，研究團

隊發現，在內容監理方面，該期間 ACMA 並無對任何電視臺業者執

行裁罰，但有數起行政指導案例，原因包括違反隱私、準確性、商業

置入等內容規範，相關統計彙整如下表。 

表 8-4 ACMA 過去三年行政指導案例統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商業電視臺 7 3 1 

公共電視臺 0 1 1 

總計 7 4 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研究團隊以下挑選兩個較具代表性，並以新聞和時事節目為對象

的案例，進行個案研析。 

一、 個案一：Seven Network《Sunrise》案（2018） 

根據 ACMA，澳洲商業電視臺 Seven Network 於 2018 年 3 月 13

日播出的早晨新聞節目《Sunrise》違反《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

則》，該節目中提及「原住民兒童只能安置在親戚或原住民家庭」的

敘述並不正確，儘管 Seven Network 表示該敘述引自當日報紙內容，

但 ACMA 認為業者應善盡查證責任。 

此外，針對該節目 3 月 20 日後續追蹤報導，ACMA 首先指出業

者並未更正 13 日內容之錯誤，並認為該節目內容涉及對於原住民族

群的種族歧視，暗示留在原住民家庭中的兒童將被虐待，而安置於非

原住民家庭的兒童則受到保護。  

對此，Seven Network 尋求司法審查，但於 2019 年 4 月主動中止

了訴訟。根據法院執行命令（court-enforceable undertaking），Seven 

Network 應就《Sunrise》相關生產流程的方式進行獨立審查，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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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敏感議題的處理上符合行為準則，此審查報告應於 6 個月內提交

給電視臺董事會和審計與風險委員會（Audit and Risk Committee）。

Seven Network 亦須於 6 個月內培訓《Sunrise》節目編輯人員，以協

助其識別和處理敏感議題，並在培訓結束的 5 個工作日內通知 ACMA。 

若 Seven Network 未能完成上述承諾，ACMA 可向聯邦法院申請

多項命令，包括要求 Seven Network 強制執行。 

藉由此案例可以發現，若澳洲電視業者不滿 ACMA 行政指導內

容，得透過司法程序主張權益，而 ACMA 亦得向法院申請要求強制

執行，整體流程與我國並無明顯差異。 

二、 個案二：Seven Network《Seven News》、《Sunday Night》

案（2018） 

Seven Network 分別於 2018 年 7 月 5 日和 8 月 5 日播出的新聞節

目《Seven News》和時事節目《Sunday Night》，因包含校園霸凌事件

的手機錄像畫面，遭 ACMA 指出侵犯兒童隱私，違反《2015 年商業

電視行業行為準則》。 

儘管業者已採取部分措施，例如未提供兒童姓名，並模糊兒童臉

部，但因錄像中仍可辨識數名參與暴力行為的兒童，因此 ACMA 認

為該錄像過於敏感，不適宜播出。此外，ACMA 亦表示，業者不應因

該錄像來自社群媒體，便認為可以播出。 

基於上述，ACMA 要求 Seven Network 刪除其網站和社群媒體上

的手機錄像副本，而後者亦針對該事件向內部員工宣導，並納入往後

相關培訓內容。 

此個案亦關於新聞節目未妥善處理敏感議題，經 ACMA 指導後，

業者以加強內部宣導和培訓作為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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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媒體之監理作法 

《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規管澳洲媒體產業環境，其中包含部

分網路產業，但目前而言，Facebook、YouTube 等網路平臺仍不在該

法案管轄範圍之內267。《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268亦明確說

明：「於網站（不論是否由執照業者經營）、社群媒體或社群媒體 App

上呈現之內容素材不適用於本準則」。  

儘管如此，澳洲政府近年亦於法規上進行調適。2017 年澳洲政府

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提升傳統媒體的競爭力，修正《1992 年廣播電

視服務法》，廢除其中兩項對於媒體所有權的規定如下269： 

一、 禁止商業電視執照的用戶範圍超過澳洲人口數 75%。 

二、 在單一商業無線電執照區域，業者不得經營超過 2 項的受規管

媒體（商業無線電、商業電視和新聞報紙）。 

對此改革，在地業者 Fairfax Media 給予正面回饋，指出近年媒體

環境變化，包括網路平臺的市場滲透、新聞內容的消費和發布方式轉

移，使《1992 年廣播電視服務法》的部分所有權限制顯得多餘。而在

法案修正後隔年，當地兩大業者 Nine Entertainment 和 Fairfax Media 

進行合併，並宣布拓展全平臺的媒體服務，被視為是澳洲媒體市場的

重大變革。 

除此之外，2017 年 12 月，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受澳洲總理史考特·莫

 
267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20. Media and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

iefingBook46p/MediaBroadcasting 
268 ACMA, 2019. Commercial Television 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 2015. 

https://www.acma.gov.au/publications/2019-10/rules/commercial-television-industry-code-practice-

2015 
269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20. Media and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

iefingBook46p/Media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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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森（Scott Morrison）指示，針對數位平臺對於媒體和廣告市場的影

響進行調查。ACCC 於 2019 年 7 月發布最終調查報告《數位平臺調

查報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提出以下建議270： 

一、 更新媒體監管框架，以確保傳統和數位新聞媒體有效且一

致的監管方式。 

二、 應要求指定的數位平臺向澳洲通訊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提供行為準

則，以管理其與新聞媒體業者的商業關係。該行為準則須

納入與新聞媒體業者的協商，並由 ACMA 負責指定數位平

臺，針對違反準則的業者行為施以制裁。若數位平臺在指

定後的 9 個月內無法向 ACMA 提交適當的行為準則，則

ACMA 應為其制定強制性的行為標準（ Mandatory 

Standard）。 

三、 數位平臺應建立行業準則，以明確假訊息的投訴處理。若

數位平臺未能在指定的時間範圍內建立行為準則，政府應

施行強制性標準。 

依照上述建議，澳洲政府於 2020 年以來提出多項應對措施，與

數位媒體時代下的媒體產業監理與扶持、數位平臺新聞授權、假訊息

等 3 大問題息息相關，分別說明如下， 

一、 媒體改革綠皮書 

有鑑於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在 2019 年 7 月發布的數位平臺調查報

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最終版建議，澳洲政府於

 
270 ACCC, 2020.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

platforms-inquiry-final-report 



321 

 

2020年11月27日發布《媒體改革綠皮書（Media reform Green Paper）》

271，並進行公眾意見徵詢。本次公眾意見徵詢期限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272，預計將針對商業無線廣播電視許可執照制度和相關監理措施進

行重新檢討，一方面期能減輕監管負擔與成本，另一方面也逐步要求

業者釋出無線廣播電視頻譜資源，以補貼澳洲當地新聞及節目內容製

作，並引入隨選視訊服務購買澳洲內容等相關義務。 

二、 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 

有鑑於 ACCC 於 2019 年 7 月發布的最終調查報告《數位平臺調

查報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建議，ACCC 在澳

洲政府的要求下，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布 ACCC 發布《新聞媒體議

價行為準則（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草案，並對外進行公

眾諮詢。該法於同年 12 月送交澳州議會，並於 2021 年 2 月 25 日正

式通過，3 月 2 日《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法案正式

施行。 

新法立法目的是為了鼓勵數位平臺業者和澳洲新聞業者雙方進

行商業談判，並確保雙方在協商爭議發生時能有效、公平且平衡雙方

報價，並於法中設立獨立仲裁制度。 

具體而言，澳洲政府得指定適用於議價準則之數位平臺或數位平

臺服務（目前為 Facebook 與 Google 兩家業者，往後得再視市場情況

增減），並要求其有與澳洲當地新聞業者進行授權協商之一般性義務。

除此之外，澳洲新聞業者亦得向主管機關 ACMA 登記，進而適用於

法令規範中保障的議價和主管機關仲裁等優勢。惟數位平臺與新聞媒

 
271 Media reform Green Paper. https://minister.infrastructure.gov.au/fletcher/media-release/media-

reform-green-paper 
272 New rules for a new media landscape—modernising television regulation in Australia. 

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have-your-say/new-rules-new-media-landscape-modernising-

television-regulation-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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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業者雙方若以自行訂定授權協議或相關合作契約，則不再視法案中

規定的強制仲裁與議價相關規定影響。 

本研究彙整《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法案大綱內

容彙整如下表。 

表 8-5 《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法案大綱內容 
 

章節 條文內容 

1 總則 法條用字基本定義和商業服務、行為與法條適用

範圍界定等。 

2 被指定的數位平臺業

者和被指定的數位平

臺服務 

主管機關得指定適用於本法之數位平臺業者或數

位平臺服務。 

3 新聞事業和新聞商業

公司登記 

有經營新聞事業的行業組織，得向主管機關

ACMA 登記。登記時需以書面形式說明新聞事業

的新聞來源、營運方式和申請人(公司行號負責

人)的聯繫方式等資訊。 

4 一般性要求 被指定的數位平臺或數位平臺服務應遵守的一般

性義務。 

5 無差別待遇 新聞事業不管登記與否，被指定的數位平臺或服

務都不應有差別待遇。 

6 議價(Bargaining) 已登記的新聞事業得指派代表與被指定的數位平

臺或服務進行新聞授權議價。 

7 關於授權爭議的仲裁

制度 

當新聞事業與數位平臺之間有新聞授權爭議時，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仲裁。 

8 罰則 相關業者若有侵權或違法行為時的罰則。 

9 數位平臺之間的協商 數位平臺或服務得與新聞事業自行擬訂授權協議

或相關合作契約。若新聞媒體事業接收數位平臺

業者之間的合作協議，則不適用於本法規定之議

價與仲裁制度。 

10 ACMA 的職權與功能 授權 ACMA 的執法權限和功能。 

11 其他 在此法施行後 12 個月內，主管機關必須檢視施行

結果並提交審查報告，以檢視法規施行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法案內容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Bills_Legislation/Bills_Search_Results/Result?bId=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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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3 月 2 日《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正

式施行後，ACMA 已於 3 月 3 日在官方網站公告開放新聞事業登記。 

原則上，符合議價準則中的新聞事業資格，即可向 ACMA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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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ACMA 為使業界了解準則界定的範圍，因此也發布了相關施行

指南，以協助業界了解申請資格。本次登記作業採線上登記方式，業

者須填寫相關文件資料後上傳，並由 ACM 負責審核資格。具體審查

文件包括以下項目： 

 新聞事業的營運基本資料(公司名、營運的新聞品牌名稱、營

收等) 

 新聞內容與新聞服務營運方式 

 申請人(公司行號負責人)姓名和聯繫方式 

ACMA 將再視業者提交文件內容，進行資格審核，以確認業者之

身分符合《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規定範圍。資格審

查條件包含以下： 

• 營收資格 

➢ 年收入達 150,000 澳幣(約等於 320 萬臺幣)以上，或近 5 年

內有 3 年的年營收達 150,000 澳幣以上。該營收並不僅侷限

於新聞服務所產生之收入。 

➢ 業者為證明其營收資格，應出具經相關年度財會報表以茲

證明。 

• 新聞來源（ News sources ） 

➢ 申請者得自行指定（nominate）欲註冊的新聞來源（ News 

sources ），但準則內所規範的仲裁和調處等機制僅適用於

已登記的新聞來源。 

➢ 欲註冊的新聞來源，申請者須提交相關資料，包括新聞品牌

名稱和類型、新聞製播的專業標準、閱聽眾收視調查相關資

料。 

➢ 所謂新聞製播的專業標準包括是否有設立專業的內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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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編輯獨立性和設立新聞投訴機制等 

在新法通過後，包括 Facebook、Google 等兩大數位平臺以和澳

洲當地多數新聞媒體取得授權協議。而 ACMA 也將再視新聞媒體登

記情形，對外發布已通過資格審核之業者名單。 

本案從法規設計、誘因制度和相關配套措施設計完整，不僅使得

新聞業者得以有更大的籌碼與力量與數位平臺業者協商，亦透過登記

制度設計，要求業者須提供新聞製播相關專業標準等，以兼顧新聞內

容品質。 

然而，在討論納管大型數位平臺同時，亦可能面對跨國貿易談判

問題，我國市場較小，是否有足夠的籌碼與大型平臺談判，是我國主

管機關可能面臨的問題。 

三、 澳洲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業務守則 

在澳洲政府的協商與鼓勵之下，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tal 

Industry Group, DIGI）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發布《關於澳洲假訊息和

錯誤訊息的業務守則（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273，目前包括 Twitter、Google、Facebook、Microsoft、

Redbubble 和 TikTok 等大型數位平臺業者已同意簽署，並承諾將根據

該守則來建立假訊息應對措施。 

根據該守則，簽署業者將透過標註假訊息、降低假訊息內容排名、

暫停或中止發布假訊息帳號、移除假訊息內容、以及將可靠訊息來源

優先排序等方法，來減少服務上的假訊息和錯誤內容。此外，簽署該

守則之業者亦將出版年度報告，告知用戶相關措施的執行情形與其他

資訊（第一份報告預計在 2021 年 5 月發布）。 

 
273 DIGI, 2021. 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https://digi.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2/Australian-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and-

Misinformation-FINAL-PDF-Feb-22-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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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守則主要是為了回應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在

2019 年 7 月發布的數位平臺調查報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最終版建議，由行業制定自律守則，並由澳洲通訊及媒體管

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依據業

者公布報告結果進行監督。ACMA 預計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向澳

洲政府報告守則的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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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相關議題研析 

本研究於第二至八章節，蒐集並整理我國及各國針對電視新聞頻

道之相關監理議題研析，包括盤點我國及各國政府針對新聞頻道營運

管理、內容監理、新聞從業人員自律及他律機制、網路新聞監理及相

關個案研析等，從中歸納整理為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相關議題。 

為了解國內產官學界對於本案研究議題之看法與建議，本研究又

進一步擬定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討論題綱，針對我國「電視新聞內容」

及「法規監理」等兩大構面，於 2020 年 11 月間邀請我國電視新聞頻

道經營業者、學者、產業公協會、公民團體等相關利害關係人召開共

四場次焦點座談會議（出席名單請見表 1-2，詳細會議記錄請見本研

究附件三），以凝聚產官學意見。 

本案在辦理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後，再透過政策制度比較分析，就

本案研討議題，交叉比較我國、各國及焦點座談會議各界意見，以提

出我國政府可參考之具體政策建議，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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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數位匯流時代下電視新聞頻道發展概況研析 

一、 數位匯流時代下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概況 

為了解我國及各國廣電媒體新聞頻道經營現況，本研究先爬梳研

究個案（包括美、英、德、日、韓、澳洲等 6 大國家）廣電媒體發展

現況，並比較我國發展情形。 

結果發現，各國閱聽眾接收廣電新聞內容之主要媒介不盡相同。

美國以地方無線電視臺製播的新聞節目仍是民眾收視主流，其次為有

線電視新聞頻道、大型無線電視聯播網新聞等。當地有線電視及直播

衛星廣播電視等 MPVD 服務普及率高，為民眾家戶接收電視節目內

容之主要管道。除此之外，美國電視新聞頻道為了因應數位匯流發展，

亦積極拓展網際網路新聞服務，包括經營官方網站、社群媒體、網路

新聞直播等，已成為當地電視新聞頻道經營常規。 

英國目前僅接收數位無線電視的家戶仍為多數，其次為付費直播

衛星廣播電視，數位有線電視及 IPTV 等服務市占比相較低。連帶英

國民眾目前主要觀看的電視新聞節目仍以無線廣播電視臺製播節目

為大宗，包括 BBC one、ITV 和 BBC News 等，顯示當地無線廣播電

視仍是收視主流。 

德國民眾主要透過有線電視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來觀看電視節

目，為當地兩大主要廣電媒體收視平臺。而在電視新聞節目方面，德

國兩大公共廣播電視品牌 ARD 及 ZDF 製播的電視新聞節目仍是民

眾新聞頻道主要來源。該兩大無線廣播電視在數位電視發展下，亦有

提供 24 小時的新聞頻道及網路新聞服務。 

日本廣電市場長期由無線電視業者主導，直播衛星廣播電視及有

線電視市占相較不高。日本目前除有無線廣播電視主要頻道播出的新

聞節目外，24 小時專門播送新聞節目的新聞頻道共有 7 家，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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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業者經營的 NTV NEWS24（日テレ NEWS24）、TBS NEWS、

AbemaNews、日經 CNBC，以及由外國新聞業者主導的 CNNj、BBC 

World News 以及 TV5MONDE 等。其中，AbemaNews 是由日本朝日

電視臺與網路業者合作製播的網路新聞頻道，其特殊經營模式值得關

注。 

韓國關於各平臺的收視分布，目前無線電視仍為民眾收視主流，

其次包括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IPTV 等亦有部分市占。韓

國無線廣播電視臺 KBS、有線電視 JTBC 電視臺與新聞頻道 YTN 等

為韓國當地目前三大新聞信賴度較高之業者。 

澳洲部分，根據主管機關 ACMA 調查，電視仍為澳洲民眾的主

要新聞來源，網路新聞居次。民眾家戶主要以無線廣播電視為收視主

流，付費電視市占相較不高。目前，澳洲專門新聞頻道僅有 2 家，分

別為 ABC News 和 Sky News Australia，兩者皆為 24 小時新聞頻道。

而其他收視率較高的新聞服務還有主要商業電視臺 Seven News、Nine 

News 和 10 News First 等製播的新聞節目。 

我國民眾以有線電視為主要廣電節目收視來源，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無線廣播電視及 IPTV 相較市占低。而在國內新聞頻道上，除了

無線廣播電視臺自製新聞節目或營運新聞專業頻道外，國內亦有多家

專門製播新聞頻道的衛星廣播電視頻道供應事業，且在收視表現上，

以在有線電視系統上播出的衛星廣播電視頻道為收視市占主流。 

本研究比較彙整各國及我國廣電新聞頻道發展概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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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各國及我國廣電新聞頻道發展比較表 

國

別 
廣電新聞頻道發展概況 

我

國 

民眾以有線電視為主要接收廣電節目管道，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無線廣播

電視及 IPTV 相較市占較低。而在國內新聞節目上，除了無線廣播電視臺

自製新聞節目外，國內亦有多家衛星廣播電視頻道供應事業。各家電視臺

為了經營不同的目標客群，而延伸出不一樣頻道特性與經營內容，並擴展

經營網際網路新聞。然在網路新聞經營上，各家經營規模及經營方式仍有

層次上的差異。 

美

國 

美國以地方無線電視臺製播的新聞節目仍是民眾收視主流，其次為有線電

視新聞頻道、大型無線電視聯播網新聞等。當地有線電視及直播衛星廣播

電視等 MPVD 服務普及率高，為民眾家戶接收電視節目內容之主要管道。 

英

國 

英國目前僅接收數位無線電視的家戶仍為多數，其次為付費直播衛星廣播

電視，數位有線電視及 IPTV 等服務市占比則相較低。連帶著英國民眾目

前主要觀看的電視新聞節目仍以無線廣播電視臺製播節目為大宗，包括

BBC one、ITV 和 BBC News 等。 

德

國 

德國民眾主要透過有線電視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來觀看電視節目，為當地

兩大主要廣電媒體收視平臺。而在電視新聞節目方面，德國兩大公共廣播

電視品牌 ARD 及 ZDF 製播的電視新聞節目仍是民眾新聞頻道主要來源。 

日

本 

日本廣電市場長期由無線電視業者主導，直播衛星廣播電視及有線電視市

占則相較不高。日本目前除有無線廣播電視主要頻道播出的新聞節目外，

24 小時專門播送新聞節目的新聞頻道共有 7 家。 

韓

國 

無線電視仍為民眾收視主流，其次包括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IPTV 等亦有部分市占。韓國無線廣播電視臺 KBS、有線電視 JTBC 電視

臺與新聞頻道 YTN 等為韓國當地目前三大新聞信賴度較高之業者。 

澳

洲 

民眾家戶主要以無線廣播電視為收視主流，付費電視市占相較不高。目前，

澳洲專門新聞頻道僅有兩家，分別為 ABC News 和 Sky News Australia，

兩者皆為 24 小時新聞頻道。而其他收視率較高的新聞服務還有主要商業

電視臺 Seven News、Nine News 和 10 News First 等製播的新聞節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網路新聞對於既有電視新聞產製流程的衝擊 

因應數位匯流趨勢與寬頻網路服務逐漸成熟，我國網路新聞發展

亦快速開展，除對於既有電視新聞頻道營運造成影響，亦催生出許多

創新且多元的新興新聞服務。 

民眾取得新聞資訊來源的管道已經不再只侷限於電視新聞頻道，

而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連接各式終端裝置觀看新聞。具體而言，我國目

前網路新聞可大體歸納為三大類：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傳統媒體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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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新聞服務和新興 OTT 網路平臺等。 

（一）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部分，由於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及多元互動性，

創造新的服務商機和營運模式，因此有更多以不同閱聽眾為目標受眾

的新興新聞媒體出現，其中國內目前如有《報導者》、《端傳媒》等原

生新聞媒體。除此之外，在成立之初以橫跨經營新聞雜誌出版和網站

服務等兩大目標為方向的《鏡傳媒》業者，近年來除大幅擴展各式網

路原生內容和數位新聞服務外，亦向通傳會申請設立「鏡電視新聞臺」

274，目前雖尚未獲通傳會許可，但對於傳統廣電新聞頻道而言，亦可

說是在網路新聞蓬勃發展下衍生的新興服務競爭議題。 

（二） 傳統媒體衍生的網路新聞服務 

在數位趨勢下，國內各家電視臺為了經營不同的目標客群，而延

伸出不一樣頻道特性與經營內容，且國內多數電視臺都已擴展經營網

際網路新聞，經營方式包括官方網站、社群媒體、YouTube 直播影音

服務和 OTT TV 服務等。然在網路新聞經營上，各家經營規模及經營

方式仍有層次上的差異，多數電視臺業者僅聘僱少量人力，將原有電

視新聞節目素材重新上傳至網路服務上，並視網路平臺的特性和議題

取向，重製網路新聞內容。部分電視臺則以更積極的方式經營網路服

務，包括籌組網路新聞專門編輯部門和新聞記者人力等，針對網路服

務的閱聽眾收視喜好、特性等，製播原創的網路新聞內容。而在新聞

議題取材上，原則上業者在成本及經營綜效的考量下，同一家電視臺

旗下的電視新聞及網路新聞部門，常常有新聞素材共用的情況，惟具

體而言在新聞呈現、目標閱聽眾等新聞製播考量上仍會有所差異，因

此難以將傳統電視臺製播的所有網路新聞與傳統廣電新聞完全劃上

 
274 彭慧明，2021。鏡電視新聞台再卡關 自創「外部公評人」仍過不了 NCC。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189577?from=edn_hotlist_story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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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號，會視網路平臺的技術特性差異、主要的目標閱聽族群、新聞議

題的設定方式、新聞價值判斷及業者自身的營運考量等不同因素而改

變。 

以本研究第二章分析的國內既有廣電媒體跨業經營的網路新聞

服務來說，在業者經營的新聞網站上，因網站技術特性可以涵蓋文字、

影音和各類互動式操作功能，因此對於同一新聞素材來說，相較電視

頻道 24 小時的製播限制和電視剪輯問題，網路新聞即可涵蓋電視臺

新聞記者採訪的更多內容，甚至可以將新聞畫面在完全不剪接的情況

下放上新聞網站，不受電視播報時長、畫面篇幅等限制，讓觀眾觀看

更多內容。 

而在社群媒體上，國內新聞業者目前多數都已有經營 Facebook

等社群平臺上的官方帳號。且為了加強社群平臺上的互動性，根據國

內學者275的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對於新聞產製的流程造成影響，進而

衍生出所謂的「小編新聞學」，意即國內媒體為了因應 Facebook 等社

群媒體不同以往的新聞價值呈現方式，因而改變內容選材與呈現策略

的影響力，且社群編輯在挑選新聞及選取重點時，往往會以引發閱聽

人興趣及點閱率為導向，甚至透過各種的互動功能和用戶互動，與傳

統電視新聞產製流程已經明顯的不同276。 

（三） OTT 網路平臺 

最後在 OTT 網路平臺上，約莫在 2016 年起，國內隨著寬頻網路

及數位匯流的發展，許多 OTT TV 服務進入市場，包括傳統廣電媒體

業者、電信業者、和新興服務業者等都推出 OTT TV 服務。而在國外

業者部分，目前國內民眾較常使用的大型數位平臺則是以 Google 旗

 
275 劉昌德，2020。小編新聞學：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 如何轉化新聞專業。新聞學研究，第

142 期，頁 1-58。 
27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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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兩大數位平臺為民眾使用主流，國內其

他 OTT TV 服務相較比較不成熟。連帶的，國內目前多數電視新聞平

臺都有將電視新聞頻道內容於 YouTube 平臺上直播，其直播內容多

與電視頻道內容一致，目的是為了提供用戶更多元的收視管道並擴展

網路服務上的影響力，讓用戶可以在傳統有線電視等收視管道外，透

過更多載具收看電視頻道內容。 

由於網際網路的開放性，雖然目前多數電視臺業者都是將完整的

電視新聞內容放到 YouTube 平臺上直播，然而，網際網路目前因規範

相較低，無須特定新聞執照即可在 YouTube 或網際網路上設立新聞

直播節目，因此也衍生原創網路新聞頻道的可能性。以 2020 年底中

天電視公司旗下中天新聞臺為例，其因換照許可未通過，因此在 2020

年底下架有線電視系統後，立即轉往網際網路經營，在 YouTube 上開

設獨創的新聞直播性節目外，仰賴 YouTube 廣告分潤、會員付費訂閱

分潤和其他直播贊助等商業模式創造不同以往的獲利來源和經營模

式，確實對於整體廣電新聞媒體的經營生態和主管機關監理層面上帶

來衝擊。以國際案例來看，前述提到的日本 AbemaNews 亦是由日本

朝日電視臺與網路業者合作製播的網路新聞頻道。 

過往因電視新聞頻道經營成本相較高，且多數國家設有執照許可

監理制度，然而在網際網路時代下，新興服務與技術革新為廣電媒體

帶來大量衝擊，不只影響新聞產製流程，更有許多既有法規和新興服

務適法性的討論。 

我國目前主要電視頻道業者紛紛因為網際網路的影響，而成立網

路新聞部門或小組，提供數位化網路新聞或網路原創內容，競逐閱聽

眾目光。且由於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頻道的營運目標和閱聽受眾略有

不同，部分電視頻道業者認為兩者不盡然形成競爭，而是一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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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產製思維，尤其在製播方式上，業者表示電視內容若未經修改再

製而轉移至網路平臺，會難以取得流量。因此我國亦有部分業者採取

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獨立製作，以更符合不同平臺的閱聽眾需求。 

且相較之下，網路新聞面對的市場環境亦與傳統廣電媒體有所不

同，包含著紙媒品牌的網路新聞、傳統電視品牌的網路新聞和更多元

的網路原生新聞或小眾新聞。另外在網路的高度互動性下，使用者自

製內容（UGC）蓬勃發展，和傳統專業產製內容（PGU）特性不同，

卻也可說是廣義公民新聞或公共新聞學的一環，對於傳統廣電新聞產

製生態確實造成很大的衝擊。 

三、 新聞內容查證與品質 

在網路新聞蓬勃發展下，網際網路視聽媒體（OTT TV）與社群

媒體等新興數位平臺爭逐觀眾目光，導致傳統電視收視觀眾逐漸流失，

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亦面臨嚴峻挑戰。廣電媒體產製新聞的方式

在網路新聞的影響下已經出現許多轉變，許多網路訊息和社群媒體即

時傳播的特性，而導致假訊息（disinformation）問題。在資訊爆炸的

時代下，新聞搶快的商業經營模式如何妥善落實事實查證、提升電視

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為了解國內廣電媒體業者如何在網際網路時代下落實新聞內容

查證與品質，本案透過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會議上，就實務面上

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內容查證及品質提升議題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

解決辦法等，詢問業者、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意見。各場次與會者針

對新聞內容之查證與品質等議題回覆意見，彙整分析如下： 

（一）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一場：業者 

參與業者均同意信賴度是電視新聞賴以生存的重要指標，尤其在

近年來多次新聞爭議事件（例如：關西機場事件）中，民眾對電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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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有著相當依賴。尤其，過去經常受到學界批評為求快速不願查證的

情況，業者認為已經不完全是指導電視新聞第一線工作的唯一準則

「那個瘋狂追求速度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多數業者亦同意，煽色腥

也已經不是收視率唯一良藥。為了提高信賴度，查證是所有業者均同

意必須完成之新聞工作項目。 

然而，「查證」有實際執行上的難度，業者從兩個角度提出。首

先，是時間與查證效率之間的平衡。在較為複雜的新聞事件中，有時

必須盡速讓民眾了解事件發展（如：災情救援進度），因此「完整查

證」有執行困難。同時，新聞工作者並無調查權，因此部分新聞內容

無法以「查證」方式處理資訊內容，因此，業者認為應該以「合理查

證」為標準。 

第二，在新聞記者無法到場的情況下，有時非常依賴官方資訊作

為報導依據。本次焦點團體在討論關西機場事件時，業者為確定新聞

內容，在不可能（或來不及）前往當地的情況下，非常仰賴我國駐日

本官方機構提供正確詳實之資訊作為報導之依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

在災害情況下，我駐日機構人員並未接聽電話或回覆郵件，這導致在

該事件的決策，呈現所有業者皆引用錯誤資訊的情況發生，終造成憾

事。 

此外，幾乎所有新聞事件都是發展中的事件，因此在不同階段的

「查證」內涵亦有區別，或可稱為「滾動式查證」。有業者指出，在即

時新聞中露出的內容，經過較長時間查證後，於週末播出深度議題討

論節目或專題報導時，或可彌補因為即時新聞來不及完成之查證與討

論。 

部分業者提出其組織內部以正面表列「正能量新聞露出」為考核

項目，即是認為應注意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亦有業者指出，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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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利益壓力下，仍有頻道業者要求所有新聞露出均應經過編審審查。 

（二）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二場：公民團體 

關於新聞信賴度提升之問題，公民團體認為可從兩方面下手。第

一，在既有法規中，並未對公平原則提出裁罰手段，因此應該入法，

必要時應該成為換照的重要指標。第二，提升查證效用與信賴度，首

先應該提升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因此，也要把勞動條件、技術水

準等納入換照的指標中，敦促業者在持有執照期間遵守規範。 

在速度與正確的兩難中，三律共管的原則應該要適當發揮。尤其

在自律部分，應該要依據社會變化，滾動式修正自律內容與範疇。而

且自律得到的結論應該要落實在具體的新聞操作上，如此自律才能受

到重視。 

公民團體同時認為，NCC 應該鼓勵並強化「他律」的內涵與專業

度。透過引入專業尺標，以及類似陪審團方式納入社會意見，將可以

使得「他律」得以成為 NCC 或監理單位裁罰的依據，如此，裁罰個

案時所衍生的爭議，亦可於透過他律機制進入社會討論，而不需要在

特定頻道換照時，變成單一個案，淪為政治鬥爭。持此意見之公民團

體認為，此舉可能需花費十年時間慢慢處理、磨合，然一旦建立，對

於健全我國新聞頻道發展將有莫大助益。 

在查證方面，公民團體認為，有些新聞內容處理方式（如自殺）

已經有明確的標準（如：三不三要），業者在執行上有依據，從結果

來看成效都不錯。如此看來，被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認定有模

仿疑慮的內容（如霸凌），就應朝向此方向，為業者建立清楚明晰的

規範，並處罰沒有做到的人。這些裁罰項目、應遵守的作法、裁罰標

準等，應該與時俱進。同時，這些裁罰行為若能建立制度，就能有效

提供換照審議好的證據。 



336 

 

（三）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三場：專家學者 

其中一組意見認為應該堅持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並且維護言論

多元化。有學者認為，在網際網路已經流行的前提下，頻道稀有性的

概念已經不復存在（除了無線訊號外），規管應該鬆綁。除了言論自

由之外，規管單位亦應考慮電視事業投資的可預期效果，力求在換撤

決議與投資意願之間達成平衡。 

有關事實查核的部分，多數學者認為查證不可能窮盡，特別是對

即時新聞來說，查證有具體限制，因此應該以「適當查證」為目標，

並且透過各新聞臺自律委員會與衛星電視公會雙重自律機制，落實適

當查證的具體作為。 

（四） 異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四場 

本組的討論因為有學者、前規管官員、業者，因此意見頗為多元。

業者認為在媒體收益為競爭市場的情況下，強加規管不利新聞頻道生

存。且第一線工作者認為，現在台灣新聞早已經脫離三器、煽色腥新

聞，而且記者的查證早就被民調取代，現在的問題不在查證，而在業

配量太大，沒有真正的新聞被報導出來。 

學者則認為管制應該由結構面下手，因為市場不需要無限擴大

（閱聽人並沒有無限增加），因此針對最大者應該反壟斷，針對最小

者應該設定退場機制。在自律方面，學者雖也贊成自律，但認為應該

參考各國作法，以跨媒體自律方式、乃至於接近互評的方式，以達到

督促業者進步的效果。當然，學者亦強調應該避免直接干預。尤其針

對線性播出的業者，就應受廣電三法管理，否則就應該進入隨選市場。

有學者認為，在商業市場中放入公共媒體是不公平競爭；不過同一場

仍有業者認為，不但應該管制電視新聞，也應該管制網路，而且不應

該只靠主管機關通傳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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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彙整上述各場次針對新聞內容查證及品質議題之會議重

點如下表 9-2。



338 

 

表 9-2 新聞內容查證與品質議題焦點團體訪談會議意見彙整 

 針對新聞節目內容之查證原則與新聞品質（信賴度）議題 

場

次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一

場：業者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二

場：公民團體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三

場：專家學者 

異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第四場 

意

見 

 過去經常受到學界批評為求

快速不願查證的情況，業者認

為已經不完全是指導電視新

聞第一線工作的唯一準則。多

數業者亦同意，煽色腥也已經

不是收視率唯一良藥。為了提

高信賴度，查證是所有業者均

同意必須完成之新聞工作項

目。 

 然而，「查證」有實際執行上

的難度，需考慮時間與查證效

率之間的平衡。 

 考量部分事件新聞記者並無

調查權或有查證之困難，業者

認為應該以「合理查證」為標

準。 

 針對發展中的事件，不同階段

的「查證」內涵亦有區別，或

可稱為「滾動式查證」。 

 信賴度提升之問題，公民團體認

為可從兩方面下手。第一，在既

有法規中，針對公平原則相關裁

罰依據應適度入法，必要時應該

成為換照的重要指標。第二，提

升查證效用與信賴度，把勞動條

件、技術水準等納入換照的指標

中，敦促業者在持有執照期間遵

守規範。 

 在速度與正確的兩難中，三律共

管的原則應該要適當發揮。自律

部分，應該要依據社會變化，滾

動式修正自律內容與範疇。同時

應鼓勵並強化「他律」的內涵與

專業度，作為 NCC 或監理單位

裁罰的依據。 

 查證方面，針對特定爭議性議

題，應為業者建立清楚明晰的規

範，裁罰項目、應遵守的作法、

裁罰標準等也應與時俱進。 

 部分學者認為應該堅持言論

自由與新聞自由，並且維護

言論多元化。 

 有學者認為，在網際網路已

經流行的前提下，頻道稀有

性的概念已經不復存在（除

了無線訊號外），規管應該鬆

綁。 

 除言論自由外，規管單位亦

應考慮電視事業投資的可預

期效果，力求在換撤決議與

投資意願之間達成平衡。 

 有關事實查核的部分，多數

學者認為查證不可能窮盡，

特別是對即時新聞來說，查

證有具體限制，因此應該以

「適當查證」為目標，並且

配合他律機制，落實適當查

證的具體作為。 

 業者基本上不希望太多

管制，而改由媒體組織

或公會以自律方式進

行。 

 學者雖也贊成自律，但

認為應以跨媒體自立，

乃至於接近互評的方

式，處以裁罰，以達到

督促業者進步的效果。 

 業者部分，第一線工作

者認為，現在台灣新聞

早已經脫離三器、煽色

腥新聞，而且記者的查

證早就被民調取代，現

在的問題不在查證，而

在業配量太大，沒有真

正的新聞被報導出來。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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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研析 

本研究為具體了解我國及各國政府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因而從監理機關、監理法規、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管理、電視新聞內容

監理等四大面向著手進行分析，並於焦點團體訪談會議中，就我國所

面臨之問題，徵詢與會產學界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 

以下，分別就我國及各國不同電視新聞頻道監理議題及焦點座談

會議意見彙整分析如下： 

一、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議題 

為了解各國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總體之規制理念，本研究透過個案

研析及文獻資料蒐集，了解各國對電視新聞頻道之具體監理作法、法

令規定、政策措施，並詳細就監理機關屬性、營運管理作法（含執照

申設制度、評鑑及換照機制、有無申設之總量管制等議題）、內容監

理及其他維護大眾視聽權益相關作法等進行比較分析。 

在新聞頻道營運管理上，本研究廣蒐各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

之後發現，各國對電視新聞頻道之具體監理作法、法令規定、政策措

施等，依其社會背景對電視新聞內容監理做法各有特色，但部分監理

價值與政策目的仍有其共通性，如兒少保護、新聞言論自由、公平公

正、市場多樣性等。 

另外，由於各國對於在不同傳播媒介製播之新聞頻道仍存在管制

上的差異。多數國家有鑑於無線廣播電視之公共性，因此對其在營運

管理上賦予較高的責任與義務，而對於付費電視之新聞頻道，則有不

同層次之規管措施。 

為具體區分無線廣播電視與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之差別管制作法，

以下先就兩大媒體於各國營運管理層面差異說明如下： 

（一）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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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廣播電視主管機關為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其

主要依據美國聯邦法典來監理廣電媒體。整體而言，美國對於無線廣

播電視臺申設採取較嚴格的執照審核機制，主要原因係考量無線電視

利用無線電波之技術特性，並要求其應承擔一定的地方公共責任。除

此之外，在 MVPDs 等平臺上提供之付費電視新聞頻道（如 CNN、

Fox News、MSNBC 等），考量《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及新聞自

由之保障，FCC 原則上並無設立付費電視頻道執照許可或登記制度，

包括無執照申設、評鑑、換照、廢照及申設總量管制等限制。 

（二） 英國 

英國執照管理方式並未針對新聞頻道設立特別規範，而係依據無

線電視臺、數位無線電視服務與須照之電視內容服務等服務性質，將

電視執照區分為無線電視臺、數位無線頻道服務（DTPS／DTAS）與

須照之電視內容服務（TLCS）等三大類。個別執照皆設有其持股限

制、廣告規範與執照管理辦法，原則上仍以無線廣播電視服務管制較

為嚴格，在執照審查與效期上有較多限制。 

無線廣播電視執照以 10 年為限，而 DTPS、DTAS 等數位無線頻

道服務執照則無特定期限或評鑑制度，惟主管機關得於職權範圍視實

際情形在符合正當程序的情形下，更改、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 

（三） 德國 

德國對於廣播電視之監理制度，主要是採取「基礎建設」及「節

目頻道」分離管制之立法模式，並依照設置基礎建設之有無、公共廣

播電視或商營廣播電視等不同媒體特性及監理目的，採不同的監理強

度。德國對於公共廣電媒體、商營廣電媒體和網路媒體等三大媒體類

型依照不同的管制目標，而設有對應的監理制度、強度和法規，其中

以公共廣電媒體所賦予之責任義務最高，德國政府除此執照制度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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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業者申設外，還必須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商營廣播電視臺則主要透

過執照核發程序來管控其進入市場，同時，電視頻道供應事業者則應

向主管機關取得「播放許可」執照，始得進入市場。網路媒體部分，

依據德國最新的《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 ，網路媒體又再細分

為類傳統廣播電視服務的網路媒體（Rundfunkähnliche Telemedien）、

網 路 媒 體 平 臺 （ Medienplattformen ）、 中 介 媒 體 平 臺

（Medienintermediäre）和影音分享平臺（Video-Sharing-Dienste）等規

管對象。於法令上，廣電媒體的相關規管強度仍較高，網路媒體則視

其服務特性，所應遵守的義務規定相較低。 

（四） 日本 

日本廣電媒體是由總務省負責統籌，其執照制度依照傳播方式分

為核心播送和一般播送，前者包含無線電視、無線廣播、BS 衛星電

視等；後者包含有線電視、IPTV 等。依據 2010 年整合後之《放送法》，

為促進節目製作的市場競爭，核心播送業者可以選擇軟體和硬體由一

致或不同的業者提供，即軟硬體合一或分離之執照制度，惟目前日本

核心播送業者多數仍是採軟硬體合一執照。 

（五） 韓國 

韓國電視新聞頻道規範法規包括《放送法》、《新聞通信促進法》、

《媒體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等規範，主管機關韓國主要由 KCC

肩負監管通訊傳播營運商運作，其旗下 KCSC 則負責管理節目內容，

另關於一般通訊和廣播政策制定則由 MSIT 主要負責。 

韓國對於頻道管理採審批制度管制數量，各業務許可經營規範主

要列於《放送法》，其分類包括無線電視業務、衛星廣播電視業務、

綜合有線廣播電視業務或中繼（轉播）有線電視業務與節目提供事業，

按不同媒介性質分別向 MSIT 登記或 KCC 登記。其中，綜合頻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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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新聞專業頻道業者等有不同規範。新聞頻道屬節目提供事業類型，

其經營須獲 KCC 許可，原則上有效期間為 5 年，惟 KCC 衡量觀眾權

益、公共利益等因素，可縮短許可的有效期限。  

（六） 澳洲 

澳洲監理電視頻道業務的主管機關為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ACMA）。於澳洲進行電視節目之公共傳播，需要向主管機關廣播

電視服務頻段執照和廣播電視設備執照，而在電視頻道數量限制上，

ACMA 係依各地人口數等條件，規定該執照區域中可用的廣播和電

視頻道數量，以及業者必須遵守之技術標準，但該限制並未針對新聞

頻道特別規定。 

（七） 我國 

我國對電視新聞頻道規管主要由通傳會依《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等相關規範為之。無線廣播電視臺需依照《廣播電視

法》向主管機關取得營運執照，而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則須按

《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採申請許可制度，執照有效期間為 6 年，

而業者在於執照期間屆滿前 6 個月，應填具申請書及換照之營運計畫

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本研究比較各國及我國對於不同類型新聞頻道之營運管理機制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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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各國及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做法比較表 

國

別 
主要監理機關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做法 

頻道申設 執照期限 評鑑／換照／廢照制度 頻道總量管制 

我

國 

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無線廣播電視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9 年 

於有效期間屆滿前，應依主管機關之公告，申

請換發執照。 申請換發執照之資格、條件與程

序及其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無 

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6 年 

應於期限屆滿前 6 個月提出換照申請。 

滿 3 年時，辦理評鑑，對評鑑結果不合格者，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無法改正者則得廢

止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美

國 

美國聯邦通訊傳

播委員會（FCC） 

無線廣播電視

執照（商業及

非商業）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8 年 

要求無線廣播電視臺業者每季必須填寫公共

檢查文件，以向公眾說明製播電視節目，並作

為換照審查依據，以檢視無線廣播電視臺服務

地方社區並符合公共利益義務之證明。除此之

外，FCC 換照程序上會舉行公聽會議，閱聽眾

得提出意見。 

無 

付費電視新聞

頻道 
無 無 無 無 

英

國 

英國通訊管理局

（Ofcom）；內容委

員會；數位、文化、

媒 體 暨 體 育 部

無線廣播電視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多 為 10

年 
依照評鑑項目辦理換照程序 

無 
數位無線頻道

服務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無 

原則上執照並無特定期限或是評鑑制度，亦無

執照期限。但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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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主要監理機關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做法 

頻道申設 執照期限 評鑑／換照／廢照制度 頻道總量管制 

（DCMS） 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 

須照之電視內

容服務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無 

原則上執照並無特定期限或是評鑑制度，亦無

執照期限。但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更改、

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 

德

國 

德國聯邦媒體主

管 （ die 

Medienanstalten） 

無線廣播電視

臺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依各邦媒

體主管機

關規定辦

理 

依各邦媒體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無 

付費電視頻道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依各邦媒

體主管機

關規定辦

理 

依各邦媒體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無 

日

本 
總務省 

核心播送電視

臺 

軟硬體合一執

照 
5 年 申請續照者可採簡易手續。 無 

軟硬體分離執

照 

一般播送 

業務經營分為

登記制（登録）

和報備制 

無 無 無 

韓

國 

韓國通訊傳播委

員會（KCC）；韓國

科學技術資訊通

信部（MSIT）；韓

綜合頻道或新

聞專用頻道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5 年 

原則上有效期間為 5 年，惟倘 KCC 為保護觀

眾權益、實現公共利益等利益，認為有必要，

可縮短許可的有效期限。 

換照後許可期限，則以換照審查的分數判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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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主要監理機關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做法 

頻道申設 執照期限 評鑑／換照／廢照制度 頻道總量管制 

國放送通訊審議

委員會（KCSC） 

之，許可期限範圍介於 3 至 5 年間。 

澳

洲 

澳洲通訊及媒體

管理局（ACMA） 

商業廣播電視

執照 

採申請許可執

照制度 

依執照相

關規定辦

理。 

依執照相關規定辦理。 

ACMA 係依各

地人口數等條

件，規定該執

照區域中可用

的廣播和電視

頻道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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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上述研究分析，發現各國對於新聞頻道之申設、評鑑、

換照與廢照等制度有不同層次的規範，其中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之規

範強度普遍較高，各國均透過執照制度來管制業者進入市場，而對於

付費電視新聞頻道申設則依各國國情而有所不同。我國則是考量《通

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所揭示「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播技術而為差別

管理」之原則，因而訂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將無線廣播電視和衛星頻道供應

視事業製播內容依照相同的基準來裁量。 

在執照設置制度上，本研究查找國家中，僅美國無設立付費電視

新聞頻道執照制度，但美國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之執照仍設有換照機

制，並透過公聽會方式來開放閱聽眾參與換照流程。日本則是為了鼓

勵節目內容製作產業，對於核心放送執照提供軟硬合一或分離等兩種

執照制度。除此之外，包括英國、韓國、德國等，對於付費電視新聞

頻道以執照許可方式來管制其設立。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均有設立頻道執照制度的國家作法，發現其中

僅有韓國對於新聞專用頻道有設立特別執照制度；而英國雖設有執照

制度，但原則上執照並無特定期限或是評鑑制度，亦無執照期限，但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更改、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本研究針對

上述英、韓兩國付費電視頻道營運管理作法與我國比較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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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頻道申設、評鑑及換照機制比較表 

 我國 韓國 英國 

頻道申設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採申請許可制度 採申請許可執照制度，並依綜合頻道或

新聞專用頻道採不同的申設制度 

數位無線頻道服務需向主管機關取

得執照 

評鑑 滿 3 年時，辦理評鑑，對評鑑結果不合格

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無法改正

者則得廢止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為了解廣播電視節目品質與經營狀況，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每年進行廣

播電視評鑑計畫。以 2020 年通過的「2019

年廣播電視評鑑計畫」為例，針對韓國

157 家廣播電視業者（共 367 個廣播電視

臺）進行評鑑，涵蓋無線廣播電視、有線

廣播電視、衛星廣播電視與頻道供應事

業等。今年度評鑑方式從節目內容、編輯

與營運等三大面向著手進行： 

 節目內容：主要評鑑項目包括節目

品質、獲獎情形、內部自律與公正報

導委員會運作現況、觀眾評價對於

節目產製的影響與營運狀況等 

 編輯面向：著重於了解各大電視臺

內部觀眾委員會運作現況與特定族

群節目內容製播情形，如兒童、身

障、災難廣播、公益廣告與超高畫質

（UHD）節目等 

 營運面向：評鑑內容包括電視臺財

務狀況、經營透明度、人力資源開

發、廣電內容與技術投資情形、聘僱

僅對無線廣播電視設立評鑑制度，

而一般數位無線頻道服務因無執照

期限，因此原則上亦無相關評鑑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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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人士與性別平權、公平交易秩

序與個人資料保護等項目。 

KCC 在 2020 年 6 月起開始進行評鑑，並

於同年 12 月公布結果，該評鑑結果將作

為未來各大廣播電視業者申請換照時的

審查考量因素之一。 

換照/廢照 應於期限屆滿前 6 個月提出換照申請。 

按其規定，頻道換照審查項目可區分為

執照期間第 4 年至執照屆滿 6 個月前營

運計畫執行報告與未來 6 年營運計畫兩

大類別，其具體審查項目與評分表如下

表羅列： 

1. 執照期間第 4 年至執照屆滿 6 個月

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40 分： 

 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

形。 

 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

行情形。 

 財務狀況。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2. 未來 6 年營運計畫，60 分： 

 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 

 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廣播電視綜合業務或新聞報導有關頻道

經營許可期限屆至前 6 個月，向主管機

關申請換照。主管機關審查依據除除《放

送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列之原則外，另

需考量以下事項： 

 放送評價委員會對其表現之評估 

 因違《放送法》而被糾正次數與不遵

守糾正處分的情況；以及廣播公司

公共責任執行狀況，與違反其他法

律規定之情形 

 觀眾委員會對廣播節目的評價 

 對社區發展的貢獻 

 支持廣播電視發展計畫實踐情形與

依法對無線電視業者和中小型廣播

公司的廣告銷售的支持情形 

 是否實踐前次許可當下要求之附加

條件 

以 2020 年 4 月韓國 KCC 最新公告《2020

年綜合頻道與新聞專業頻道業者換照申

請規則》為例，審查委員會總計 13 人，

無線廣播電視至執照屆期前需申請

換照；而一般數位無線頻道服務因

無執照限期，因此無需申請換照，惟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更改、廢止

或撤銷許可人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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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 

兩項評分合計低於 60 分者為不合格，應

不予許可。 

此外，為督促製播新聞之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落實事實查證， NCC 於第 835

次委員會議決議將內控機制列為最重要

之審查項目，並加強權重配分；而製播新

聞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除應依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新

聞報導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納入營運

計畫之外，製播新聞頻道落實事實查證

及其辦理情形，均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個案審查時，列為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

查項目。 

又為強化換照審查的正當性與透明性，

2020 年 11 月 NCC 通過「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一般頻道換照審查評分表」草

案，把法規中的審查項目表格化並法制

化，亦增強資訊的公開透明性。 

其中選任 1 名 KCC 委員或外部專家作為

審查委員主席，其主要係主持審查程序，

不參與審查評價。主管機關將於換照程

序前公布評分表，並依評分結果與以換

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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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在評鑑制度上，相較於我國於執照期

滿 3 年時才辦理評鑑，韓國主管機關每年執行評鑑計畫，並在每年評

鑑前先公布評鑑項目以進行對外公眾諮詢，相較我國在監理行政上更

為積極且透明。而英國僅針對無線廣播電視設立評鑑機制，主要評鑑

項目是依照公共性原則等檢視公廣電視服務製播情形，付費電視頻道

則未設立評鑑機制。 

而在換照制度上，我國及韓國頻道經營業者均需在許可期限屆期

前 6 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並召集審查小組依照審查項目與評

分表與以評分，並依照評分結果決議是否予以換照。然而，比較韓國

與我國評分項目，在配分比重上，我國除了檢視業者執照期間之營運

執行情形外，更要求業者應針對未來 6 年營運計畫予以說明，且配分

比重相對高。韓國部分則主要著重於業者執照期間之營運表現，包括

對於社區發展之貢獻、違法或被糾正次數與情形、執行前次付款條件

情形等，並納入「觀眾委員會」對於廣播節目之評價，以作為換照審

查之依據。英國則未對付費電視頻道設立換照機制，但主管機關得視

業者經營情形，更改、廢止或撤銷許可人執照。 

從上述比較分析可見，多數國家對於電視頻道監理雖都有設立相

對應的執照許可制度，然而監理重心及監理強度仍有程度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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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議題 

在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議題上，本研究同樣從 6 個研究國家蒐

集資料，並比較我國與新聞內容監理制度，就法律、自律及他律等三

大面向進行資料蒐集與研析。 

研究發現，各國對於新聞頻道內容監理強度不一，依照該國之主

管機關監理思維有不同的考量，因此在法律、自律及他律機制上，亦

有不同層次之發展。本研究以下比較各國及我國法律、自律與他律做

法，分析整理如下： 

（一） 法律 

1. 美國 

美國在言論自由價值的考量上，對於電視新聞內容管制相較其他

國家來的寬鬆。其針對無線廣播電視內容之內容監理主要著重於兩大

面向： 

 新聞節目之惡作劇與新聞報導失真 

 淫穢、色情、暴力等不雅節目內容 

但就新聞報導失真及惡作劇審理上，根據學者分析，實務面上主

管機關甚少就此議題進行監理，而認為應藉由外部市場競爭機制來改

善，且此監理原則並不適用於付費電視新聞頻道。因此，FCC 近年來

對於電視新聞之監理主要著重於淫穢、色情、暴力等不雅節目內容上，

閱聽眾若對於節目內容有疑義，除可向電視臺投訴外，亦可提交說明

文件向 FCC 申訴，主管機關會視申訴資料的證據確實程度來進行審

查。 

2. 英國 

英國 Ofcom 依法規授權，設有《Ofcom 廣播電視規範》，據此作

為監理廣電媒體製播節目內容之依據。Ofcom 的監理機制依被監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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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區分為三套系統─BBC 廣電服務、其他廣電服務與隨選視訊服務

業者，依不同媒體性質設有不同的監理範圍及規範。 

3. 德國 

德國《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中針對新聞資訊類節目設有

兩大原則，除此之外，為確保製播內容符合多樣性原則、青少年保護

等相關規定，於法中要求業者應成立頻道諮詢委員會，以作內部自律。

在青少年保護議題上，2003 年頒佈施行《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規定

媒體經營者應邀請專業且獨立的外部專家設立自律機構，以共同監督

業者遵循相關法規要求。 

4. 日本 

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之下，日本並未制定相關法規限制節目內

容，僅於《放送法》中制定節目編輯的基本原則，包括維護公共秩序

和善良風俗、公平處理政治、據實呈現新聞、多元論述與視覺和聽覺

障礙者的媒體近用權保障等，並賦予業者依據不同節目類型和放送對

象制定節目標準，並設置審議委員會確保放送節目之適當性等義務。 

5. 韓國 

韓國新聞頻道監管主要係依《放送法》為本，主管機關對電視新

聞內容監理主要包括製播原則規範、製播編輯監理、廣告監理等內容

監理。 

在製播原則監理上，韓國新聞頻道運行原則可見《放送法》第 4

條與第 6 條，前者要求經營進行綜合性或與新聞有關的專業節目製作

的業者，應聽取專業記者和製作人員的意見，制定並公布廣播組織規

定，以保證廣播節目製作的自治；後者則要求報導應公正客觀。 

為進一步明確上述原則，KCC 又訂有「審議規則」，以捍衛廣播

電視的公正性與公共性，並具體要求審議規定。除此之外，在《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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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放送法施行令》皆對節目編輯訂有限制，並授權 KCC 另訂

《廣播節目編製通知》。 

6. 澳洲 

新聞和時事節目的內容監理和民眾投訴程序具體規範於行為準

則中。這些行為準則由業界與 ACMA 共同商定，ACMA 得加以監督，

並在業者未遵守準則時，得透過執照制度予以要求。依據《1992 年廣

播電視服務法》第 123 條，行為準則的內涵應包含要求新聞和時事節

目的準確性和公正性，並避免以誤導或驚嚇大眾的方式模仿新聞節目。 

7. 我國 

根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規定，要求電視新聞頻道應設

置自律規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

申訴。除此之外，《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亦進一步訂立新聞自

律原則。在內容審理上，通傳會得依法對特定不法內容進行行政裁處，

如《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製播新聞及評論之業者應遵循事實查

證及公平原則等。 

本研究分析上述各國對於新聞頻道內容之法治規管做法，主要可

以歸納分析為以下 3 種辦法： 

1. 依法授權設有廣播電視內容相關規範或新聞製播原則，並據

此作為裁處業者製播不當內容之法源依據。 

2. 立法要求業者應設立自律機制。 

3. 設立閱聽眾申訴機制，並據此進行內容審理、裁處等。 

本研究比較各國內容監理做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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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各國電視新聞內容監理做法比較 

國

別 

立法要求業者設立

自律機制 

依法授權設立廣播電視或新聞內

容製播相關準則 

事實查證與公

平原則 

我

國 
Ｖ Ｖ Ｖ 

美

國 
Ｘ Ｘ Ｘ 

英

國 
Ｘ Ｖ Ｖ 

德

國 
Ｖ Ｖ Ｘ 

日

本 
Ｖ Ｘ Ｖ 

韓

國 
V V V 

澳

洲 
V V 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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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各國電視新聞內容監理做法比較 

國

別 
內容監理概況 其他維護大眾視聽權益相關作法 

我

國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製播新聞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

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製播新聞及評論之業者應遵循事實查證

及公平原則。 

除廣電法規之外，我國新聞內容製播依涉及題材、

閱聽人權益保護等不同法益考量，應遵守其他特別

法規，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美

國 

美國基於言論自由，對於新聞頻道進入市場並無任何事前管制措施，原則

上亦禁止 FCC 就新聞節目內容進行事前審查。 

美國多以「政府投訴機制」接受人民投訴，民眾得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傳真等管道向 FCC 舉報及投

訴如淫穢、暴力與不實等內容。 

英

國 

 依法規授權，設有《Ofcom 廣播電視規範》； 

 Ofcom 的監理機制依被監理對象區分為三套系統─BBC 廣電服務、其

他廣電服務與隨選視訊服務業者，依不同媒體性質設有不同的監理範

圍及規範。 

Ofcom 設有觀眾投訴制度，由內容委員會負責透過

電話、線上或郵寄等方式接受閱聽眾投訴。 

德

國 

 原則上應遵守保障廣電媒體自由而禁止對新聞內容作預先之審查； 

多僅針對頻道內容多樣性及兒少保護等兩大項目進行事後監理。 

民眾若對於廣電媒體節目特定內容有意見，得向德

國聯邦媒體主管進行投訴，而其則會再審視投訴內

容，並視案件類型交由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KEK）

或保護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KJM）來進行審理。 

日

本 

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之下，日本並未制定相關法規限制節目內容，僅於

《放送法》中制定節目編輯的基本原則，包括維護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公平處理政治、據實呈現新聞、多元論述與視覺和聽覺障礙者的媒體近用

權保障等，並賦予業者依據不同節目類型和放送對象制定節目標準，並設

置審議委員會確保放送節目之適當性等義務。 

 針對國內電視放送節目，放送業者應提供盡量

多的、協助視覺障礙者和聽覺障礙者收看的節目。 

 若放送業者播出不實內容，權利受侵害者和直

接關係人得於該節目播出 3 個月內提出請求，業者

則應於收到請求後立即展開調查，並於查明真相後

的 2 日內，以相同規格之放送方式進行更正處理。 

韓  《放送法》中除要求經營新聞有關的專業節目製作的業者，應聽取專 除 KCSC 得審查涉及敏感之廣播電視、數位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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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內容監理概況 其他維護大眾視聽權益相關作法 

國 業記者和製作人員的意見，制定並公布廣播組織規定，並保持報導應

公正客觀。 

及網際網路之內容之外，亦透過 KCSC、放送評價

委員會與媒體仲裁委員會等，依其職權監理新聞內

容與處理新聞界各種報導內容糾紛。 

澳

洲 

 在澳洲新聞和時事節目雖無須依電視內容分級制度； 

 業者應將新聞和時事節目的內容監理和民眾投訴程序具體規範於行為

準則中，且須注意維持準確性、公正性，同時妥善處理隱私問題。 

ACMA 除訂立內容規範外，其亦督促業界與其協商

下訂定相關行為準則，ACMA 得據此監督，並在業

者未遵守準則時，於其執照申請時附加額外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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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各國政府所設立之觀眾投訴制度，我國通傳會為使民

眾共同監督廣電媒體，因而在 2009 年 1 月建設「傳播內容申訴網」，

同時針對觀眾申訴事件進行審理。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起，又為營

造媒體積極自律問責之政策規管環境，通傳會得依申訴人的意願，將

其申訴案件立即、主動地轉予業者處理，提升處理效率。 

在行政機關處理流程上，原則上我國主管機關在受理案件時會先

將案件區分檢舉跟意見反映，且對於民眾所反映之事項進行逐案審視，

依個案給予不同之處理方式。如涉違法將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如未涉違法，則直接回覆民眾、轉予業者參考、函轉其他機關或供通

傳會相關業務單位參考等。 

上述我國行政做法與各國政策比較，可以發現各國亦有設立類似

新聞申訴與審理制度。以美國 FCC 為例，觀眾可透過電子郵件、郵

寄等各種方式檢具電視節目違法證據，以向 FCC 申訴。在行政處理

流程上，FCC 同樣會先經內部初步檢視有無明顯違法事實，若有明確

證據才會進入審理程序，要求業者說明及提交回覆。但以歷年實際個

案來看，FCC 甚少實際介入審查。 

英國 Ofcom 設有觀眾投訴制度，透過電話、線上或郵寄等方式

接受閱聽眾投訴，並由內容委員會負責審理。德國民眾若對於廣電媒

體節目特定內容有意見，得向德國聯邦媒體主管進行投訴，而其則會

再審視投訴內容，並視案件類型交由防止媒體集中委員會（KEK）或

保護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KJM）來進行審理。韓國部分，除 KCSC

得審查涉及敏感之廣播電視、數位新媒體及網際網路之內容之外，亦

透過 KCSC、放送評價委員會與媒體仲裁委員會等，依其職權監理新

聞內容與處理新聞界各種報導內容糾紛。 

從上述各國案例可以發現，對於民眾投訴內容，應可進一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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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或「不法內容」，若歸屬於意見，則應加強閱聽眾申訴意見

透明化，並將其視為閱聽眾近用媒介的一環。而針對「不法內容」之

審理，則會進一步由主管機關或相關諮詢委員會進行審理，要求業者

回覆說明，並經由一定的行政審查程序、判定等，以作進一步的裁量。 

本案於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辦理時，有公民團體建議，由觀眾投訴

或主管機關自查發現的相關內容監理個案，應加強第三方協力，不管

是透過委託或者準公法人的型態，以使主管機關通傳會做到權責分明，

同時建立內容規範，以利業者遵循，同時降低規管頻率。 

我國目前主管機關行政處理上若有涉及節目內容審理的部分，原

則上會先諮詢由多方專家、學者組成的「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意見，其設立目的是為了擴大公民參與及廣納社會多元觀點，就無線

廣播電視、衛星廣播電視、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與廣告以及其他通傳

會交付諮詢事項等給予意見。此作法與英國內容委員會、德國媒體集

中委員會（KEK）、保護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KJM）、韓國 KCSC、

放送評價委員會與媒體仲裁委員會等組織功能相近，在主管機關法律

層次外，附加更多元的他律及共管聲音，以協助主管機關提供內容監

理上的裁處建議。 

惟各國不同的組織職權及對於新聞內容的裁處程序仍略有差別，

部分國家甚至除了法律層次外，亦輔以媒體自律及他律相關制度，透

過法律、他律、自律等三律共管制度來平衡新聞內容監理，此部分於

我國亦有對應之實際作法。 

以下本研究再進一步比較各國及我國他律及自律相關作法，說明

如下。 

（二） 他律 

綜整研析各國他律新聞問責機制，可以發現各國的新聞問責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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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會隨著當地的媒體環境、監理制度而略有不同。以韓國為例，

韓國主要透過相關法規要求業者自律和他律義務，德國則藉由主管機

關授權業者協會執行監督，實施共管機制。而澳洲雖亦為業者與政府

的共管機制，其政府介入程度較高。日本、美國及英國均多仰賴業界

自律和公民團體，其中日本「放送倫理節目向上機構（BPO）」和英國

皇家電視學會（RTS）皆為社會中具強大公信力之監督機構。 

韓國《放送法》要求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業者應成立自我審查節

目的組織「觀眾委員會」，委任各界代表擔任委員會成員，並在節目

播出之前（排除新聞報導）先行審查，以維護觀眾的權益。而《媒體

仲裁與侵害救濟相關法》則規定新聞工作者應設立投訴處理人（或稱

公評人），以調查不當新聞報導事件。 

德國則依靠商營廣播電視臺業者聯合成立之「電視自律協會

（FSF）」，該協會除自發性地監督媒體內容，並在主管機關的認證下

授予其禁止或裁罰不當內容之權責，同時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廣電媒體

內容，並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可說是新聞共管機制的重要典範。 

澳洲政府亦採共管機制，由主管機關 ACMA 與業界共同制定相

關行業準則，並在業者未遵守準則時，ACMA 得於其執照申請附加額

外條件。澳洲民間則有報紙理事會（APC）和獨立媒體理事會（IMC）

兩大民間組織，協助監督傳統和數位新聞內容，並負責處理民眾相關

投訴。 

而日本同樣具有明確的新聞監理機制，除依《放送法》要求業者

設立節目審議機構，並根據節目類型制定相應之節目標準，其與德國

相同，由業者籌組的第三方機構「放送倫理節目向上機構（BPO）」擔

負主要監督義務，惟日本政府並不介入其中，更為仰賴業界自律和公

民監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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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國發展情形，可以發現美國政府對於新聞監理機制的介入

相對寬鬆者，其新聞問責多仰賴民間團體及業者自律。美國方面，除

有家長電視協會等公民團體的監督，各家電視臺內部亦多有自訂編輯

守則或設立倫理委員會，惟該自律規範相較不具強制性，因此僅能仰

賴業者自行遵守來實踐。美國電視新聞臺近年也因為內部編輯守則未

公開揭露等爭議而引發討論，許多業者因此於官方網站上揭露內部編

輯守則，希望以更透明化的方式來加強外部問責。 

英國行業公會的主導力量則尤以皇家電視學會（RTS）歷史最為

悠久，影響力最大。RTS 除贊助、表彰電視人才之外，亦定期舉行各

類活動以討論和分析電視產業的發展，並定期發布月刊《電視雜誌

（Television Magazine）》來監督當地廣電媒體新聞製作。RTS 近年雖

也開始關注網路新聞發展，但整體討論重心仍多關注於公共廣播電視

之新聞製播。 

相較於上述研析國家，我國目前對於電視新聞品質監理主要從業

者「自律」、民間「他律」，以及政府「法律」等三種層次進行管理，

整體框架可說是甚為完善。 

我國業者除依照廣電三法規定設立內部新聞倫理委員會執行自

律措施，產業間亦有相關公協會他律規範，包括電視學會（無線電視）

與衛星廣播電視公會（衛星電視業者）已成立新聞自律組織，其除訂

立業界共同遵守的公約，亦定期開會，並將檢討報告公開上網，接受

公民監督。此外，針對閱聽眾投訴意見，我國通傳會除建置「傳播內

容申訴網」以公告申述內容外，並自 106 年 12 月 11 日起更革新監理

流程，依民眾意願立即主動將部分案件轉予業者處理。 

本研究綜整上述研究分析，可以發現，各國他律機制依照發起對

象的不同，亦有層次上的差別，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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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新聞行業公會或業者聯合組成之他律機制：代表案例如日

本「放送倫理節目向上機構（BPO）」、英國皇家電視學會

（RTS）、德國「電視自律協會（FSF）」、澳洲民間報紙理事

會（APC）和獨立媒體理事會（IMC）等，上述組織除負責

制定新聞從業人員製播相關準則外，亦有部分機構負責審理

觀眾投訴、內容監理等。其中，德國「電視自律協會（FSF）」

就是在政府與業者共同合作下所產生的特殊共管機制，其營

運發起是由業者聯合組成，但該協會經政府認證，因此在審

理不當新聞內容上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2. 由公民團體組成發起之他律機制：其中又以美國為代表，由

美國家長電視協會等公民團體發起監督。 

3. 閱聽眾為主體的他律機制：閱聽眾除可向電視臺直接進行申

訴外，亦可透過各國政府設立的內容申訴機制來進行投訴。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韓國依據《放送法》要求綜合頻道或新

聞頻道業者應成立自我審查節目的組織「觀眾委員會」，委任

各界代表擔任委員會成員，並在節目播出之前（排除新聞報

導）先行審查，以維護觀眾的權益。而《媒體仲裁與侵害救

濟相關法》則規定新聞工作者應設立投訴處理人（或稱公評

人），以調查不當新聞報導事件。 

本研究彙整比較我國及各國他律機制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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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各國第三方新聞問責機制比較表 

國別 
他律 

由新聞行業公會或業者聯合組成之他律機制 閱聽眾問責機制 公民團體監督 

我國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新聞自律公約》與《中華

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新聞自

律執行綱要》 

民眾得向主管機關或廣電媒體進行投訴。主

管機關除建置「傳播內容申訴網」以公告申

訴內容外，並自 106 年 12 月 11 日起更革新

監理流程，依民眾意願立即主動將部分案件

轉予業者處理。 

國內包括台灣媒體觀察教育

基金會、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

行長、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等公民團體，

對於國內電視新聞發展發揮

社會監督的力量。 

美國 

各家電視臺內部多有自訂編輯守則或設立倫

理委員會，成為業者自律的基本防線。但該自

律規範相較不具強制性，因此僅能仰賴業者

自行遵守來實踐。 

除此之外，亦訂有電視分級相關制度。 

美國 FCC 針對新聞頻道內容監理設立投訴

機制，民眾得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傳真等

管道向 FCC 舉報及投訴，相關資料將會留存

在 FCC 內部資料庫，並將民眾申訴資訊於官

方網站中公開揭露。而在內部作業上，FCC

在接獲相關申訴意見後，除非申訴人提供具

體書面證據，例如證詞或其他文件，FCC 才

會直接介入調查，其餘則不會輕易介入。 

在美國家長電視協會等公民

團體的積極主動監督下，引起

美國主管機關 FCC 和業者的

重視，發揮一定的制衡力量。 

英國 

各家電視臺內部多訂有編輯守則或編輯指

南，供新聞從業人員參考。除此之外，英國皇

家電視學會（RTS）等產業公協會亦扮演一定

重要角色。 

閱聽眾得透過 Ofcom 的投訴機制表達意見，

投訴審查進度與結果也由 Ofcom 公開於網

站。 

由行業公會主導，包括皇家電

視學會（RTS）、英國媒體透視

（Media Lens）等組織均積極

對當地新聞媒體問責。 

德國 

德國於法規中明確要求電視臺應設立委員

會，同時，商營廣播電視臺業者亦聯合成立

「電視自律協會（FSF）」，擔負商營電視臺及

主管機關之間的共管機制，除自發性地監督

閱聽眾得向主管機關進行投訴，並由主管機

關進行審理。德國聯邦媒體主管並下設未成

年人媒體委員會（KJM），以負責監督並審核

投訴內容。 

由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

擬 定 的 《 新 聞 行 業 準 則

（Pressekodex）》亦是德國新

聞工作者在採訪及製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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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容，並在主管機關的認證下授予其禁

止或裁罰不當內容之權責，同時避免政府直

接干預廣電媒體內容，並降低政府管制成本。 

除此之外，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亦會

負責審理閱聽眾投訴意見，並視案件情形對

業者提供建議或甚至公開譴責、要求刪除相

關新聞。 

內容時的重要參考。 

日本 

日本業界聯合成立「放送倫理節目向上機構

（BPO）」，主要由業者自行籌組營運，並成立

委員會來處理處理節目內容倫理之相關問題

和投訴。 

民眾得向 BPO 投訴，BPO 並設有委員會依

職能處理節目內容倫理之相關問題和投訴，

並向業者提出建議與見解，並以書面形式通

知該業者和其內部放送節目審議會，同時向

外界公開發布。 

- 

韓國 

各家電視臺內部多訂有編輯守則或編輯指

南，以及韓國者協會所定之道德規範，供新聞

從業人員參考。同時，亦依法設立觀眾委員

會，並定期釋出相關報告。 

依法要求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業者應成立自

我審查節目的組織「觀眾委員會」，委任各界

代表擔任委員會成員，並在節目播出之前（排

除新聞報導）先行審查，以維護觀眾的權益。

除此之外，為避免新聞受害事件，《媒體仲裁

與侵害救濟相關法》亦規定，韓國新聞工作

者皆應設立能自行預防和救濟因媒體言論而

受害的投訴處理人（或稱公評人），以調查不

當新聞報導事件。 

韓國民主言論市民聯盟積極

展開公民運動，持續督促媒體

真實與公正報導，其主要關注

報紙與廣播電視領域。此外，

為防治不實資訊散佈，韓國公

民團體「Parti（빠띠）」於 202

0 年 11 月啟用事實查核網站

「FactChecknet」。 

澳洲 

新聞業者多建立內部編輯法則，並依主管機

關ACMA督導與業界共同管制相關商業電視

與廣播電視行業準則。 

觀眾得向相關行業組織進行投訴，並由行業

組織負責回應並進行相關調查。如 APC、IMC

等針對平面媒體、電視及網路新聞等進行審

理。 

以澳洲報紙理事會（APC）和

獨立媒體理事會（IMC）等兩

大民間組織之問責機制較有

影響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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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律 

本研究亦彙整各國具代表性之業者自律規範，以供我國業者及主

管機關參考，比較分析如下。 

美國新聞頻道業者主要透過內部制定標準守則進行新聞內容自

律，如 CNN 內部倫理委員會訂定「CNN 新聞編採標準守則與操守規

範」，以及公共電視 PBS 和外部專業組織共同討論產出「製播標準與

政策」。值得注意的是 CNN 在過往訴訟案件中曾被法院要求提供內部

編採標準守則，但 CNN 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交，此事件引發美國

業界廣泛討論，即新聞編採標準守則作為媒體問責機制的一環，能否

作為商業機密不對外公布。 

英國方面，除了內部《編輯指南》，BBC 亦受 Ofcom 直接規範，

但在網路和社群媒體內容方面，Ofcom 只得提出意見，而無進一步的

強制執行權限。Sky News 亦有內部訂立之《編輯指南》，且承諾旗下

各種形式之新聞內容，都將遵守相同的內容規範，意即內部對於電視

和網路內容之管制一致。 

而德國整體對於新聞內容之監理制度較其他國家來的更完整，除

法規明確要求電視臺應設立委員會，亦有業界組織 FSF、德國新聞理

事會（Presserat），於德國新聞自律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日本新聞頻道亦採行業界自律機制，如 NTV NEWS24 新聞內容

須遵循公司內部「放送節目編輯標準」，並受內部節目審議會監督。

但網路電視 AbemaTV 因不受《放送法》規範，而不具備相關義務，

儘管 AbemaTV 表示內部亦有制定倫理道德標準，但未向外界提供具

體細節。 

韓國新聞頻道 KBS、JTBC 和 YTN News 均設有倫理綱要，並成

立觀眾委員會，發布運作報告。其中，公共廣播電視 KBS 的自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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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相對細緻而具體，除揭示製作廣播節目應遵守之大原則，亦進一步

區分不同對象與主題之編輯準則，且規範範圍涵蓋線上影音和社群平

臺。 

澳洲 ABC News 新聞內容監理機制類似英國 BBC，除內部編輯

政策和指導方針，並受 ACMA 直接監督。較為特別的是，其行為準

則不適用於 ABC 先前已透過廣播或電視傳輸的網路內容，而 ACMA

的投訴處理權限亦未及於網路內容。商業新聞頻道 Seven News 的內

容監理則主要利用業界既有準則規範，內部僅有原則性的規範。 

本研究彙整各國業者自律機制做法並比較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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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各國業者自律個案比較 

國別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美國 

CNN 主要依照「CNN 新聞編採標準守則與

操守規範」來維持新聞倫理與品質。CNN 內

部亦設有倫理委員會，由法務、新聞部、公共

關係部、新聞製作人等共同組成，主要負責

訂定新聞編採守則、處理觀眾投訴及內部工

作人員懲處等問題。 

美國公共電視 PBS 訂定「製播標準與政策」 ，

其訂定流程主要是由公共電視PBS內部製作單位

代表提出，並經外部專業組織如美國新聞記者協

會（SPJ）等審核並共同討論。 

-- 

英國 

BBC 訂有《編輯指南》作為其價值觀和標準，

且適用於 BBC 所有製播的內容。依《皇家憲

章》規範，Ofcom 須規範 BBC 在英國的公共

服務相關內容的標準，倘 Ofcom 發現 BBC 違

反規範，則可要求 BBC 說明，若 Ofcom 認

為其違法行為係「嚴重、故意、反覆或魯莽地

（recklessly）」的情況下，得裁以要求更正或

處以 25 萬英鎊以下之罰鍰。 

Sky News 除依法遵循 Ofcom 所規定的《廣播內

容規範》，亦訂立內部《編輯指南》，此外其亦承

諾無論是在各種形式傳播新聞，如社群媒體、播

客或其他共享平臺等，所有新聞內容都將遵守相

同的內容規範。其亦設立天空新聞董事會，以確

保編輯室自主工作並確立編輯準則。 

-- 

德國 
公共廣播電視 ARD 及 ZDF 依據法規設立委

員會，以促進電視內容多樣化及兒少保護。 

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自 1973 年即發布《新

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其不僅作為德國新

聞從業人員的重要參考，更具有實質上的監督意

義。若任何一家新聞媒體涉嫌違反該新聞行業準

則，得向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進行投訴。 

-- 

日本 

NTV NEWS24 所屬公司 BS 日本廣播衛星電

視公司依據《放送法》制定「放送節目編輯標

準」，並於內部成立節目審議會，邀請業界資

深人士和學者擔任委員，定期針對節目內容

AbemaTV 作為網路電視臺，不受《放送法》規範，

因此並不具備設立節目標準和節目審議會等義

務，但也因此引來社會輿論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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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議和討論。 

韓國 

KBS訂有《KBS放送編製章程》、《倫理綱要》、

《專業節目放送綱要》與《廣播製作指南等

自治規章。其中《廣播製作指南》亦進一步區

分不同對象和節目主題應遵守之編輯守則。 

JTBC 訂有《JTBC 專業倫理綱要》，總計 6 章共

71 條，除揭示節目製作公平、自由等原則外，亦

有使用正確的資訊、公正報導兩大章節約束編輯

獨立性。JTBC 依法設有觀眾委員會，並發布觀眾

委員會運作報告。 

YTN News 依循《YTN 放送

組織協議》，其目的係保障

採訪、製作和編輯的自主

性，以確保廣播的公正性和

公益性，避免外部干涉影響

編輯室的獨立性。此外亦設

立倫理綱領和十大實踐綱

要。同時依法設有觀眾委員

會，定時釋出相關報告 

澳洲 

ABC 內部針對內容製作制定詳細的編輯政

策和相關指導方針，這些內容由內部委員會

制定，並須交付 ACMA 進行登記。 

Seven News 隸屬於 Seven West Media 集團，該集

團針對旗下新聞和公共時事的製作和傳輸服務，

制定全面性的編輯政策，適用範圍涵蓋旗下所有

報紙、電視、廣播、雜誌及網路服務。 

--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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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聞頻道監理議題於焦點座談會議意見彙整分析 

本研究針對上述各國及我國在電視頻道營運管理及內容監理上

的做法，於焦點團體訪談會議上詢問產學界之意見。各場次與會者針

對電視新聞營運與內容監理之回覆彙整分析如下： 

1.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一場：業者 

針對電視新聞內容之規管，所有業者對於有關兒少保護的內涵均

表示同意，且將盡力維護。然而，對於通傳會現行對民眾檢舉意見的

處理原則，表達不解與不滿。多數業者認為，通傳會在監理內容時，

應該先確定檢舉內容的合理性，尤其針對職業檢舉人長期失當的檢舉

行為，應該先做篩檢。 

以新聞製播程序而言，新聞事件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內容處

理方式不相同，因此業者會採取滾動式修正方式，視採訪情形逐步修

正。例如，在協尋失蹤少女的新聞中，起初需要新聞露出少女的面容

才能達到協尋的目標；然而在事件發展中期，開始討論誘拐、綁架等

議題時，少女的面容就應該加以隱藏。因此，對於特定類型的新聞報

導事件，業者建議主管機關、業者和相關公協會之間應有對話以建立

共識，針對特定類型的新聞報導透過相互自律或行業間他律的作法建

立避免報導不當的製播守則，以讓業者在事件發生時可以遵循且因應，

避免誤觸法律規範。 

在規管監理部分，有業者提出評鑑制度越透明越好，甚至可參照

韓國的觀眾委員會，在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中加入類似陪審、公民

法官意見，始得規管邏輯更合乎社會的發展。此外，NCC 可考慮利用

公會的功能，建立較健全的自律系統。 

最後，有業者建議，除了新聞內容監理外，亦呼籲應提升民眾媒

體素養及識讀能力，有助於 NCC 執行其監理角色，並發揮社會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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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力量。 

2.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二場：公民團體 

多數公民團體認為，內容監理應該要由第三方協力，不論是委託，

或者準公法人型態，通傳會作為裁罰者，應該做到權責分明，以收業

者信服之效。建立規範後，可利業者規範，還可以降低規管頻率，建

立通傳會威信。而在新聞頻道的規管，既然有內容可作為監理手段，

公民團體因而認為，通傳會等監管單位應該積極規範「新聞頻道」的

播出內容，使其須符合特定節目比例與組合，打破 24 小時播出雷同

內容的困境。例如，以地方新聞、國際新聞之比例數，要求新聞頻道

播出異質內容。民眾媒體素養提高，亦有助於 NCC 執行其重要的監

理角色。 

3.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三場：專家學者 

與會學者認為，較為寬鬆的管制，其前提應該是媒體更嚴格執行

的自律手段。這些手段包括：媒體內部的教育訓練、對報導的較高道

德要求、透過公會執行更為嚴格的查證原則，以及透過觀眾委員會建

立「多重自律機制」等。其中，至少 3 位學者提到，媒體出資者對新

聞臺內容的干預，必須降到最低，甚至列入換照時的評鑑指標。學者

亦認為，言論自由並非免死金牌，而且有線電視蛋黃區的價值與影響

力都不同於其他頻道，因此中天換照不過事件之後，應該思考扶植好

的媒體（例如：紙媒），甚至在建立電視臺機制上，給予一定補貼。 

本場與會學者另提及，除了規管（regulation）與去管制（de-

regulation）思維外，主管機關亦應注意「再規管」（re-regulation）與

「共管」（co-regulation）的內涵，強化自律、他律、法律管制手段間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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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異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四場 

本組的討論由於包含學者、前規管官員、業者，業者多認為在媒

體收益為競爭市場的情況下，強加規管不利新聞頻道生存。然而學者

有部分則認為管制應該由結構面下手。在自律方面，學者雖也贊成自

律，但認為應該參考德國等國家方式，達到業者相互自律以共同進步

的效果。 

本研究彙整以上焦點團體訪談會議意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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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議題意見彙整 

 針對新聞頻道監理議題之亦見 

場

次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一

場：業者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二

場：公民團體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三

場：專家學者 

異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第四場 

意

見 

 針對電視新聞內容之規管，

所有業者對於有關兒少保

護的內涵均表示同意，且將

盡力維護。 

 然而，對於 NCC 現行對民

眾檢舉意見的處理原則，表

達不解與不滿。並認為民眾

檢舉行為應該先由主管機

關作篩檢。 

 業者認為， NCC 之監理亦

應採取滾動式修正，給予業

者新聞處理空間，而非一視

同仁處罰了事。 

 在規管監理部分，有業者提

出評鑑制度越透明越好，甚

至可參照韓國的觀眾委員

會，在內容監理委員會中加

入類似陪審、公民法官意

見，始得規管邏輯更合乎社

會的發展。 

 此外，NCC 可考慮利用公

 多數公民團體認為，內容監理

應該要由第三方協力，不論是

委託，或者準公法人型態 

 ，NCC 作為裁罰者，應做到權

責分明，並建立內容規範，以

利業者遵循，同時降低規管頻

率，建立 NCC 威信。 

 公民團體認為，NCC 等監管

單位應該積極規範「新聞頻

道」的播出內容，使其須符合

特定節目比例與組合，打破 24

小時播出雷同內容的困境。 

 與會學者認為，較為寬鬆

的管制，前提應該是媒體

更嚴格執行的自律手段。 

 包括媒體內部的教育訓

練、對報導的較高道德要

求、透過公會執行更為嚴

格的查證原則，以及透過

觀眾委員會建立「多重自

律機制」等。 

 至少 3 位學者提到，媒體

出資者對新聞臺內容的干

預，必須降到最低，甚至

列入換照時的評鑑指標。 

 學者亦認為，言論自由並

非免死金牌，應該思考扶

植好的媒體（例如：紙媒），

甚至在建立電視臺機制

上，給予一定補貼。 

 本場次學者建議應從再管

制（re-regulation）、「共管」

（co-regulation）等面相加

 業者基本上不希望太

多管制，而改由媒體

組織或公會以自律方

式進行。 

 學者認為管制應該由

結構面下手，針對最

大者應該反壟斷，針

對最小者應該設定退

場機制。 

 在自律方面，學者雖

也贊成自律，但認為

應該參考德國的方

式，以跨媒體自立，

乃至於接近互評的方

式，處以裁罰，以達

到督促業者進步的效

果。 

 學者亦強調應該避免

直接干預。尤其針對

線性播出的業者，就

應受廣電三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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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新聞頻道監理議題之亦見 

場

次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一

場：業者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二

場：公民團體 

同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第三

場：專家學者 

異質性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第四場 

會的功能，建立較健全的自

律系統。 

深我國監理內涵，強化自

律、他律、法律管制手段

間的平衡。 

否則就應該進入隨選

市場。 

 有學者認為，在商業

市場中放入公共媒體

是不公平競爭；不過

同一場仍有業者認

為，不但應該管制電

視新聞，也應該管制

網路，而且不應該只

靠 NCC。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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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相關個案比較分析 

為進一步理解各國對新聞頻道以及新聞節目內容的具體監理方

式，本研究亦於研析的每個國家中至少選定 2 個案例進行案例分析。

以下將再進一步交叉比較不同國家之監理個案，以「頻道執照監理」、 

監理議題分類，比較不同國家的監理強度、違規審查方式與裁罰

基準，以釐清不同國家的監理思維。 

一、 電視新聞頻道營運監理 

在頻道營運監理部分，本研究以執照申請與頻道換照為分類，選

定 1 個美國執照申請案例與 3 個美國與韓國的頻道換照案例。 

（一） 執照申請 

頻道申設監理部分，本研究選定美國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案，

個案概況分析如下表 9-10。 

表 9-10 執照申請案例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頻道申請案（2020） 

事實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向 FCC 提出向墨西哥電臺 XEWW-AM

廣播節目之申請，主要製播華語文節目，包括地方性娛樂、音樂、氣

象、交通和當地華人新聞等。 

爭點 

FCC 調查發現，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公司所登記製播節目的工作

室實際是由 Phoenix Radio 公司所經營，但在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提交的申請文件中並未清楚說明。 

涉 及

法規 

FCC 廣播節目監理法規。 

判決 
FCC 最終判定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並駁回其

申請。 

後 續

改 善

方案 

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 

 

美國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頻道申設案爭點係頻道申請文件未

臻明確，可與我國《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第 5 項對照，按我國廣播、

電視事業執照申請規範，業者應檢具設立申請書、營運計畫及其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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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其中營運計畫應載明包含：總體規劃；

人事結構及行政組織；經營計畫及營運時程規劃；節目規劃、內部流

程控管及廣告收費原則；財務結構；如為付費收視聽者，其收費基準

及計算方式；人才培訓計畫；設備概況及建設計畫；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承上，我國與美國在廣播執照監理上，皆要求出具一定申請書，

且申請書亦應詳盡明確，惟申請內容應記載事項雖不盡相同，然而在

諸多經營層面的揭露係屬原則事項，我國與美國皆引以為重，除本案

所涉之實際營運者、內容製播者間之關係，尚包括控股、財務結構等，

揭示執照申設關注重點項目。 

另，執照申請文件不全或不完備的法律效果係另一重點。我國依

《廣播電視法》與《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規定，執照申請文件申

請設有應記載內容，而應記載內容依據應記載事項的重要程度、違反

意圖等因素區分不同法律效果，如攸關資本額申報、股東結構等財務

關係文件倘有不實陳述或虛偽記載，主管機關得處以不得補正、駁回

申請之處分；另亦有部分應記載內容，如營運申請書出現文件不全、

記載內容不完備或申請書及營運計畫記載事項顯有誤寫或誤算倘得

以補正，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完備者，

得駁回申請。 

據上述我國法制觀之，美國 GLR Southern California 執照申請案

其未據實申報者係公司營運的重大事項，在我國亦屬應記載且相對重

要的申請內容，故倘該文件涉有不實陳述或虛偽記載，主管機關得處

以不得補正、駁回申請之處分，惟倘其僅為模糊不明確之陳述，按現

行法規，我國主管機關亦得以限期補正方式處理之。 

  



375 

 

（二） 執照申請 

頻道換照監理方面，本研究主要研析美國 2019 年 Nexstar 

Broadcasting 換照案與韓國 2020 年的換照個案─包括新聞專業頻道

YTN 案與聯合新聞 TV 案；以及綜合編成有線電視 MBN 案（案例彙

整如下表 9-8）。 

美國換照案涉及 FCC 對地方無線廣播電視臺執照的監管，而本

案爭點主要為換照程序中，對公共檢查文件的審查，即因 Nexstar 

Broadcasting 未確實依法製播一定比例之兒童電視節目，因此其製播

節目內容未符合地方公共利益，故 FCC除據此裁罰Nexstar共 109,076

美元，同時以協議裁決方式，要求 Nexstar 應制定相關計畫以確保往

後符合規定，作為換發執照之條件。 

而韓國無論新聞專業頻道或綜合頻道，其換照評鑑項目基本上一

致，其及格分數亦皆以 650 分為標準，650 分以上者為「許可換照」；

650 分以下者則「有條件許可」、「拒絕許可」，特別的是韓國許可換照

期限係依分數級距，界定換照許可年限。惟該等換照期限分級非以法

律定之，而是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依其職權訂立相關辦法，故主管機關

具有較大裁量權限，得依實際情況訂立換照辦法，又依 2020 年換照

辦法觀之，韓國電視臺本次換照許可期限分為 3 等級，總分 700 分以

上者，執照期限為 5 年；總分在 650 至 700 之間者，執照期限為 4 年；

總分為 650 分以下者，執照期限為 3 年。 

此外，韓國換照評分首重兩大項目，分別為「放送的公共責任、

公共性的實踐可能性與地區、社會、文化層面的必要性」與「放送節

目的企劃、編輯、製作與公益性計畫的適當性」，倘兩大項目未達總

配分的 50%，即使其總分高於及格分數，KCC 仍得處以「有條件許

可」、「拒絕許可」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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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研究盤點的個案觀察，2020 年韓國兩個新聞頻道換照雖總

分高於 650 分，但皆由 KCC 依法裁以「附條件」許可，兩者皆被要

求「誠實履行事業計畫書內容，倘因故欲變更事業計畫書的主要內容

時，須獲得 KCC 的允許」，另根據 YTN 在「放送的公共責任、公共

性的實踐可能性與地區、社會、文化層面的必要性」評分較低，KCC

要求其提出改善方案於換照後 3 個月內完成提交至 KCC，並要求其

每年定期報告執行成果報告予 KCC；而聯合新聞 TV 則因與聯合新

聞社的隸屬關係，被要求提高新聞的獨立性、廣告業務與母公司分割

經營等。 

至於綜合頻道 MBN 則是本次韓國換照的矚目焦點，由於執照屆

期前，MBN 因財務不實呈報遭 KCC 處以 6 個月停播處分，因此本次

換照備受關注，尤其 MBN 在換照評分中總分未達 650 分，輿論一度

認為其恐遭廢照，惟後 KCC 考量 MBN 提出如經營透明性方案、增

加製播公共性承諾等改善計劃，此外衡量勞工權益與消費者利益等原

因，最終決議附有條件允許換照。 

本次 MBN 換照附加條件達 17 項，同時也包括 5 項行政指導，

其中除要求 MBN 遵守換照時承諾的條件之外，針對廣播電視的公共

責任和公正性、經營透明性、與外包廠商關係等皆要求 MBN 提出具

體規畫，並要求其定期向 KCC 報告；此外，為確保 MBN 停播期間

利益相關人的權益，亦將停播損失賠償責任寫入換照條件，所有賠償

責任將由 MBN 最大股東與處分相關的代表理事及高階經理人承擔。 

綜觀上述韓國換照事件可發現，在 2020 年的換照中，KCC 主要

要求各業者遵守其換照時提出的承諾，同時也特別關注節目的公正性、

所有權與經營的分離，尤其如聯合新聞 TV、MBN 等跨媒體經營的業

者，更提出避免經理人兼任、勞工兼任派遣以及廣告業務共同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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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此外，KCC 在處理 MBN 不實呈報的態度與換照分數不及格的

事件處理上，雖未以「廢止執照」或「拒絕換照」處分之，惟其仍果

斷以「停播」裁處，並介入決定停播後的損害賠償責任歸屬。 

至於我國關於頻道換照申請審查內容，原則上依《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為之，而按其規定，頻

道換照審查項目可區分為執照期間第 4 年至執照屆滿 6 個月前營運

計畫執行報告與未來 6 年營運計畫兩大類別，其具體審查項目與評分

表如下表羅列： 

1、 執照期間第 4 年至執照屆滿 6 個月前營運計畫執行報告，40

分： 

 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形。 

 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情形。 

 財務狀況。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形。 

 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2、 未來 6 年營運計畫，60 分： 

 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 

 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 

兩項評分合計低於 60 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此外，為督促製播新聞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落實事實查證， 

NCC 於第 835 次委員會議決議將內控機制列為最重要之審查項目，

並加強權重配分；而製播新聞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除應依衛星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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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新聞報導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納入營運計畫之外，製播新聞頻道落實事實查證及其辦理情形，均於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個案審查時，列為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277。 

又為強化換照審查的正當性與透明性，2020 年 11 月 NCC 通過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換照審查評分表」草案278，沿用外

部初審本來就在用的評分表，在內部委員會頻道換照審查中，把法規

中的審查項目表格化並法制化，亦增強資訊的公開透明性，意即過去

頻道換照只會知道自身在 60 分與 40 分兩部分之總計得分，但不會知

道具體項目得分，未來新制則將確立各項目配分，並據此公告得分（具

體如下表 9-11）。 

綜上觀之，三個國家換照審查的重點項目不盡相同，美國與韓國

著重「公共性」的考量，而我國近年則相對重視「報導事實查證及公

平原則」，又綜觀各國換照申請方式，我國與韓國相對相像，舉例而

言，韓國在 2020 年換照設有明確的評分項目，且加重部分項目的負

擔，而我國亦於 2020 年 11 月公布「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

換照審查評分表」，亦加重部分項目配分，而在 2020 年 11 月公告的

評分辦法中，公開各項目得分方式，整體換照程序與韓國越趨相似。 

惟，韓國與我國在換照期限設計上仍相當不同，相對於我國由法

定規制一定執照期限，韓國則依法將執照期限的裁量權賦予主管機關，

亦即 KCC 得據具體情形，在 3-5 年範圍內為個案裁量，此等依得分

分級的授益處分，實是對表現優良業者之肯定，頗具參考價值。 

 

 
277 NCC，2018。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檢視現行衛星廣播電視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評鑑

及換照審查作業程序與配套，現行規範已納入新聞事實查證機制及公平原則並加強內控機制之

配分權重，呼籲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應依法落實事實查證並謹守公平原則。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0801 
278 黃有容，2020。電視頻道怎樣算不及格？NCC 換照審查將「具體配分」。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00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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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換照審查評分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2020。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換照審查評分表。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6218/ch06/type2/gov53/num21/images/E

g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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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 頻道換照監理研析個案 

國別 美國 韓國 

案別 Nexstar Broadcasting 換照案 YTN 與聯合新聞換照案（2020） MBN 案（2020） 

事實 

Nexstar 媒體集團旗下無線廣

播電視臺在 2019 年因執照換

發（renew）審查程序而遭 FCC

認定未符合美國《1990 兒童

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要求製播一定

比例之兒童節目。 

YTN 與聯合新聞 TV 頻道執照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屆期，並於此前 6 個月提

出換照申請。 

2019 年 MBN 被揭發轉型為綜合頻道時

提出的資金計畫書虛報資本額，而遭法

院判決與 KCC 裁處停播 6 個月。 

MBN 執照係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屆

期，於此前 6 個月業已提出換照申請。 

爭點 

FCC 審查無線廣播電視臺之

換照程序，主要係依據無線廣

播電視臺每季提交之公共檢

查 文 件 （ public inspection 

file），並據此檢視其製播的節

目內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換照評鑑項目包括：放送評價委員會對

其表現之評估、放送的公共性、業務經

營規劃與遵守法律的表現等。 

MBN 以虛假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頻

道播送資格之行為評價 

換照評鑑項目包括：放送評價委員會對

其表現之評估、放送的公共性、業務經

營規劃與遵守法律的表現等。 

涉及法規 

《 1990 兒 童 電 視 法

（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 

《放送法施行令》第 17 條以及 KCC 依

法所頒布的換照執行細節。 

《放送法》第 18 條規定，以虛假或其他

不正當手段取得頻道播送資格，可縮短

電視執照審查間隔，最重還可做出有限

或無限期停播的處分。 

《放送法施行令》第 17 條以及 KCC 依

法所頒布的換照執行細節。 

判決 

FCC 最終決議裁罰 Nexstar 共

109,076 美元，同時以協議裁

決（Consent Decree）方式，要

YTN和聯合新聞 TV分別以總分 654.01

分和 657.37 分，獲得 KCC 批准，依其

總分落點介於 650 分到 700 分之間，其

針對不實陳述取得頻道播送資格之行

為，KCC 對 MBN 裁處 6 個月的停播處

分，但給予 MBN 半年的緩衝期，另要



381 

 

求 Nexstar 應制定相關計畫以

確保往後符合規定，作為換發

執照之條件。 

所有執照許可期限從 2020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共 4 年。 

為確保 YTN 與聯合新聞 TV 確實執行

其事業計畫中的承諾事項，兩件許可個

案皆訂有附加條件。 

求其透過電視字幕和網站告知業務停

止的資訊，並發送相關資訊告知用戶停

播情形。 

MBN 換照審議獲 640.5 分（如下表 7-

13），未達 650 分，爾後 KCC 依法再次

審查決議，附條件許可 MBN 換照，許

可期限為 3 年。 

後續改善方案 

略。 兩者換照附加條件皆包括： 

誠實履行事業計畫書內容，倘因故欲變

更事業計畫書的主要內容時，須獲得

KCC 的允許。 

為避免圖像違反《放送審議相關規範》，

制定合理的製作和檢查的製播程序。 

為回應觀眾意見，應企劃、製作獨立的

調查報導，並考慮閱聽眾收視時間，進

行編排。 

另針對聯合新聞 TV 設有所有權與經營

權分離的要求，即最大股東聯合新聞的

代表理事不得兼任聯合新聞 TV 的代表

理事，並取消員工（如記者、製作人）

兼任或指派的勞動模式。 

KCC 許可 MBN 換照附加條件包括 17

點許可要件與 5 項行政指導。 

針對 MBN 停播行政處分而造成 MBN

利害關係人的損失，MBN 應與 KCC 協

商，制定補償方案，由最大股東、與停

播處分相關的代表理事及高階經理人

等承擔責任。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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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監理 

誠如前述，我國對於電視內容之監理與裁處，主要依據《廣播電

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律裁處廣播電視事業違法節目及

廣告內容，具體裁罰類型包括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節目與廣告未區分、違規使

用插播式字幕、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廣告超秒、違反法律強制或

禁止規定及其他項目等，以下本研究將研析案例對照我國規管方式分

類，以比較不同國家的具體規管方式。 

（一）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在個案研析中，澳洲 Seven Network《Sunrise》案亦涉及兒童暴

力行為內容，而因節目因校園霸凌事件畫面中可辨識數名參與暴力行

為的兒童，因而被 ACMA 認為該錄像過於敏感，不適宜播出，並據

此要求 Seven Network 刪除其網站和社群媒體上的手機錄像副本，然

並未進行裁罰，僅施以行政指導。 

我國對兒少權益保障規範係依我國《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2

款與《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為之，即廣播、

電視節目內容，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違者得處以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同時得令其停止播送該節目或廣告，或

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又依《廣播電視法》第 44、45 條，違反情節

重大者，得處 4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並予以 3 日以上、3 個

月以下之停播處分，更甚者可吊銷其電視執照。在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的內容裁罰中，我國 2018 年與 2019 年皆有裁罰案例，且皆以

罰鍰為之。 

因具體個案情形不同，未能比較我國與澳洲的裁決標準，惟從澳

洲ACMA具體裁罰數據觀察，ACMA傾向以行政指導監理廣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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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內容違反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個案 

Seven Network《Seven News》和《Sunday Night》（2019） 

事實 

ACMA 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指出 Seven Network 分別於 2018 年

7 月 5 日和 8 月 5 日播出的新聞節目《Seven News》和時事節目

《Sunday Night》違反《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該節目

主要報導校園霸凌事件。 

爭點 

該節目包含校園霸凌事件的手機錄像畫面，因錄像中仍可辨識數

名參與暴力行為的兒童，因此 ACMA 認為該錄像過於敏感，不

適宜播出。 

涉及法規 
《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涉及兒童的私人資訊，執照

業者應在播放前格外小心處理」。 

判決 
ACMA 要求 Seven Network 刪除其網站和社群媒體上的手機錄

像副本。 

後續改善方

案 

Seven Network 針對該事件向內部員工宣導，並納入往後相關培

訓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英國 Peace TV Urdu 案其節目涉及煽動犯罪、動亂、仇恨和虐待

等違法行為，Ofcom 在其播出首播後已為警示，爾後其又 3 次重播違

規內容之行為，考量其後續處理方式與預防措施，Ofcom 認定此為嚴

重違規行為，並決議廢止 Peace TV Urdu 執照。 

上述案例於我國可能涉及我國《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1 款、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1 款，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

定，得處以新臺幣 4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停止播

送該節目或廣告，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又依《廣播電視法》第 44、

45 條，除得處 3 日以上、3 個月以下之停播處分，違反情節重大者更

可吊銷其電視執照。 

Peace TV Urdu 案反映出歐洲國家對穆斯林恐怖攻擊、暴力仇恨

行為相對高度的管制實務，觀察我國近年個案，雖違反法律強制或禁

止規定罰則亦較重，但相對英國尚無據此廢止電視執照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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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4 內容違反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個案 

英

國 

 

Peace TV Urdu 案（2019） 

事實 

Peace TV Urdu 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點播出的

「Kitaab-ut-Tawheed 第 59 節」，其討論了伊斯蘭教對魔

術師以及練習魔術者的懲罰，內容疑有引導英國伊斯蘭

教徒模仿此類行為（已有類似的社會案件），且有煽動

犯罪之虞。 

上述行為遭 Ofcom 糾正後，該節目重播 3 次卻帶 Ofcom

再次糾正後，始為具體改進方案。 

爭點 

違規行為是否有煽動犯罪、仇恨等違法行為？ 

違規行為遭糾正後再犯，如何評價違規行為？ 

業者第二次被 Ofcom 警告之後，已採取措施防止此類

事件再次發生，並發布道歉聲明，而後續的改善行為應

列入具體行政裁罰考量。 

涉及法規 
涉及《Ofcom 廣播電視規範》第 3.1、3.2、3.3 與 2.3 條，

有關煽動犯罪、動亂、仇恨和虐待的違法行為。 

判決 

Ofcom 認為係爭節目已違反《Ofcom 廣播電視規範》有

關犯罪、動亂、仇恨和虐待的規則，且其 3 次重播違規

內容之行為，為累犯，雖其後除證明重播行為是技術錯

誤，並採取措施防止事件再發生、發布道歉聲明，惟

Ofcom 認為 Peace TV Urdu 於事件發生之初並未採行適

當手段防止錯誤再發生，且該節目重播 3 次卻不自知，

故 Ofcom 於 2019 年 11 月決議撤銷 Peace TV Urdu 執

照。 

後續改善方案 

鑒於 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為姊妹公司且享有共

享法遵功能（compliance function），兩者同時被撤銷

TLCS 執照。 

針對違法內容，於 2020 年 5 月分別對 Peace TV Urdu 和

Peace TV 處以 20 萬英鎊和 10 萬英鎊的罰鍰。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本研究選定日本兩個案例皆與新聞製播的準確性有關，NHK《今

日焦點》引發「過度表演」、「違背事實」爭議，而朝日電視臺《報導

Station》則因新聞素材錯誤解釋，恐誤導觀眾，兩件事件分別由總務

省與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提出行政指導與糾正，皆未有具體行

政裁罰。 

澳洲 Seven Network《Sunrise》案則係因節目內容敘述錯誤，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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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A 認定未善盡查證責任，並據此施以行政指導，對此 Seven 

Network 尋求司法審查，惟法院認定該行政指導為違法，且法院要求

Seven Network 應就《Sunrise》相關生產流程的方式進行獨立審查，

以確保其在敏感議題的處理上符合行為準則，同時亦須於 6 個月內培

訓《Sunrise》節目編輯人員，以協助其識別和處理敏感議題，並在培

訓結束的 5 個工作日內通知 ACMA，倘其未完成上述要求，ACMA

可向聯邦法院申請多項命令，包括要求 Seven Network 強制執行。 

上述事件，類似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4 款

所規定之，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一國國法

律規定違反該原則者，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

以下罰鍰，同時得令其停止播送該節目或廣告，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

施。在我國 2018 年與 2019 年皆有相關裁罰案例，且亦為我國裁罰常

見原因之一，其具體裁罰方式皆以罰鍰為之。 

比較日本、澳洲與我國針對新聞製播準確性的裁罰方式，相對於

日本、澳洲，我國傾向以罰鍰警示業者，而日本、澳洲則透過行政指

導為之，惟日本業者在接受相關糾正後，除出具檢討報告，亦有針對

失誤提出改善措施，至於澳洲案例則可發現，若澳洲電視業者不滿

ACMA 行政指導內容，得透過司法程序主張權益，而 ACMA 亦得向

法院申請要求強制執行，整體流程與我國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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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5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個案 

國別 日本 澳洲 

案別 NHK《今日焦點》（2015） 朝日電視臺《報導 Station》

（2015） 

Seven Network《Sunrise》（2018） 

事實 

總務省 2015 年 4 月 28 日發布公告，

指出 NHK 於 2014 年 5 月 14 日播出

的新聞節目《今日焦點（クローズア

ップ現代）》違反放送節目標準，該節

目主要報導關於宗教法人的「出家詐

欺」行為。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於 2015 年

2 月 9 日發布意見書，認為朝日電視

臺於 2014 年 9 月 10 日播出的新聞節

目《報導 Station（報道ステーショ

ン）》違反放送倫理，該節目報導日本

核能管制委員會（原子力規制委員

会）批准重新設置九州川內核電廠之

新聞。 

ACMA 於 2018 年 9 月 4 日指出，澳

洲商業電視臺 Seven Network 於 2018

年 3 月 13 日、3 月 20 日播出的早晨

新聞節目《Sunrise》違反《2015 年商

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該節目主要

報導澳洲原住民兒童福祉議題。 

爭點 

節目中記者聘請表演者扮演詐欺中

介者，但未加以說明，且拍攝手法等

細節有誤導觀眾之虞，因此遭外界批

評節目「過度表演」、「違背事實」。 

節目對於核能管制委員會委員長的

發言內容解釋錯誤，並在編輯上對於

觀眾造成誤導。 

3 月 13 日節目中提及「原住民兒童只

能安置在親戚或原住民家庭」的敘述

並不正確，3 月 20 日節目的後續追蹤

內容更涉及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種族

歧視。 

涉及法規 

《放送法》第 4 條第 1 項之 3「新聞

報導須據實呈現」和第 5 條第 1 項

「放送業者應根據放送節目的類型

（如教養節目、教育節目、新聞節目、

娛樂節目等區分）和放送對象制定相

應的放送節目標準，並依循之」。 

《放送法》第 4 條第 1 項之 3「新聞

報導須據實呈現」和第 5 條第 1 項

「放送業者應根據放送節目的類型

（如教養節目、教育節目、新聞節目、

娛樂節目等區分）和放送對象制定相

應的放送節目標準，並依循之」。 

《2015 年商業電視行業行為準則》

「除非符合公共利益，否則不應包含

可能會嚴重干擾或冒犯廣大觀眾的

內容素材」、「執照業者應正確地呈現

報導內容，確保節目觀點並未歪曲」。 

判決 
 總務省給予該業者嚴重注意之

行政指導。 

 BPO 認為該節目在客觀性和準

確性有所缺失，違反放送倫理。 

 根 據 法 院 執 行 命 令 （ court-

enforceable undertaking），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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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O 放送倫理檢證委員會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發布意見書，

除譴責該節目「記者取材便宜行

事」、「節目內容超脫新聞節目所

容許的範圍」，亦批評總務省之

行政指導作為。 

Network 應就《Sunrise》相關生

產流程的方式進行獨立審查，以

確保其在敏感議題的處理上符

合行為準則，此審查報告應於 6

個月內提交給電視臺董事會和

審計與風險委員會（Audit and 

Risk Committee）。 

 Seven Network 亦須於 6 個月內

培訓《Sunrise》節目編輯人員，

以協助其識別和處理敏感議題，

並在培訓結束的 5個工作日內通

知 ACMA。 

 若 Seven Network 未能完成上述

承諾，ACMA 可向聯邦法院申請

多項命令，包括要求 Seven 

Network 強制執行。 

後續改善方

案 

NHK 於 2015 年 4 月 9 日發布調查報

告，承認部分錯誤，爾後於 4 月 28 日

發布最終調查報告，對於內部 15 名

員工進行處份，包括將該記者停職 3

個月。NHK 亦於同日晚間播放特別

節目，說明調查報告內容，同時舉辦

記者會，針對該事件向大眾道歉 

 經核能管制委員會抗議後，朝日

電視臺展開內部調查，最後坦承

具不適當編輯，並於 2014 年 9

月 12 日在同節目內進行更正和

道歉。 

 經 BPO 指正後，朝日電視臺於

2015 年 5 月 8 日發布檢討報告

書，提出以下具體應對措施： 

1. 於電視臺內部廣泛告知此次

事件緣由，確認全體工作人

Seven Network 原欲尋求司法審查，

但於 2019 年 4 月主動中止了訴訟，

後續則依照法院執行命令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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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了解問題癥結。 

2. 向內部放送節目審議會進行

報告，接受各委員的相關意

見。 

3. 制定防範策略，以解決分工

造成的問題並完善檢查機

制，包括：編輯應在旁協助

抄錄人員；再次檢查節目錄

像原稿；新設資訊管理總監

等。 

舉辦防範策略相關說明會議，加強員

工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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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反新聞報導公平原則 

在英國的案例中，本研究就影響性、即時性考量，選定 RT 案與

CGTN 案兩大案例，而兩案例皆涉及新聞報導公平原則，其事件概況

整理如下表。 

觀察 RT 案與 CGTN 案在 Ofcom 的違規認定可發現，Ofcom 的

違規認定架構係先決議該事件是否為新聞節目，倘為新聞節目則應遵

循新聞報導公平原則，接著則判斷該事件是否為「政治或產業爭議事

項以及與當前公共政策有關的事項」，倘認定為前述事件則因遵守特

殊公正性要求，需要更嚴格的公正性規範，如雖得有個人觀點表述，

但應呈現與其不同的觀點。爰此，RT 案與 CGTN 案皆被 Ofcom 認定

為應遵守特殊公正性要求的個案，且在這些個案中 Ofcom 指明這些

公正性要求，不會因為其他主流媒體甚至頻道其他節目的平衡論述而

減輕公正性負擔，同時倘欲主張與同頻道其他節目有互補觀點，亦須

證明兩節目間有「明顯、清楚且即時的連結」（RT 案）。 

此外，RT 案具有高度參考性，因為其為英國法院首次針對 Ofcom

因公正性規範裁處進行法律審查的案件。而就應國法院的最終裁判可

發現，英國法院原則上高度尊重 Ofcom 作為專業獨立機關的地位，

在其判決中，其主要審查 Ofcom 的違法性與程序性問題，僅在罰鍰

額度依比例原則審查是否有裁量過當的缺失，惟法院審查程序基本上

依循 Ofcom 裁罰邏輯，當 Ofcom 確實依循正當程序，法院原則上遵

重 Ofcom 的裁決。 

而我國雖在《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7 條第 2 項明訂製播新聞及

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惟僅針對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

原則且損害公共利益者，設有罰則，又雖同法第 43 條第 2 項設有「聽

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者」得限期改正之規定，惟其是否涵蓋該



390 

 

法所稱之媒體違反公平原則之情形，在適用上未臻明確，因此我國在

公平性原則的規範中顯然較英國鬆散，雖有原則規範卻無具體罰則。 

事實上，公正性規範的審查並不容易，其與獨立審查機關的專業

形象、公平公正判斷息息相關，具體裁處操作上應設立具體判準、調

理且具邏輯的正當審查程序，同時裁量更應符合比例原則，此外倘行

政處分進入訴訟程序，其法院審查程度亦將決定主管機關的專業形象，

以上種種皆為新聞公正性裁處需要注意者，故英國 Ofcom 的裁處過

程與法院的判決過程對我國而言亦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391 

 

表 9-16 新聞報導公平原則個案 

國別 英國 

案別 RT 案（2019-2020） CGTN 案（2020） 

事實 

Ofcom 於 2018 年 4 月啟動調 RT 的 10 個節目，RT 於 2018

年 03 月 17 日至 2018 年 04 月 26 日間，播出 Sputnik、

Crosstalk 與 News 三個節目（具體涉案事件包含英國索爾

茲柏里間諜毒氣傷害事件、敘利亞武裝衝突、烏克蘭政府

對納粹主義的立場及其對羅馬尼亞人的處置），總計 7 個

違反適當公正原則的案例。 

CGTN 於 2019 年 8 至 11 月期間，有 5 個涉及香港反送中

事件的節目內容，因違反公正性原則中的 5.1 條、5.11 與

5.12 條，而遭 Ofcom 調查。 

爭點 

媒體公正性與業者表達自由的法益衡平問題 

違規行為是否達「嚴重」程度？ 

罰鍰是否有違比例原則，而造成寒蟬效應 

公正性原則所要求的平衡論述，是否得由業者提供之其他

節目或其他媒體取代？ 

業者法遵的期待可能性 

媒體公正性與業者表達自由的法益衡平問題 

CGTN 是否已善盡維持公正性責任 

將 CGTN 過去法遵表現為列入本次違規行為的裁處考量 

涉及法規 

涉及《Ofcom 廣播電視規範》5.1 條、5.11 與 5.12 條，有

關公正性原則之規範，尤其有關現行政治、產業爭議與公

共政策等重大問題上的特殊公正性要求─須保持應有的

公正，於節目中呈現重要多元觀點，並給予相當表達空間。 

涉及《Ofcom 廣播電視規範》5.1 條、5.11 與 5.12 條，有

關公正性原則之規範，尤其有關現行政治、產業爭議與公

共政策等重大問題上的特殊公正性要求─須保持應有的

公正，於節目中呈現重要多元觀點，並給予相當表達空間。 

判決 

Ofcom 考量包含違失嚴重性、時間長短、傷害程度、業者

獲得之利益、業者有無適當預防行為、違規行為故意與否、

業者察覺涉違反規定時有無及時補救或停止播送與其他

補救措施、過去裁罰紀錄等因素，兼併考量違規嚴重程度、

業者意見陳述、營運情形與財務狀況等因素後，裁處 20

萬英鎊，並要求 RT 播出 Ofcom 的簡要調查結果，形式及

Ofcom 同意 CGTN 從中國觀點呈現香港反送中事件，係

其表現自由的實現，惟當內容具有政治爭議性時，仍應確

保適當的公正性，又 CGTN 雖因立場因素，無法獲尋代表

抗議者觀點的受訪者，但仍有其他方式或管道呈現不同觀

點。 

據此，Ofcom 認定涉案的 5 個節目嚴重違反適當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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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由 Ofcom 決定。 原則，並綜合考量 CGTN 的違規記錄和其他相關案例，於

後續發布最終裁處。 

後續改善方案 

針對 Ofcom 之裁罰，RT 不服並提出行政訴訟。 

2020 年 3 月法院判決表示，Ofcom 無裁罰程序不當或裁

量逾權的情形，且依 Ofcom 的裁決理由觀之，其決定係

中合理、合法且合於比例原則，故駁回 RT 撤銷處分之請

求。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Ofcom 仍未發布最終決議。 

參考資料：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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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犯罪事件報導原則 

德國 RTL II「RTL II News」案與 RTL「Item 12」案則與犯罪事

件的報導有關，案例概述詳見下表。 

犯罪事件報導在德國主要涉及《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

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目準則（Programming principles）」和德國新聞

理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Pressekodex）》兩大規範，

首先，根據《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

目準則」，德國廣播電視公司製播的節目應符合《德國基本法》意旨，

尊重人權、宗教信仰及相關道德規範，且應以促進社會和諧、避免國

家分裂及提升國際理解等前提下增進社會的凝聚力，減少社會歧視，

同時應遵守一般法律及相關人權規定。另依《新聞行業準則》，德國

新聞從業人員應遵守尊重事實和人權、遵守廣告和製播分離原則、避

免單面偏頗報導、尊重個人權利並保護被報導者避免遭受歧視、應區

分新聞報導和評論等原則規範。 

在德國兩項個案中，媒體許可及監督委員會（ZAK）皆肯定新聞

媒體據報導犯罪事實的權利，此即新聞自由與大眾知情權的彰顯，惟

犯罪報導雖有其公共性，然此等公共性並非凌駕所有個人權益保障之

上，亦即「保護被報導者的人身權利」義務不能以公共性遮掩，是以

新聞報導須避免以過於詳盡甚至聳動的方式報導暴力或殘忍行為，以

保護受害者及親屬，避免二次傷害；另倘加害者惟未成年或尚未確定

犯罪等情形之下，亦應以適當的方式避免揭露過多可辨識資訊。 

承上所述，本研究列舉兩個德國案例皆因過度揭露資訊而造成被

害人人權傷害，更甚至因描述過多加害人資訊，致使鄉民正義錯誤的

執行，波及無辜，是以兩個案皆遭 ZAK 依相關法規進行行政處分與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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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德國案例，我國亦常因犯罪報導而引發爭端。2016 年內湖女

童命案延燒期間，通傳會即因電視新聞報導過度而祭出警示公告，呼

籲電視頻道業者應謹守新聞專業，理性客觀、審慎處理新聞內容及畫

面，避免強調恐怖凶殘、暴力血腥畫面與犯罪細節，或過度重複單一

性資訊，而造成模仿效應，引發社會焦慮與不安。 

此外，針對重大社會犯罪新聞事件報導，通傳會亦呼籲媒體於採

訪、拍攝、製播犯罪事件新聞時，應同時顧及民眾感受，經過查證、

取得受訪者同意後才能訪問播出，且新聞內容與畫面之呈現，應避免

以煽情、刺激、歧視（如精障、失業在家、宅男）等方式或使用情緒

性字眼報導，以避免對受害者、家屬造成二度傷害或污名化特定族群，

同時亦不應強調反社會之偏差行為，或是過度重複單一資訊，以避免

社會集體焦慮與模仿效應279。 

惟相對於德國將該等人性尊嚴保障與新聞行業準則法制化，我國

針對此等議題的規管較為分散，其依個案性質可能透過違反法律強制

或禁止規定、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

分別處理，又倘節目內容過於血腥可能有違節目分級規定，因此通常

就個別個案適用相關裁處方式，例如當媒體過度揭露兒童或受害家屬

身分的各類媒體內容，則將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裁

處之。 

 

 
279 NCC，2016。內湖女童命案 NCC 籲請電視業者自律並謹守相關法令。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0&sn_f=3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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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7 犯罪事件報導個案 

國別 德國 

案別 RTL「Item 12」個案（2018） RTL II「RTL II News」個案（2019） 

事實 

2018 年 6 月 12 日於 RTL 於 Item 12 節目中製作兒童性侵害專題

報導。因在節目中遠距拍攝一名遭指控有對未成年進行性虐待的

17 歲青年，但由於節目影像馬賽克處理不夠確實，包括於節目中

露出其穿著衣物、身材及居住地點等。此外，亦於節目中詳細描

述犯罪過程與所造成的傷害，因而造成民眾的憤怒，並攻擊疑似

與報導中描述類似者。 

2018 年 8 月 21 日於 RTL II News 晚間新聞中報

導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新聞中清楚地事故原

因、現場情形及結果，包括敘述現場一名年輕受

害者於車禍現場的死亡原因等。 

爭點 

 事件雖有其報導意義，但並不能免除電視臺「保護被報導者

的人身權利」等義務，尤其是對於敏感議題上，而仍應該對

於被報導者以匿名、馬賽克等方式適當處理。 

 新聞報導應避免以過於聳動的方式報導暴

力或殘忍行為，以保護受害者及親屬。 

 新聞記者對於事故現場應盡可能地避免過

於真實的報導，以減緩對於受害者和其親

屬的衝擊。 

涉及法規 
涉及《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廣播電視節目

準則」和德國新聞理事會發布的《新聞行業準則》。 

涉及《國家廣播電視媒體條約（RStV）》第 41 條

「廣播電視節目準則（Programming principles）」

和德國新聞理事會（Presserat）發布的《新聞行

業準則（Pressekodex）》。。 

判決 

雖本案件後續社會影響層面廣，甚至因民眾動用私刑而遭致社會

的關注，ZAK 審理結果亦認為 RTL 有違反新聞製播原則事實，

但考量本案件主要是因 RTL 馬賽克畫面處理不夠確實，因此 ZAK

認定其僅屬於「輕度違法」，因此僅處以行政指導，而並未進一步

罰鍰。 

ZAK 判定 RTL II 製播的「RTL II News」新聞節

目有違反新聞製播原則。 

後續改善方案 略。 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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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數位匯流下對於網路新聞之監理政策研析 

一、 我國關於網路新聞監理之爭議 

為深入理解我國於數位匯流時代下新聞頻道監理議題，本研究除

研析國內文獻，亦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等研究方法，匯集國

內相關業者、專家學者與公民團體，以進一步搜集多方利害關係人對

數位匯流下網路新聞監理之建議。 

（一） 網路新聞納管爭議 

首先，就是否應納管網路新聞，或針對經營跨電視與網路新聞的

業者是否應要求遵守同一規範，部分業者與學者表示不贊成也不合適，

其原因包括以下 5 點： 

1、 基於言論自由，政府介入監管易有箝制新聞自由的疑慮，且

考量網路新聞難以時數或則數衡量的特性，難以適用公平原

則； 

2、 依現行法規，並未有明確法源可據以列管網路新聞，倘主管

機關欲針對電視和網路共用報導內容進行開罰，應有法源依

據，且明確裁罰規定與程序； 

3、 針對網路媒體納管議題，國內電視臺發展的網路新聞已受到

相當程度的自律規範，並同時受《民法》、《刑法》、《社會秩

序維護法》和民間機構 iWIN 監督，且隨著時間遞嬗，有越

來越多的特別法（如藥事法、兒少法）等也針對特定議題，

利管網路領域，故網路非無法可管； 

4、 倘政府欲比照電視規範將共享同一品牌或資源的網路媒體

納管，或可能迫使電視臺另成立一家獨立公司和母公司脫節，

藉此規避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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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新聞所處的生態與電視新聞本就不一樣，倘要將經營電

視新聞之業者其下的新聞平臺一併納管，恐不利其於網路世

界的競爭。 

至於公民團體與多數學者則傾向贊成列管網路媒體，其贊成原因

包括： 

1、 公民團體收到許多投訴，且投訴對象多為網路新聞，此外由

於部分網路媒體與電視媒體簽有內容協議，其網路平臺放置

內容係屬於電視新聞衍生商品，惟卻與電視新聞享有不同程

度的監管規範。具體而言，國際上已有加強網路內容監管案

例，如歐盟國家要求網路平臺（Facebook、Twitter 等）比照

電視跟紙媒的方式監管平臺上的仇恨言論。 

2、 報紙、電視新聞頻道等媒介管制強度較高，網路監理強度較

低，恐將在網路上產生次文化，即民眾會去選擇看網路上的

內容，長期如此，恐加速廣告投放轉移至網路，造成傳統新

聞媒體衰敗。 

3、 網路監管或可擴大《廣播電視法》跟《衛星廣播電視法》的

解釋範圍，將同享同一品牌的新聞平臺列管。惟另成立網路

公司規避者，除非網路媒體也要有執照，不然很難規管。 

（二） 網路新聞納管可行方向 

雖對於納管網路新聞各方利益關係人意見不一，但網路新聞的爭

議是實際存在的問題，因此如何治理網路新聞也是本研究關注之焦點。

根據本研究蒐集各界提出的意見，網路新聞監理方式可能有法律、他

律與自律等三種模式。 

  



398 

 

1、 法律 

倘主管機關列管網路媒體，則應設有更細緻的監管標準與程序，

如考慮媒體影響力等，以抓大放小概念優先納管影響力較大之網路媒

體。此外，亦可考慮分層規管，如區分電視臺之網路新聞、紙媒之網

路新聞、網路原生新聞等不同層次，進行不同程度之規管，不過也有

其他意見指出，如果確定納管網路，則應一視同仁，將所有網路媒體

依照同一標準一同納管。 

惟，亦有學者指出，網路治理需要共識，也因此監管網路法制化，

或可能不是單一主管機關或法規統合，而是會回到原責單位，依不同

關注面向，行使不同程度的監管，例如公平、反滲透等議題。 

2、 他律 

有業者及公民團體提出，針對網路新聞公信力，直接控管內容會

有箝制言論自由的問題，因此建議仍須回歸自律和他律的做法，但就

自律而言，因新聞媒體企業集團化，牽涉太多利益糾葛，很難有效自

律；而他律須明確釐清管理標準，亦屬不易。 

惟依我國現行操作，iWIN 已與衛星公會合作，衛星公會將標誌

新聞頻道不能播的內容、被要求自律的內容提供給 iWIN，由 iWIN 依

照規則增添警語，此即一種他律實踐。 

另，對於傳播不實資訊的網路原生媒體，有業者認為考量現行規

管框架，較為可行的方式是讓該網站連結失效，以降低其對閱聽眾所

造成的影響；至於網路新聞的商業置入，便以市場因素進行調節。 

此外，大型網路平臺如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內容規範對網路

內容流傳（尤其各電視臺內容）具相當約束力，因違反規範將被平臺

遮蔽內容、撤銷影片上傳的權力並取消帳戶營利，對於媒體的收益有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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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律 

相比其他規管方式，多數業者仍贊成加強業界自律，具體實踐方

式如成立網路媒體行業公會，以強化業界彼此監督，但此方案亦面臨

網路新聞媒體的定義問題。 

此外，亦有學者表示，政府寬鬆的管制前提應該是媒體更嚴格執

行的自律手段，而這些手段包括：媒體內部的教育訓練、對報導的較

高道德要求、透過公會執行更為嚴格的查證原則，以及透過觀眾委員

會建立「多重自律機制」等。 

本研究彙整上述討論意見，發現對於網際網路新聞內容有不同程

度的規管討論。部分業者認為應尊重網路自由，僅須藉由《民法》、

《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和民間機構 iWIN 監督即可；亦有業者

提議成立網路媒體行業公會，以強化業界自律。除此之外，網路新聞

是否應被列入現有傳統廣電媒體換照、評鑑時的制度之一，亦引起部

分業者的討論。 

二、 各國對於網路新聞監理作法 

為了解各國面對數位匯流趨勢，對於傳統電視新聞頻道與網路媒

體之管理模式與標準是否存在差異性，本研究蒐集各國對於網路媒體

之相關管制作法及討論，並比較分析各國與我國發展情形如下，同時

彙整分析如下表。 

美國 FCC 雖主管通訊傳播事業，包括以執照制度來監管無線廣

播電視臺，但該等監理範圍並未擴及網際網路新聞媒體內容280。尤其

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規定下，十分重視網路及新聞言論自由

價值，因此目前對於網路內容亦無相關審查規定。美國歷年來僅針對

 
280 FCC, 2019. The Public and Broadcasting. https://www.fcc.gov/media/radio/public-and-

broadcasting#WEBSITE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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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族群有較多立法上的討論，然而相關討論多數均遭判違憲而未真

正落實。具體而言美國政府在設立相關法案或監管措施，易因碰觸言

論自由問題而遭判違憲。相較於政府監理，美國產業環境更著重在業

者自律及相關民間團體之他律，以作為規範業者散布不當內容之防線。 

英國在新媒體內容監管上，原則上與廣播媒體受相同的廣播內容

規則和法規約束，故如網路協議電視服務倘欲提供線性服務亦須取得

相同之執照。此外，依《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規範，

英國亦設有隨選視訊（VOD）之內容與廣告規範，Ofcom 亦已於 2016

年公布實行進一步的 VOD 內容規範，以確保有效監管 VOD 節目，

而自 2020 年《2020 年視聽媒體服務條例》之後，廣播電視和隨選節

目服務（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於節目與廣告的監管強度漸

趨一致，除加強觀眾權益保障，同時亦加強煽動犯罪、暴力或仇恨和

恐怖主義的內容管制，另針對青少年與弱勢族群也分別增加權益維護

措施。英國除已將相關監理程序擴及到網際網路，線上傷害內容監管

亦被英國政府所重視，尤其是針對假新聞、假訊息之治理措施，英國

近年來除積極釋出相關調查報告外，亦希望透過監理社群媒體、搜尋

引擎等大型數位平臺來解決網路爭議問題。 

此外，英國設有國報章雜誌與網際網路新聞的自律監督組機─獨

立新聞標準組織（IPSO），其接受民眾投訴，亦編寫《編輯工作守則》

並據此監督各成員新聞報導表現，其監督範圍囊括報章、雜誌與各成

員之新聞網站，除上訴功能之外，IPSO 內部設有強制但相對廉價的

仲裁機制，使受媒體侵權者可以低廉的費用，向 IPSO 尋求救濟。 

德國最新《國家邦際媒體協約（MStV）》中，將視聽服務劃分為

傳統廣播電視及網路電信媒體（Telemedien）等 2 大類分別規管。其

中在網路媒體上，又再細分為類傳統廣播電視服務的網路媒體、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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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平臺、中介媒體平臺和影音分享平臺等 4 大類規管對象。於法令

上，廣電媒體的相關規管強度仍較高，網路媒體則視其服務特性，所

應遵守的義務規定相較低，但原則上，從上述規管架構已清楚可見不

同傳輸媒介的規管架構。除此之外，德國政府近年來也積極立法要求

社群媒體平臺及影音分享平臺業者處理假訊息、仇恨言論等不法內容

問題。 

日本目前對於廣電新聞監理制度仍未擴及網際網路服務。日本近

年來雖有鑒於網際網路影音服務愈趨普及，因此曾提出相關修法討論，

但因引起當地廣電業者的反彈而終止。除此之外，對於日本 BPO 放

送倫理檢證委員會的運作模式，也曾有討論聲浪認為應擴大針對網際

網路內容進行審理，但因實際運作上的問題目前亦仍未有更進一步的

結果。 

韓國政府近年來積極透過立法來解決新聞受害者問題，2011 年

修法後，原則上網路新聞皆應與傳統新聞業者一樣，適用媒體受害人

的資訊請求權與調解、仲裁、訴訟等司法救濟權限，惟在部分規範上

對網路媒體仍較為寬鬆。針對網際網路發展下的廣電媒體監理議題，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亦表示將在 2020 下半年起提出修法措

施，以避免不同產業別之間的差別監管問題，而據目前 KCC 提出的

監管架構仍以放寬傳統廣電監管強度為施政主軸。 

澳洲政府近年積極討論修法或立法來解決網際網路內容監管問

題，包括在 2017 年 12 月，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針對

數位平臺對於新聞媒體和廣告市場的影響進行調查，並提出最終報告，

建議澳洲通訊管理局（ACMA）應更新媒體監管框架，以確保傳統和

數位新聞媒體有效且一致的監管方式，並要求指定的數位平臺向澳洲

通訊管理局（ACMA）提供行為準則，以自律方式管理其與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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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商業關係。具體而言，澳洲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已發布《媒

體改革綠皮書（Media reform Green Paper）》281，擬針對修訂商業無線

廣播電視相關法規規定，另外在 2021 年 3 月開始施行的「新聞媒體

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除授權澳洲政府得指定數位平臺應與

新聞媒體業者進行授權議價協議外，亦開放新聞媒體業者向主管機關

登記，除須提供新聞來源、營收等資料外，亦在登記資格中要求提供

專業製播的相關證明，以要求網路新聞的品質。上述做法雖是從大型

數位平臺與媒體業者之間的新聞議價與競爭關係著手切入規管，但附

帶也可要求網路新聞製播規範，對於往後網路新聞內容監理亦可作為

一種行政手段考量。 

此外， 澳洲近年還積極推動數位平臺假資訊和新聞品質的自律

準則，並由澳洲數位產業協會 DIGI 制定草案，進一步提出數位平臺

業者應善盡之 6 項具體任務，包括防範不實資訊；消除不實資訊的廣

告和其他獲利誘因；確保數位平臺旗下服務和產品之公共利益；賦權

消費者，使其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數位內容選擇；透過支持相關研究，

強化公眾對不實資訊的理解；宣傳數位平臺打擊不實資訊之相關措施

等。 

我國目前對於網路內容監理並無單一網際網路主管機關，因此對

於網路內容之監理上，目前係由通傳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46 條授權，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成立「iWIN 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並委託民間團體運營。除此之外，過去通傳會亦曾提出

《數位通訊傳播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等草案，嘗試將數

位通訊服務業者及 OTT TV 服務業者之義務法制化，然而目前均尚未

立法通過。 

 
281 Media reform Green Paper. https://minister.infrastructure.gov.au/fletcher/media-release/media-

reform-green-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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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研析國家中，部分尚未將網路新聞納入傳播法

規管理架構之中，部分則是於法中要求他律（如監管大型平臺內容規

範）或自律（要求業者或公會自律）等方式間接監管網路內容，部分

國家（如英國、德國等）則有要求類如廣電媒體頻道之新聞服務，須

比照傳統廣電媒體監理與得相關許可執照。 

此外根據個別議題，如不實資訊、仇恨內容、兒少保護等議題，

則多由個別法規授權主關機關為相關監管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AVMSD 在 2020 年修法後，將傳統線性媒體與隨選視訊服務的節目

與廣告內容規管架構逐漸拉齊，同時針對特定議題將影音分享平臺納

入規管，由此觀之，歐盟媒體規管範圍已逐漸擴及網路環境。然而，

歐盟雖然逐步拉齊傳統線性媒體與隨選視訊服務的節目與廣告內容

規管架構，但其管制也非無限上綱，而是設立原則性的綱要及目的，

包括對於廣告透明化，禁止不實資訊、仇恨言論及兒少保護等設立最

基本的要求。 

表 9-18 各國及我國網路新聞監理比較表 

國

別 
網路新聞監理概況 

是否將傳統廣電新聞內容監理

做法擴及網路媒體 

我

國 

對於網路內容之監理上，目前主要「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負責監理。除此之外，

過去通傳會亦曾提出《數位通訊傳播法》

草案，嘗試將數位通訊服務業者之義務法

制化，然而目前尚未立法通過。 

尚無。 

美

國 

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規定下，對

於網路內容及新聞均賦予言論自由價值，

因此目前對於網路內容亦無相關審查規

定。 

尚無。 

英

國 

英國在新媒體內容監管上，原則上與廣播

媒體受相同的廣播內容規則和法規約束。

除此之外，英國政府近年亦積極關注假新

聞、假訊息之治理措施，惟其具體監管方

式仍未確定。 

類如廣電媒體之網路網路影音

服務，原則上與廣電媒體受同

樣的管制規定。 

德

國 

德國政府有鑑於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為了

確保網路新聞之製播原則符合一般廣電

針對網際網路線上提供的新聞

編輯性節目、廣播電視節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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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別 
網路新聞監理概況 

是否將傳統廣電新聞內容監理

做法擴及網路媒體 

媒體製播規範，德國政府近年修法將網路

媒體納入監管法規中。除此之外，德國政

府近年來也積極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平臺

及影音分享平臺業者處理假訊息、仇恨言

論等不法內容問題。 

電影等，於法中明訂該類服務

內容應同樣遵照傳統廣播電視

服務規範，包括廣告、節目內

容多樣化、兒少保護等規定。 

日

本 

日本目前對於廣電新聞監理制度仍未擴

及網際網路服務。但對於網路監理仍有討

論聲浪，但目前均尚未有更明確的立法或

監理措施。 

尚無。 

韓

國 

韓國政府近年來積極針對透過立法來解

決新聞受害者問題。除次之外，韓國通訊

傳播委員會（KCC）業表示將在 2020 下

半年起提出修法措施，以避免不同產業別

之間的差別監管問題。 

原則上網路新聞皆應與傳統新

聞業者一樣，適用媒體受害人

的資訊請求權與調解、仲裁、

訴訟等司法救濟權限，惟在部

分規範上對網路媒體仍較為寬

鬆。 

澳

洲 

澳洲政府近年積極討論修法或立法來解

決網際網路內容監管問題。包括在 2017

年 12 月，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CCC）針對數位平臺對於新聞媒體和

廣告市場的影響進行調查，並提出最終報

告，建議澳洲通訊管理局（ACMA）應更

新媒體監管框架，以確保傳統和數位新聞

媒體有效且一致的監管方式，並要求指定

的數位平臺向澳洲通訊管理局（ACMA）

提供行為準則，以自律方式管理其與新聞

媒體業者的商業關係。 

2021 年澳洲通過「新聞媒體和

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除

由授權澳洲政府得指定數位平

臺應與新聞媒體業者進行授權

議價協議外，亦開放新聞媒體

業者向主管機關登記，除須提

供新聞來源、營收等資料外，

亦在登記資格中要求新聞媒體

業者應提供專業製播的相關證

明，以要求網路新聞的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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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綜整上述研究分析，本章節依據前述蒐集之國內外文獻資料及彙

整國內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意見，就匯流時代下電視新聞產業變革、

營運管理、內容監理及網路新聞管制差異等議題，提出以下研究結論

及政策建議。 

第一節 我國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建議 

本節政策建議主要是為回應以下兩點研究問題： 

 對於我國電視新聞頻道之營運管理、內容監理、事實查證、公平

原則、視聽權利保護與政府各機關政策措施等，依據研究分析成

果提出整體監理政策及法制研修等可行性建議。 

 針對電視新聞頻道因應網路媒體之衝擊，電視新聞內容如何突顯

其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並就其營運發展、內容製播及視

聽權利之保護，提出可行性之建議。 

本研究依據前面章節研究分析成果，並依序就本案研究發現論點、

結論及可行之政策建議等說明如下。 

一、 電視新聞頻道因應網際網路衝擊之產業變革 

隨著寬頻網路時代發展，我國除既有廣電媒體新聞服務外，於網

際網路上亦出現大量新聞資訊來源。本研究經國內研究分析發現，各

家電視新聞臺因應網際網路衝擊，均已開始擴展網路新聞服務，甚至

因而對於新聞製播流程、新聞資料來源、新聞常規、甚至是內部組織

造成一定的影響（詳如第二章及第九章討論彙整）。 

而除了電視新聞臺跨足經營網路新聞外，網際網路的開放性，亦

催生出更多元的網路新聞服務。本研究粗略區分為下列 3 種類型：1.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2. 傳統媒體衍生之網路新聞服務；3. OTT 網路

平臺等。然而，傳統廣電媒體雖跨域經營網路新聞服務，同一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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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集團下的網路新聞是否就能直接與電視新聞畫等號，研究團隊研析

後認為兩者並非單純且直接的對應關係，隨著數位科技及社群媒體平

臺的技術特性，電視新聞媒體勢必要隨著不同數位平臺的特性，調整

網路新聞內容。雖就實務而言，電視臺為了成本和營運綜效的考量下，

同一個新聞事件，於網路新聞和電視新聞呈現上可能會有共用新聞素

材的現象，然而經本研究調查分析和相關學者研究都可證明，網路衍

生的「小編新聞學282」，與傳統廣電媒體製播流程已有明顯的不同。 

換句話說，就傳統電視新聞來說，其除了面對網路新聞競爭而造

成的廣告營收下滑之外，在匯流時代下跨業經營衍生網路服務，亦面

臨更多的競爭與挑戰。 

本研究經深度訪談分析發現，電視臺在製播網路新聞與電視新聞

會依照目標閱聽眾的屬性、受眾對象、新聞主題等而採取不同的製播

策略。雖然在電視臺同一新聞品牌下，多數電視臺為了節省人力及相

關資源，往往會有同一新聞素材跨平臺使用的情形。惟考量網路新聞

和電視新聞頻道的目標和受眾不同，數位化過程中仍會考量網路閱聽

眾的特性進行再製。此外，亦有業者針對網路特性開發獨特內容，因

此，在數位匯流發展下，即使是同一電視新聞跨平臺製播之網路新聞

內容，仍有非常多元之樣態。  

二、 我國現有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政策建議 

（一） 新聞頻道營運管理政策建議 

為具體針對我國現有電視新聞頻道監理提出政策建議，本案透過

各國資料研析、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蒐集各方

利益關係人之意見，最後綜整我國現況提出政策建議。 

 
282 劉昌德，2020。小編新聞學：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 如何轉化新聞專業。新聞學研究，第

142 期，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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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各國依照國情與當地廣電市場發展概況，而有不同的監

理措施。原則上各國對於無線廣播電視均採較嚴格的監管標準，以執

照管制；而在付費電視新聞頻道上，監管方式則有所落差，如英、德、

韓等國家均有設立付費電視頻道執照制度，然而不同國家的執照制度

與監管強度仍有層次上的差別。 

韓國特別針對新聞頻道設立頻道申設與換照制度，除訂有明確的

評分項目，並加重與公共性有關的評分項目。整體而言，韓國換照評

鑑資訊相對公開透明，除公布單項評分成績，也一併將換照許可條件

與行政指導內容公開，以供全民監督。此外，韓國《放送法》僅就執

照期限為範圍規定，於 3 至 5 年範圍，由主管機關依照評鑑結果予以

裁量，此設計允許主管機關對於執照管理有更大的彈性，在各國案例

中實屬創新，而在實務運行中，因韓國新聞專業頻道屬特別管制的執

照制度，因此近年來並未有新進業者，針對既有業者則傾向用執照期

限與附款監理等方式來獲准換照，而並無直接廢止執照的個案，如

MBN。 

英國 TLCS 執照監管與我國衛星電視執照監管相似，惟其執照監

理方式採「原則准入，例外禁止」的規範，且其執照並無期限限制，

但允許主管機關就營運不佳之頻道業者予以裁罰、甚至廢止執照。 

反觀我國現有制度，2020 年 11 月 NCC 通過「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一般頻道換照審查評分表」草案，將頻道換照審查項目表格化

並法制化，以加強審查制度的公開與透明性，就行政作為來看確實值

得鼓勵。就我國目前行政實務操作面而言，與我國現有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申設、評鑑、換照等業務，均是由主管機關在審查之間召集諮詢

會議，組成委員 9 至 11 人，以進行審理。除此之外，在法律層面上，

若業者內容製播有涉及不法內容，主管機關亦會召集相關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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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行政程序，以取得自律、他律、法律管制手段之間的平衡，符

合各國目前共管機制作法。 

除了上述共管作法外，針對法制層面，我國歷年裁處案件雖都會

定期公布年度核處紀錄和裁處原因，並定期彙編成「NCC 傳播監理

報告」，加深行政監理的透明性，與國際各國作法一致，應值得肯定。

惟在實務操作上，相關專家學者建議，或可將歷年來裁處個案、執照

換發、評鑑等項目做更細緻化的類型說明並對外發布，並透過媒體素

養相關教育訓練，加強與產業工會或相關公民團體等合作，使業者與

業者之間可以促進更良性的溝通與相互學習，使現有自律及他律共管

機制最大化，並同時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監管成本。 

（二） 新聞頻道內容監理政策建議 

在新聞頻道內容監理政策建議上，本案比較我國及各國發展經驗，

發現就法律、他律及自律層次來說，各國政策均可見類似監理措施。

我國目前在內容監理上，在法律、他律及自律層次上堪稱完善，值得

肯定。惟對於細部行政執行上的做法，根據相關產官學界意見並參照

各國經驗，或仍有細部調整改善空間。本案提出我國電視新聞內容監

理政策建議如下。 

1、 法律面 

本研究透過各國主管機關針對內容的裁決個案分析發現，原則上

英國對節目內容監理強度最高，其裁處輕者警告，最重得廢止執照；

韓國則以警告、行政指導為多，裁罰較少，而近年相對較重的行政處

分係針對 MBN 不實呈報財務之事件，處以 6 個月的停播處分；至於

美國、日本、德國與澳洲則以行政指導為多，具體裁罰相對較少。 

進一步分析，各國在裁罰個案中的作法可發現，英國針對裁罰基

準、如何裁罰、裁罰手段等皆有明確的論述依據，Ofcom 的處分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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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通常會清楚羅列違規事實、違反法規、被處分人意見、主管機關

處分理由等，尤其主管機關處分理由論理層層遞進，從適用法規、個

案涵攝，以及裁量考慮項目皆有非常嚴謹的立論格式，即便被處分人

因不服而上訴至行政法院，基於程序正當、裁量適當且合於比例原則，

行政法院多傾向尊重獨立機關的專業裁量。 

我國目前主管機關除定期公布年度核處紀錄和裁處原因，亦彙編

成「NCC 傳播監理報告」，加深行政監理的透明性，與國際各國作法

接軌，可受外界公評。惟比較各國監理個案，韓國、美國、日本、德

國與澳洲等國家均是以行政指導為多，具體裁罰相對較少。英國雖然

監理強度相較高（輕者警告，最重廢止執照），但整體而言在監理個

案上仍是以行政指導為大宗。且部分國家透過行業組織他律機制來授

權民間單位進行新聞內容的行政指導，如德國則藉由主管機關授權業

者協會執行監督，實施共管機制；除此之外，日本「放送倫理節目向

上機構（BPO）」、英國皇家電視學會（RTS）和澳洲新聞行業公會等，

皆為社會中具強大公信力之新聞內容監督機構。 

我國目前除了在現有三律共管機制下，如何參考各國發展經驗，

再扶持具有公信力之民間團體來執行新聞問責機制，或可成為我國政

府可思考的方向之一。 

以法律層次來說，我國及德國、韓國等均透過立法要求業者自律，

部分國家（如英、德等）則透過法律授權設立廣播電視或新聞製播相

關準則，作為後續審照、監理之重要參考依據。 

而在他律部分，日本、德國、澳洲、英國機制相對完善，包括德

國、澳洲等均有設立針對新聞內容之共管機制。韓國則著重於閱聽眾

問責部分，明訂法規要求業者設立新聞公評人相關制度。 

2、 自律與他律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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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案焦點座談會議專家學者建議，為避免政府過於干涉新聞

報導內容而導致寒蟬效應，同時也為避免業者自律機制失靈，透過加

強公民團體和共管機制的力量，是較好的解決方法。 

尤其是新聞從業人員相關行業組織，德國、澳洲、日本等均是由

行業組織發起新聞製播原則，並以此約束電視臺遵守。其中，澳洲之

行業準則是由行業公協會與主管機關共同草擬而成，主管機關則依此

來做為審查電視臺執照與換照之依據；德國則是由業者共同成立監督

協會，並由主管機關審核賦權，並據此來做為監督電視新聞內容之主

要機構。上述兩種共管模式值得我國參考。 

我國若欲參考各國經驗，除了現有三律共管制度，或可再視監理

的層次，扶植公民團體或行業公協會共同設立廣播電視製播準則，並

將內容監理與判定作業下放由公民團體或公協會來執行，主管機關再

據公民團體或公協會判定情形，作為往後執照換發之審查依據，並可

降低主管機關的行政成本。 

以電視分級制度為例，美國、澳洲等國家分級制度都是由業者和

政府共同發起，並交由業者自律管理，彼此形成相互監督的力量。我

國主管機關或可考慮從較不涉及特定法意判定的新聞價值或新聞倫

理出發，如電視分級制度，鼓勵業者或行業公會間制定電視分級制度

自律機制或特定類型之新聞報導準則或原則，並由行業公會進行業者

相互監督及自律，以作為現有三律共管下的補充機制。 

而又對於特定新聞報導類型，例如我國目前監理上較有爭議之報

導內容，如違反兒少、事實查核、犯罪暴力、自殘、霸凌等社會案件，

應使業者從過去判處案例中了解原因與未來製播方向，包括與產業公

協會等共同針對特定類型之新聞題材提出製播準則，以讓業者有所遵

循，而不會因為不清楚製播原則及裁罰標準，而誤觸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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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針對目前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體之管制差

異，我國現行監管政策調整之建議 

由於數位匯流時代來臨，以及受眾收視與閱讀模式改變，網路媒

體已成為各家媒體的兵家必爭之地，惟因網路高彈性與無時差之特性，

諸如假訊息、假新聞與不當內容等議題層出不窮，衍生關於網路新聞

媒體監理的爭辯，尤其「新聞」兩字因涉及第四權的彰顯，顯然更著

重「公共性」，因此管或不管皆有不同的支持立論。 

本研究針對目前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體之管制差異進行研討

與比較，發現現行通傳媒體在數位匯流下都已延伸經營網路服務，其

主要是附屬於既有電視新聞部或新媒體部之下，亦有新聞頻道事業以

現有人力兼營網路新聞，或另設網路新聞網之平行組織等型態。以上

多元的經營型態，對於電視新聞產製流程或編審機制產生影響，因而

引發是否或如何納管網路媒體等之討論。 

本研究研析各國監理機制發現，網路新聞納管極其敏感，從列管

與否、規管範圍、規管強度等皆不易定義，現行各國對網路新聞監理

方式，比起直接監理網路新聞，更傾向於透過治理不法內容、不當內

容或不實資訊等議題監理網路內容，即使歐洲國家已漸擴張媒體監理

範圍至網路影音分享平臺，比起直接立法以法律訂立網路媒體規範，

其採用賦予平臺內容治理的間接管制方式，即以平臺對內容提供者的

他律，以保護特定法益。 

尤其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等），近年來配合歐盟整體法治規

畫，對於傳統廣電媒體、隨選視訊服務及影音分享平臺等三大類規管

目標已有較明確的立法規範，有助於主管機關依法執行，在法律明確

規範下，也可以避免法律漏洞和舊法難以適用新興服務等問題。 

除此之外，國際間目前針對網路新聞媒體的監理多強調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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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諸如 KBS、BBC 等公共媒體，因其頻道定性帶有濃厚公共任務，

故其跨平臺新聞多享有同一標準，而部分商業媒體電視臺，如英國

Sky News 則因品牌經營，自行宣示跨媒體平臺內容，共享同一內容

自律規範。 

而我國實務上，因閱聽眾媒體消費習慣改變，許多傳統媒體亦轉

戰網路場域，又為吸引閱聽眾眼球，偶有內容過當之爭議，是以也衍

生「同一品牌同一管制」的聲浪，惟研究團隊實際調查結果發現，即

使是同一個新聞集團下的網路新聞，亦難以直接與電視新聞畫等號，

隨著數位科技及社群媒體平臺的技術特性，電視新聞媒體勢必要隨著

不同數位平臺的特性，調整網路新聞內容。雖就實務而言，電視臺為

了成本和營運綜效的考量下，同一個新聞事件，於網路新聞和電視新

聞呈現上可能會有共用新聞素材的現象，然而經本研究調查分析和相

關學者研究都可證明，網路衍生的「小編新聞學283」，與傳統廣電媒

體製播流程已有明顯的不同。 

換句話說，就傳統電視新聞來說，其除了面對網路新聞競爭而造

成的廣告營收下滑之外，在匯流時代下跨業經營衍生網路服務，亦面

臨更多的競爭與挑戰。 

因此，在考量網路新聞發展仍十分多樣且難以定義的情況下，本

研究認為，在列管網路媒體不應躁進，避免因行政解釋而欲擴張既有

廣電三法規管範圍，而是應循序漸進，配合相關修法作業，並以自律、

他律先行，法律應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以完善我國整體匯流法治監理

措施。舉體建議如下所述： 

 
283 劉昌德，2020。小編新聞學：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 如何轉化新聞專業。新聞學研究，第

142 期，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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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律與他律先行 

誠如前述，在國際目前網路監理實務上，仍多以他律與自律為重。

尤其相較於廣電媒體之特許制度，國際上對於網際網路仍呈現開放態

度，多呈現低度管制。雖來許多廣電媒體都已將新聞製播內容延伸至

網際網路，但據本研究調查方向，網際網路因為目標閱聽眾及接收模

式的改變，其即使是源自同一個新聞媒體集團，亦多會隨著目標觀眾

的改變而再製傳播內容，且網路生態相較廣電媒體更為複雜，難以明

確定義閱聽眾及接收形式，在面對複雜且龐雜的網路內容下，如又用

既有廣電媒體監理思維來設想網路監理，恐將落入管制成本過高、難

以實踐監理目標等問題。 

網際網路內容發展快速且即時，其開放性及互動性不僅賦權閱聽

眾自製內容，更可以透過討論、分享等創造更多元的公共討論空間。

本研究參考各國發展，發現對於網際網路上的內容，已有國家開始設

立自律機制，我國或可參考英國 IPSO 的架構，成立國內跨媒體的自

律監督組織，且為鼓勵業者加入組織，可建立如認證標章或獎勵措施，

鼓勵業者共同自律。 

然為避免業者自律怠惰，應有建立適當的他律措施，如依我國現

行實務，iWIN 已與電視相關公協會合作，由衛星公會將廣電媒體業

界自律措施同步提供給 iWIN，並由 iWIN 輔導網路相關媒體遵循，

此機制確實是現今廣電媒體與網路新聞混雜發展下，一種可相互制衡

的自律措施。 

因此，本研究建議，針對網路新聞治理，宜可先從輔導或鼓勵網

路新聞相關公協會開始，例如參考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tal Industry 

Group, DIGI）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發布《關於澳洲假訊息和錯誤訊

息的業務守則（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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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information）》284，並邀請國內相關網路新聞業者共同加入，據以

承諾將根據守則內容來提升新聞品質。 

我國在 2019 年，包括台北市電腦公會與五家網路業者曾共同發

起「不實訊息防制業者自律實踐準則285」，即為業者自律的實際成果

之一。雖然執行成效仍有待觀察及討論，但相信隨著我國社會情境及

國際發展脈絡下，由業者自律及他律機制所形成的網路共管，如針對

兒少保護、不實內容、不法內容等特定議題，應會有實際成效。再加

上各國（包括歐洲國家及澳洲等）目前已開始加強要求大型網路平臺

如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建立內容規範，並要求大型數位平臺賦予

更高的共管義務，以確保網路內容規範。 

我國雖然市場規模相較小，但在匯流發展下，國內新聞媒體生態

包括廣告獲利模式、營運模式等都因而快速變動。為了加速業者之間

的產業鏈發展，或可先從鼓勵設置網路新聞行業公協會開始，透過業

者與業者之間橫向連結，建立互相制衡的聯合力量，包括由業者共同

討論設置網路新聞原則性綱要或準則等，以建立網路新聞自律，除此

之外，為防自律機制失功能，也可加強平臺業者的作為義務，以他律

強化自律的不足之處。 

此外，在跨媒體時代下，不應以傳統廣電媒體之監理思維框架網

際網路服務，許多廣電媒體雖延伸於網路上提供衍生服務，但其面對

的營運模式、市場環境、法益權衡及影響等已與廣電媒體有很大的不

同，這也是呼應廣電媒體數位轉型之意義。因此對於網際網路新聞之

監管，應該從更全面的角度思量，包括思索相關法治修法作業，以因

 
284 DIGI, 2021. 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https://digi.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2/Australian-Code-of-Practice-on-Disinformation-and-

Misinformation-FINAL-PDF-Feb-22-2021.pdf 
285 陳瑞霖，2019。台灣網路平台聯合發布自律公約，但言論尺度緊縮疑慮仍在。

https://technews.tw/2019/06/21/five-big-social-platform-in-taiwan-release-self-govern-rules-together-

to-relief-the-government-preasue-but-net-citizen-face-less-free-speech-in-poti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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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位匯流，使我國匯流法治邁向現代化。 

二、 法律作為最終手段 

由於法律具強制力，且其係公權力涉入論述領域，其操作上應更

嚴謹，須依法行政，並遵循正當程序，因此本研究建議，對於法律監

理仍需要經過更謹慎的思量，包括透過公聽會、諮詢會議等行政程序，

作更長遠政策考量。且一旦要列管網路內容，首應考量媒體競爭市場，

列管對象、目標與範圍皆應有明確定義，並廣納多方意見，始得為之。 

過去通傳會亦曾提出《數位通訊傳播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

理法》等草案，嘗試將數位通訊服務業者及 OTT TV 服務業者之義務

法制化，然而目前均尚未立法通過。本研究認為，就目前現有廣電媒

體跨業經營直播網際網路頻到服務，應可從《數位通訊傳播法》、《網

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等兩部草案著手處理，並編修現有廣電三法

中相較已不合時宜的規定。 

以歐洲國家為例，英國、德國等國近年都積極因應數位匯流及歐

盟法制化作業，更新廣電媒體和新興網路服務的監理法規，針對類似

於電視頻道之網路新聞服務，亦可從修法作業中充分討論並找尋對應

的監理措施。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倘有列管網路媒體的必要，建議首要目

標係釐清規管目的與對象，同時應注意目的與手段的比例性，針對網

路內容的納管需以治理共識為前提，並兼顧民意與程序正義，透過完

善的修法程序以避免衍生法律保留等相關爭議。 

歐洲各國於 2020 雖配合 AVMSD 陸續完成各國通傳媒體法規相

關修法作業，將傳統線性媒體與隨選視訊服務的節目與廣告內容規管

架構逐漸拉齊，同時針對特定議題將影音分享平臺納入規管，其規管

範圍雖已逐漸擴及網路環境，但其管制也非無限上綱，而是設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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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綱要及目的（如針對廣告、兒少保護、不實資訊等），並於法中

賦予平臺內容治理的間接管制方式，即以平臺對內容提供者的他律，

以保護特定法益。 

我國目前對於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相較網路內容來的高，主要

是考慮廣電媒體之公共利益，尤其對於無線廣播電視，各國均設立較

高的監督標準，而對於付費電視頻道之申設，則相對無線廣播電視要

求較低規範。然而，在網際網路發展之際，若再用傳統廣電媒體監理

思維來框架新興服務，即可能落入執法成本過高、難以實踐監管目的

等問題，再加上網際網路賦權特性，考量主管機關行政監管成本，倘

欲以法律層級進行網路新聞監理，仍應以其作為最終防線，規範最低

標準。 

原則上，公共媒體製播製新聞應要求其賦與較高的責任與義務，

不論其製播電視新聞或網路新聞；而商營媒體除可鼓勵其建立自律、

他律機制外，亦應聯合產業橫向溝通的力量，意即在現有法律、自律

及他律的層次上同步並行，並逐步拉高自律及他律的強度，如參考歐

洲模式，於法律層次上要求業者自律及他律，並僅針對網路新聞設立

最基本的原則性綱要，如此即應可達成政府、公民團體、企業、閱聽

眾等多方利益關係人共管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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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深度訪談訪問大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大綱 

一、 訪談對象：電視新聞頻道及其網路媒體代表 

二、 委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三、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 

四、 主要提問人：深度訪談進行將由本案協同計畫主持人政治大

學傳播學院劉慧雯教授擔任主要提問人。 

五、 聯絡人：研究四所組長 曾筱媛，02-2586-5000#122，

d33545@tier.org.tw 

六、 訪問緣由：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訊、通訊、傳播產業已相互匯流，各

種傳播媒體之間的界線亦日益模糊。因應技術發展，新聞頻道不受既

有傳統技術框架限制，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設備取得跨平臺媒體之

內容與服務。對電視新聞頻道而言，匯流趨勢亦對於監理法規形成重

大衝擊，如廣電媒體引用網路訊息，如何落實事實查證，提升電視新

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此外，

網路、OTT TV 等多元平臺透過行動裝置爭逐觀眾的眼球，導致視聽

觀眾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

對電視新聞頻道之經營管理造成何種影響或改變，如電視新聞頻道如

何在數位時代下跨媒體經營，並落實強化自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

質以保護視聽權利等，均對電視新聞頻道經營者及主管機關之監理帶

來新思維與挑戰。 

mailto:d33545@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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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期望透過文獻蒐集分析與深度訪談調查，訪問各家國內電

視新聞頻道及其網路媒體代表等至少 2 人，以瞭解電視新聞頻道於數

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之問題與衝擊。 

七、 訪問問題如下：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

擊？具體影響為何？頻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

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何？貴公司

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

法為何？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

實務作法，包括如何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

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聽眾反映之處

理等相關事宜。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

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

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情形？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

待，貴公司是否有建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

際作為？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

情資料，「不公不實」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於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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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

於貴公司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

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內容為何？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

擊，您建議政府對於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

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

媒體先予納管？ 

3.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

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以上提問，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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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深度訪談會議紀錄 

附件 2-1 深度訪談─民視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民視 

一、 訪談時間：  108 年 8 月 27 日（四）上午 11:00 

108 年 9 月 02 日（二）上午 10:00 

二、 訪談地點：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5 號之 1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 99 號（民視林口辦公室） 

三、 訪談對象： 

 民視新聞傳播群採編部快新聞中心副理 李靜婷 

 民視新聞傳播群製播部製作中心副理 陳國雄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民視的母公司很大，橫跨新聞、戲劇和節目，所以一開始並沒有立刻投

入網路領域。民視前二十年都是電視部門，隨著網路成為趨勢，去年 11

月才成立網路小組。目前人很少，只有 8 位文字記者、3 位攝影記者，

目前是製作快新聞。 

 目前網路小組與網路新聞，已經逐漸由資訊部轉移到新聞部底下。並更

名為新聞事業群，下轄有製播部、採編部。網路新聞小組又分成經營與

內容的部分，分散在不同部門。 

 網路新聞對電視的本業而言，會影響電視原先的收視群眾與收視習慣，

進而改變電視臺製播新聞的邏輯與節奏。新聞臺從原先引領消息的角色，

變成追逐或跟隨網路新聞與網路消息的角色。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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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頻道不會忌諱使用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的線索，而是透過專業來判

斷該線索是否值得做成新聞。 

 網路新聞並沒有強烈的他律，更遑論自律，因此以吸引讀者為目標在撰

寫內容。查證的部分只要稍微有所本，一句話帶到就算已經查證了。但

電視新聞必須要非常確認事情是真實的才會使用該新聞，而且因為他律

與自律的壓力，讓電視新聞的製程都非常嚴謹。另一方面必須非常注意

的就是新聞素材的版權問題。 

 電視新聞各臺之間的新聞素材比較有機會互相使用，但是紙媒的部分比

較會對於新聞素材有強烈的版權保護，例如蘋果日報。若未經許可使用，

便有可能被告。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每個新聞播出前都要經過兩位負責人簽名，確保內容無誤。但是在搶快

過程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雙重保險，因此還是必須求諸記者與編輯在寫新

聞時要有最基本的敏銳性。 

 衛星公會會互相協調對於特定新聞或爭議新聞的處理方式。比如選前

10 天不能公開民調、或選前 1 天不能有選舉報導等，各臺都會互相提

醒。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主要的內部職業訓練，通常都是以各組為單位來傳承內部經驗，依照每

天的實際案例來做學習，判斷如何查證新聞與判斷避免觸犯兒少等法律

的內容。 

 對外部單位的職業訓練，真的很難參加。因為維持每天新聞製播就已經

人力吃緊，難以撥出人力去參加這些外部的教育。 

 有新的判斷標準或法律新的規範，會透過公司群組與內部公告，反覆進

行內部員工的告知，確保都知道新的規定是甚麼。 

 對於觀眾認為電視臺的信任度降低，我們只要專心做好自己的新聞，信

任我們的觀眾自然就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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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主管機關會要求自律的規範，因此內部有自律委員會，裡面有外部委員。

民視其實已經有嚴格的品質把關，每個月都不太有案子要討論。 

 若被投訴，我們會立刻將投訴轉到製作的單位。並判斷申訴者在該新聞

是否有特別的身分，例如保護被害者勝於加害者；當事人的要求會非常

重視，但會過濾掉第三人的無關意見。其他全面普遍性的保護也是有的。 

 最常被投訴的，是利益關係人。比如消費者投訴店家，但店家覺得自己

沒有錯，便會要求電視臺更正。但同常會點出明確店名的都是掌握一定

證據，而且必定會做到平衡報導。 

 泛政治性的投訴，在自律和他律部分會比較彈性。因為很多申訴是情緒

性的，那面對這樣的申訴，我們也只能一件件的回覆，也沒有其他辦法。

當不同立場的電視臺收到大量投訴後，都會做好心理準備我們也會收到

大量的這類投訴。 

 每個當下的規範一定是有所依據，是為了保護某些對象或是為了公平和

平衡。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適應這樣的規則轉變也是展現專業的一部

分。 

 NCC 的規範要更緊或更鬆，依照臺灣的現況而言，就視民意來決定。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並不覺得需要特別處理，就讓它自由發展。因為網路沒有使用像電視一

樣的公家頻譜或頻道的資源，所以要規管就無所本。個別網路新聞或言

論的嚴重個案，自然有其它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來處理。 

 網路新聞是獨立事業體，因此不能完全套用對電視的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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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新聞的管理不用刻意區分是否管理有母臺的網路媒體，一視同仁就

好。 

3、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

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評鑑不要淪為形式，徒增困擾。畢竟如果裁罰不利，那就沒有評鑑的意

義了。而且當評鑑淪為反覆行政的成果，就沒有作為評鑑的意義了。 

 NCC 目前的行政權並沒有行使，應該好好發揮本來就屬於你的行政裁

量權力，而不是怕招受批評就甚麼都不做。 

 撤照的決定應該建立在長期的評鑑結果，而且參考過程中的其他行政裁

量綜合的結果，不能僅以單一事件作為判斷或是沒有中間的過程，直接

說撤照，這樣會太過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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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深度訪談─華視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華視 

一、 訪談時間：109 年 9 月 7 日（一）下午 17:0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16 巷 7 號（華視大樓） 

三、 訪談對象： 

 華視新聞部經理 黃兆徽 

 華視總經理特助兼媒體部經理 劉桂蘭 

 華視新媒體策略行銷中心 張娜娟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網路部門以前是在新聞部底下的網路新聞編輯中心，約兩年半以前才

歸到新媒體部，目前新媒體部與新聞部是平行獨立的部門。 

 將頻道的網編中心結合資科中心、加值服務中心與策略行銷中心結合

形成新媒體部門。 

 網路新聞中心的編輯除了會將電視頻道早、午、晚、夜四節的新聞，再

製上傳到網路之外，也有自己生產內容，因為單靠電視的內容是不夠

網路使用的。所以編輯生產的內容仍佔網路新聞的大宗，而且仍需要

進行查證，也就是說記者們做的事情編輯們也都要做，只是頭銜並不

是記者。新聞部將網路視為一個擴大影響力的平臺。透過網路宣傳，原

先不看華視新聞的人就會知道華視的新聞口碑，吸引更多的新觀眾。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篩選新聞第一步是判斷事件是否為真，然後向當事人進行查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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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即時性，如果當事人尚未回應，新聞在釋出時會寫尚未回應，等

到當事人回應後會立刻更新新聞內容。 

 新媒體部對三器新聞的處理，會在拿到影片後，向當事人查證，確認真

實性。新聞部則會盡量將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找到的線索，會將單一

事件格局放大，將該新聞增加社會價值，不是只有報導個案。 

 新媒體部並不受新聞部管轄，因此當新聞部有即時新聞想更新到網路

社群上這件事需要與新媒體部合作，但在部門合作與協調的過程中，

新聞有可能會無法在第一時間發出。另一方面，新媒體部門行銷新聞

的方式，可能會與新聞部原先製播新聞時的初衷有所落差。 

 新聞部要求記者不能在一個現場就完成一條新聞，必須在一則新聞中

就做到查證與公平，必須將事件雙方的說法都寫進同一則新聞當中。

或許在查證的過程當中會錯過發布新聞最快速的時機，但能確保播出

的新聞是正確的，久而久之就會內化成寫報導的 SOP。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網路與電視不同，因為電視有時間壓力。尤其在選舉期間，我們會特別

注意給予某些特定候選人的新聞，就會給予對方盡量相近的新聞內容。 

 頻道因為有時間限制，所以要踩穩公平的原則。但網路不同，觀眾看新

聞的方式不同，某些時候，即使做了不同角度的新聞卻不見得能夠讓

同一位讀者看見。所以在網路新聞的領域，不能用和電視同樣的邏輯

來思考，無法用新聞則數或時間來判斷是否公平，通常是在社群平臺

推播時會達到公平。 

 我們會希望在同一則新聞當中被提到的當事人，一定要給予他回應的

空間，以確保不會只有單方面的說法。 

 有特別想讓讀者知道的內容，就會以推播的方式還有社群平臺露出的

方式來讓觀眾比較容易看到。思考邏輯是，觀看新聞的人喜歡什麼樣

的平臺或方式來看新聞，我們就會盡量以那種方式讓閱聽人可以得到

新聞內容。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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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華視有與事實查核中心合作，所以網路新聞的部分會延續這樣的標準。

有錯誤不會撤銷新聞，因為這樣比較不負責任，但是之後會做出澄清

新聞。 

 選材的內容盡量取用來自官方說法，比如臉書有藍勾勾認證的帳戶；

選材內容要與社會大眾利益相關；來自中國大陸的消息要謹慎使用。 

 內部有審稿機制。編輯先報稿、再來有資深的記者與同儕之間互相看

稿，沒問題稿子才會釋出。 

 大多被申訴的新聞都是來自電視頻道的內容。 

 會送旗下的編輯去上關於兒少、暴力、血腥、色情的課程，回來後也要

與同仁分享。新聞中對於暴力、血腥、色情和兒少的內容處理都非常小

心。 

 若網路新聞被檢舉有錯誤，第一步會先處理各平臺的新聞內容，接下

來才會回頭去檢視寫該新聞的記者。 

 華視與公視同屬公廣集團但資源分散，與商業電視臺相比，人力與資

源都相差許多。應該整合華視與公視的資源，建立一個 24 小時的新聞

頻道，24 小時的提供觀眾一個不斷提供正確新聞的頻道。 

 因為人力不足，所以很難派出人力參加新聞查證的訓練課程，只能每

天每則地慢慢讓公司同仁透過實際案例了解如何查證和處理新聞。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公平與否應該不是網路的遊戲規則，但是假新聞應該要有公權力介入

規管，至少要讓新聞媒體所播出的內容是真實的。 

 目前的華視比較少收到 NCC 要求改善的現象，多在處理過去的新聞申

訴。由於內部的編審在新聞播出前本來就已經有為內容把關，如果有

被申訴，依然會審慎去判斷是否有做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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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網路媒體不容易管理，但公權力仍應該對網路媒體進行規範。或許當

網路媒體的粉絲數達到一定規模，針對閱聽眾有一定影響力的網路媒

體進行管制，或許是個可以考量的方向。 

 最理想的規範網路媒體的方式，仍是網路媒體與網路平臺自行管理。

但除了部分的平臺開始逐漸有自我規範，仍有不少的網路媒體或平臺

認為這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不應受到管理。 

3、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

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華視新聞因為保持高標準的新聞品質，所以在換照上並沒有遇到太多

的困難。 

 如果電視臺有設立新聞網，那麼新聞網的表現應該被加入電視臺換照

與評鑑的參考。因為新聞網與電視臺的資源是結合而且互相使用的，

而且電視臺的頻道品牌光環，可為新聞網吸引相信品牌的觀眾，那麼

網路的表現也應該被列入該電視臺換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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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深度訪談─台視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台視 

一、 訪談時間：109 年 9 月 8 日（二）下午 15：3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0 號（台灣電視公司） 

三、 訪談對象： 

 台視新聞部經理 左燕妮 

 台視新聞部網路組副主任賴玉萍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網路新聞起步相較其他電視臺比較晚，因此目前網路新聞的架構是附

屬在新聞部採訪中心底下。目前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網路部門，但未

來有將網路組向上提升的規劃。因為除了玫瑰瞳鈴眼之外，網路組所

負責的是與新聞相關的、含括全電視臺內容數位化的工作。 

 節目組的內容數位化的工作則是由資訊組負責。目前台視有 6 個網路

頻道，新聞部底下的網路組只有 15 人在運作。 

 目前是原有電視頻道的素材，略為修改成適合網路的模板後直接上傳

至網路。台視獨有的，是上傳一刀未剪的影音訪問，補足了電視頻道上

因為時間限制而沒有被完全播出的採訪，讓觀眾可以去看受訪者完整

的說法。 

 目前礙於編制較小的因素，台視的網路部門尚無自製節目。未來人力

逐漸補足之後，也希望能夠開始自己生產內容。目前是朝向自產新聞

節目為目標，因為自產 Daily 所需的人力真的不足。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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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台視有一陣子為了補足網路新聞的內容，使用了不少的網路平臺來源

新聞與三器新聞。但因為 NCC 的嚴格規管與民眾的投訴，再加上台視

內部發現這樣做並不會增加收視率，因此已減少使用。 

 即便使用網路來源，必須先找到當事人的同意或回覆，來查證內容是

否真實，若否，那就會放掉這個素材。 

 國外的網路資源非常難查證，一方面難以聯繫當事人，也不容易查證

真實與否。例如美、加小報的新聞和來自中國大陸的新聞，也會對同仁

進行相關訓練。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台視內部有自己的規範機制，但不是每一個記者甚至主管都會能做到

這樣精準的判斷，例如在兒少、暴力或色情的新聞議題上面。可能主管

們覺得已經保護的足夠了，但仍被觀眾投訴，NCC 就會來函。規管目

前沒有一個標準，都是 Case by case，所以對製播新聞也造成困難。 

 以前 NCC 在收到申訴之後，會先進行過濾，再轉給電視臺。但近期就

是沒有進行過濾，只要有投訴就會轉到電視臺，並要求電視臺寫答辯

書或給觀眾的回覆，造成行政困擾。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NCC 所開設的新聞查證課程，會派主管參加之後回來分享。但另一個

問題是，人員流動率高，不時會有新進同仁訓練較少而出現需要修正

新聞的狀況。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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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新聞而言，很難達到公平原則這個目的。因為網路新聞很大程度

上是由點閱者來決定內容，如果點閱者不喜歡某政治人物，就不可能

一直提供點閱者。 

 與電視相比，觀眾是被動接收資訊，但網路新聞是點閱者主動挑選想

看的新聞，網路媒體本身是沒辦法決定點閱者要看到哪一則新聞的。 

 電視新聞存在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查證值得信賴，能有電視臺做把

關。NCC 應該要管理網路媒體的查證，但怎麼查證 NCC 要再努力，目

前看來，似乎只能由《刑法》下手。 

 NCC 要求申訴的回覆時間很短，但結果需要很久才出來。而且會遇到

被申訴的新聞太過久遠或者該名記者已經離職，就很難處理。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NCC 畢竟目前管不到網路，但我們還是會比照一樣的規則辦理。實際

上 NCC 無法規管網路內容，但是兒少、社會秩序法其實都有包含網路

內容。因此即便 NCC 不約束網路的新聞內容，仍會有其他法律規範電

視臺在網路上的新聞內容。 

 NCC 要列管的，應該是所謂網路的自媒體。因為 NCC 已經可以規範

電視臺，連帶電視臺的網路新聞多少也會受到規管，而且電視臺的新

聞網本身因為母公司品牌的關係，也不會任由內容太過脫序。 

 但是其他非電視臺的網路媒體，對於血腥、暴力、色情的新聞內容則不

受規管。 

 我們認為電視臺的網路新聞不應該再受到比現在更多的規管了，畢竟

KPI 不同，如果全部適用電視的規範，那我們何必發展網路新聞? 

 真正應該列管的是處於三不管的網路媒體，那類伺服器在國外、換個

名字就地重生的網路農場或 X 傳媒。 

 若要規管，可以考慮分層規管。比如電視臺的網路新聞、紙媒的網路

新聞、網路原生新聞，依照不同的現況和特性管理應該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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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深度訪談─公共電視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公共電視 

一、 訪談時間：109 年 9 月 2 日（三）下午 17:0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公共電視） 

三、 訪談對象： 

 臺語新聞製作人 許雅文 

 網路新聞組製作人 卓冠齊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要等待公媒法通過後的情況，再對臺語臺進行組織的調整。目前臺語臺

底下的編制與一般新聞是一樣的，但人員和資源許多部份是與公視共用，

還未達到完全獨立。 

 臺語臺有自行產製臺語相關的新聞雜誌節目，臺語臺有自己的記者，但

數量很少，主要 Daily 的新聞還是會依靠公視的 Daily 素材再重新配音

臺語。會請臺語老師來教記者怎麼說臺語，怎麼寫臺語，怎麼讓臺語說

得更好聽。 

 網路新聞的來臨，對新聞部而言，新聞部依然維持自己原先的工作內容。

新聞網就會拿新聞部所產製的內容，經過重新上標題與宣傳之後再上傳

到網路上。但因為電視頻道與網路新聞的受眾不同，因此在抓新聞的重

點上面，可能兩個部門會有不同的想法。 

 網路協助臺語臺在公視內比較少，是由行銷企劃部進行宣傳。那公視新

聞的基本價值要堅守，但行銷企劃部是外部進入的，在宣傳臺語臺上面

曾有過一些衝突。新聞部希望忠於新聞內容，但行銷企劃部會以增加點

擊率為考量而下標與宣傳，就會造成衝突。 

 公視新聞網的前身自 2001 年就開始了，至今轉型了 6 次。公視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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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電視新聞頻道的內容上傳，除了新聞還有類似「我們的島」這類的

議題性節目也會在新聞網播出。 

 公視新聞也有原生內容，目前的方向比較像是針對部分單一的新聞或事

件，將它擴大報導，作成類似專題報導的方式，由新聞網的記者實際的

去採訪。新聞網與新聞部是合作關係，但是服務不同的觀眾與 KPI。 

 公視新聞網會去網路搜尋發燒話題作為線索，然後進行後續的採訪，但

不會單純引用網友留言就作為一則新聞。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公視不太使用三器新聞與網路平臺的線索，除非這個事件真的很重要必

須被報導，且對社會有足夠的公共價值。如果真的要使用網路的消息來

源，會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畫面或者是畫面適不適合放上電視。上傳到公

視新聞網也是一樣的考量。 

 以反送中為例，除了和香港電臺合作，相關的當事人也會在臉書上面提

供相關畫面。如果註明記者可以轉載我們就會使用，如果沒有註明，在

使用素材前一定會先徵求當事人同意，避免侵權。 

 如果拿到了新聞素材或線索，一定會先進行查證。接下來確認是否有侵

犯版權，然後對可能觸法挨罰的內容進行處理，經過重重把關才會播出。 

 公視新聞網的採訪手冊標準與該注意的事項都是與電視新聞頻道一樣

的標準，再加上一些網路新聞會有的特殊狀況，例如不能拿公視帳號做

個人的發言。 

 網路新聞的即時性與以前電視新聞在固定時播出的邏輯不同。而且對於

還未完全結束的事件就將新聞播出，是否會造成問題也引起討論。為了

避免問題，報導這類未完成或結果不清楚的新聞會非常克制、中立的下

標題，或是直接用官方給予的說法。 

 新聞網對於網路素材即使已經註明自由使用，還是會去找到當事人徵求

同意才會使用該素材。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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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新聞頻道的新聞排程自然是希望安排把類似的新聞排在一起，但遇上一

些臨時的狀況出現，可能就必須臨時調動播報新聞的順序。 

 與其在播出新聞後，再去檢查新聞是否符合新聞倫理。應該追求在新聞

製播的每個環節都要做到最好，符合新聞倫理，而不是只在某一個環節

做檢查，從源頭就避免產製品質不佳的新聞。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公視也會報導社會新聞，但切入的角度會考慮如何讓新聞對觀眾能起到

教育意義，以及考量如何能讓該事件能有更多社會價值，並非只報導單

一事件，賺取點擊率或收視率。 

 每個組別的組長都是非常優秀資深的新聞從業人員，都是透過整個環境

和每日的工作中慢慢地培養起自身公視的價值觀與新聞倫理。 

 臺內的教育訓練與講座都有持續在舉辦，但外部的教育訓練比較少參加。

有時候這類的教育課程會覺得不只新聞從業人員應該參加，新聞事業的

經營者可能也需要類似的課程。 

 如果兒少、菸害防制法等等的法律有所改變，都會立刻的通知全公司的

同仁，確保不會觸法。在臺內的審帶，通常都是在審這類的新聞，確保

不會一不小心因為馬賽克沒打好而挨罰。尤其公視的立場比較特殊，會

盡量避免有被申訴的機會。 

 如果真的在新聞製播上出現錯誤，會在社群平臺明確的更正，並說明原

因後回覆給 NCC。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觀眾會投訴的新聞，有滿多是立場與政治立場不同。而且新聞報導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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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的新聞數量，是依照該候選人的活動與話題，新聞臺再跟進報導，

並非刻意地報導某候選人或不報導該候選人，那這類的申訴也只能回覆

說謝謝指教。 

 對臺語臺的指教，大多是關於發音的部分。因為臺語文界對於臺語臺的

設立殷殷期盼已久，因此對於臺語臺的新聞發音、臺文標題都非常的關

注。 

 網路新聞真的很難以時數或則數來判斷是否失衡。若直接控管內容又會

有箝制言論新聞自由的問題，因此還是只有自律與他律的方法。但自律

因為目前新聞都企業集團化了，太多利益糾葛，很難達到有效的自律；

他律則是要把管理標準釐清，也是不容易。 

 目前政府管理有母臺的電視新聞網，是透過給母臺施加壓力進而管理新

聞網。但整體而言目前並沒有法源依據可以管轄，所以如果 NCC 真的

要對新聞網的內容開罰，其實缺少法源依據。至少應該要分清楚被申訴

的新聞到底是電視頻道還是新聞網，並依照各自的法源作規管與裁罰。 

 如果遇到電視和網路共用內容的報導被開罰，那麼被裁罰的標的到底是

電視還是網路也需要被釐清。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真正有問題和需要規管的應該是那些網路隨處可見的自媒體，雖然自稱

媒體但是使用的內容都是內容農場的文章。而這些自傳媒在各大網站如

Yahoo 、Line 等等都可以看得到，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訊息快速流竄。但

是在檢討這些自媒體時，社會對於媒體的不信任的後果則是由整個新聞

媒體來承擔。 

 網路新聞的商業置入不好管，就讓它以市場因素來調節。應該要管假新

聞與不實資訊，但怎麼管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內容農場很難找到裁罰的

個體，即便關閉一個網站隨時可以再生出一個。 

 考量目前的狀況，可能就是讓該網站的連結失效，以減少不實的網站所

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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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深度訪談─三立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三立 

一、 訪談時間：109 年 9 月 2 日（二）上午 14:3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59 號（三立電視臺） 

三、 訪談對象： 

 三立新聞部總監 蔡莞瑩 

 三立新聞網總編 劉世澤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設立新媒體事業群，負責與網路相關的所有業務，新聞網、Vidol 和電

電購，且與新聞部是兩個對等平行的單位。 

 新聞網目前有 180 人，負責內容的有 120 人。我們的新聞內容主要是自

製。 

 新聞網的出現其實與新聞部的影響不大，就是彼此獨立進行各自的新聞

作業，例如新聞部的獨家並不會給新聞網先發部。簡單來說各自的

Target 不同，所以不會有太大的衝擊。新聞網一天大約發布有 700 條左

右的新聞。 

 新聞部本身也有一個新媒體小組，負責經營新聞部的 YouTube 頻道。 

 簡單而言將新聞網想成一個獨立的網路新聞公司也可以，就像 Ettoday

一樣。但是因為我們新聞網與母公司有所聯繫，就會被 NCC 檢討，但

Ettoday 或蘋果新聞網等就不受管轄，並不公平。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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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事業群有自己的一般記者採訪新聞內容外，也有負責上網搜尋

Facebook、Dcard或 PPT等網路平臺尋找線索並將它寫成新聞的小編群。

同時也會使用新聞部所製作的影音內容為輔助，另外也會使用電視臺的

SNG 訊號做臉書上的直播。 

 記者在網路平臺找到的線索所製成的新聞，或者說是軟文，其實流量都

很好。新聞網的小編只要找到線索，改寫以後，就可以上傳到新聞網上

成為一則新聞，只要內容不是太明顯的腥羶色基本都可以過關。上了新

聞網之後才由前臺和主管們判斷內容是否需要修改或下架。當然仍會要

求寫軟文的編輯能夠盡量找到當事人或是採訪當事人，但礙於稿量的壓

力真的有困難。 

 新聞網所產生的軟文新聞，通常比較難讓新聞部使用，但新聞部仍會觀

察新聞網的內容是否有可以使用的。 

 其實也不滿意這樣的新聞內容與品質，但流量就反映出了觀眾喜歡這樣

的內容。新聞部則不會使用這樣的只有鄉民所爆料的新聞，仍然必須經

過查證或外電的畫面。 

 從網路上找線索並不可恥，重點應該是找到線索後，後續的處理過程，

例如嚴謹的查證、採訪等等。網路上的資訊，就只是一個消息來源而已。

與新聞部不同，新聞部可能要 SNG 到達現場後才能將一個事件做成新

聞，但新聞網只要確定事件是真的，就可以立刻發出多則新聞。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基本上我們都有做到，在選前一陣子，每天都收到 300 至 400 則的申

訴。我們每一則都要回應，所以我們之後都非常小心。有時候缺乏平衡

性是因為對方不回應，我們後來便會註明對方不回應，以避免不平衡的

狀況。另外是為了避免被罰，會寧可降低發稿速度，也要先查證才能發

出新聞。 

 選舉前的新聞申訴多來自反對該新聞立場的觀眾，而且數量非常多；非

選舉期間多為社會事件，例如太過暴力，但數量不多。每一則的申訴都

要花費人力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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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C 是否有辦法先找公正第三方先做一次篩選，真的非常有疑慮的再

轉給電視臺。 

 電視媒體已經非常克制，NCC 的規管也已經很多了。因此在很多新聞

的處理上已經綁手綁腳了，例如協尋少女的新聞，少女畫面是否該露出，

就很難決定。當找到少女後，電視臺就會立刻將少女的畫面打上馬賽克。

電視臺與記者為了避免被罰，已經非常自律了。 

 主管的自律意識較記者強，在每個編審會議都會討論每則新聞的標準，

以避免被罰。也會在會後告知記者需注意的地方。 

 電視臺與新聞網內部，都有固定的 SOP，畢竟大家都不想被罰錢，但難

免有新進員工疏失而造成問題。現在對於各種新聞素材的版權都非常注

意，需要取得許可之後才會使用。 

 自律委員會每次開會都會討論有爭議的新聞是否可以做，例如輕生的新

聞。這樣的討論對電視臺本身是有好處的，而且也會在 Line 群組中互

相提醒。選舉前比較會召開自律委員會，提醒各媒體不要觸犯選罷法。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紙媒雖然是被觀眾認為最備受信任的媒體，但卻也是最快被淘汰的媒體，

形成了信任紙媒卻不去看紙媒的狀況。 

 晚上 6 點至 8 點的新聞，是一整天裡面電視臺呈現新聞內容給觀眾最重

要的時段，但這兩個小時最多只能有 40 多則的新聞，相比網路沒有限

制的情況之下，電視新聞捨棄了很多新聞。 

 直接認定電視媒體不受信任的說法太過粗糙，應該視事件類型而定。需

要眼見為憑的新聞，例如選舉開票、大災難或社會事件等等需要畫面的

新聞，依然是比較受大眾信任的。所以單說電視媒體不受信任，覺得不

太公平。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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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將三立新聞網與 UDN 和 Ettoday 一起，要管一起管，不管就都不

要管，重點是要公平。尤其觀眾也分不清新聞網與新聞部的差別，連申

訴的時候都可能會對錯誤的對象申訴。 

 或許可以將網路媒體集合起來，像成立衛星公會一樣成立公會來各自監

督。 

 如果要管理，應該要管網路媒體的兒少、暴力等等，應該與電視的標準

一致。 

 Lidol 電視比較不擔心，因為上 Lidol 的內容多為娛樂內容與其它已經

上過電視的內容。電視上播過的內容，在網路上應該沒有問題，網路的

內容尺度比較大。 

2、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

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我們有編審特別處理這個事情，總監本身沒有經手，所以沒有辦法提供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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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深度訪談─壹電視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壹電視 

一、 訪談時間：109 年 9 月 1 日（二）上午 10:0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141 巷 48 號 

三、 訪談對象： 

 壹電視新聞部總監 余朝為  

 壹電視資訊部/新媒體部經理 溫學民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網路媒體對電視並不像是衝擊，而是一種不同的新聞思維，兩者所服務

的觀眾目標並不相同。固然有彼此競爭的部分，但也不盡然會爭搶彼此

的受眾。 

 目前已有成立一個新的獨立部門，負責網路媒體發展。新媒體部與新聞

部、節目部各自獨立，但新媒體部可以取得兩者的內容。由於網路化才

剛起步，因此多以數位化電視頻道的內容為主要工作。 

 未來會慢慢擴展目標觀眾。因為電視新聞有時間的限制，很多新聞內容

即使採訪了可能也排不上，但是網路新聞則不受這個限制。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所有新聞不只是網路新聞，第一步的動作一定是查證，再來是檢查內容

是否有版權，然後就是決定版面大小的問題了。記者在取得新聞線索後，

也要與主管進行討論來確認是否有報導價值而且是否有對價關係。 

 通常我們依靠經驗來判斷是否有新聞價值，就像每天爆料公社有很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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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我們用的很少，因為大多無法查證。另外故事若是吸引人，即使

沒有影像我們還是會用後製包裝之後報導它。當然前提都是這些新聞內

容要能夠被查證的事實。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我們每天都會開編採會議，在會中討論新聞線索，通常依靠經驗就可以

看出哪些新聞線索是真實或假的，同時也會確認該則新聞是否值得播報。 

 我認為要用版面或長度作為報導是否公平公正的標準有難度，現在能做

到的就是任何有爭議性的新聞話題或新聞人物，那一定要有當事人的回

應，這是基本動作。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收視率是影響選材最重要的因素，了解觀眾並給

予他們喜歡的題材。選材由主管們開會決定之後，再回去交代給記者。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自律委員會是在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下有一個自

律委員會，媒合給各個媒體。我們自己公司內部是倫理委員會。 

 基本上我們每個月開一次會，討論這個月有爭議性或者 NCC 來函要求

改善的新聞，但 NCC 轉來的被檢舉新聞有時候很難討論。 

 在開編審會議的時候，其實編審都會在場，就已經討論該注意事項了，

所以在倫理委員會開會時沒有太多可以討論的。 

 NCC 來函後，倫理委員會做一個決議，由外部委員對該來函新聞做一

個決議，以及修改建議。 

 其實大多時候我們都知道標準在甚麼地方，比如兒少、性侵、擄人勒贖

的新聞。這類型的新聞我們討論的很多，也會給予記者較為明確的採訪

新聞標準，尤其在兒少的部分，但仍會有模糊地帶。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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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希望 NCC 能夠對於被申訴的新聞和項目再做考量，因為部分的申訴真

的無法歸咎於電視臺，太多的這類申訴將對電視臺帶來過多行政業務壓

力。這個現象和手機發達的因素有關，訊息太多了無法做公正的判斷，

因為網路沒辦法有很公正的釐清新聞真實與公正的方法。 

 有些事件就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那我們只要本於新聞的專業，

在製作新聞上遵守既定的 SOP，長期而言，觀眾會對我們有信任感。因

此不論法規再怎麼修改，對我們來說還是會回到學校所學到的新聞倫理

與業界的專業訓練之上。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營者幾乎沒有干預過新聞。若經營者介入過多，影

響新聞製播，那再多的查證與規範都是枉然。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如果 NCC 要管理網路媒體，就要一視同仁的全部納管或是全部都不規

管，不能只管電視臺的新媒體，這樣很不公平。數位媒體已經在和電視

臺的新聞網競爭了，但因為我們新媒體部與母臺有聯繫，所以連帶被

NCC 管理，以電視規範的等級來管理新媒體部，這樣就更無法競爭了。 

 因為電視媒體本來就已經有被規管，因此要加強的應該是和電視頻道沒

關係的數位媒體的管理。那如果法規不變的話，可能迫使電視臺成立一

家獨立公司和母公司脫節，以此躲避規管。 

 不受管的網媒可以不受限制的快速發新聞，錯誤就撤銷，但電視臺不行。

電視因為側錄而且時間有限，所以容易取證開罰。但網路新聞的量太多

了，不易取證開罰。 

3、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

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我們已經依照法規走了，所以其實換照並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但在人員

的上面可能會有點狀況需要說明，因為目前我們是家族公司。所以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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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編制上會有重疊，因此要特別解釋這部分。 

 對於新的媒體想進入電視新聞的市場，我們認為 NCC 如果覺得市場飽

和了，那就不用再開放新的媒體進入市場了，再加上之後的分組付費，

就讓市場變得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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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深度訪談─TVBS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 

深度訪談─TVBS 

一、 訪談時間：108 年 9 月 10 日（四）下午 16:00 

二、 訪談地點：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51 號 

三、 訪談對象： 

 新聞部副總經理 詹怡宜 

 網路新聞中心總編輯 窯南宏 

四、 訪談內容： 

（一） 新聞頻道經營構面： 

1、 面對數位匯流，網路媒體是否對電視新聞頻道形成衝擊？具體影響為何？頻

道業者之因應策略為何？是否有朝網路媒體發展之規劃？若有，目前發展為

何？貴公司目前在新聞頻道和網路新聞上各自採取的經營策略與方法為何？ 

 新媒體事業部的網路新聞中心由於尺度過大的新聞內容，與 TVBS 電視

頻道的品牌有所落差，故曾經將網路新聞組納入新聞部門。但隨著電視

臺經營者更換，為了商業考量，目前網路新聞中心又被納入新媒體事業

部。無關對錯，是不同的邏輯，畢竟電視臺如果沒辦法賺錢生存，那關

於其他的考量都比較難談得上來。 

 目前電視新聞的規範，不得有置入以及公布商店名稱。但是觀眾有時會

想要知道店名與被報導品牌，再加上網路目前沒有規管，那就可以在網

路新聞上公開這些資訊，並進而可以透過置入或廣告等方式賺錢。 

 目前電視部與新媒體事業部是同層級的單位，網路新聞中心歸屬新媒體

事業部。 

 目前網路新聞中心也負責網路社群的經營，但 YouTube 的部分仍歸新

聞部管轄，所以在新聞網使用素材部分，又會用到 YouTube 的內容，所

以目前是呈現一種合作的工作方式。 

 電視與網路的服務目標不同，電視是看收視率，網路是看流量。一開始

網路新聞中心，是直接拿電視的內容直接上傳，但後來發現不修改直接

使用的話，會無法取得網路流量，所以會在透過修改成適合網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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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才上傳。 

 目前網路新聞中心是以編輯的方式上網搜尋網路消息，將之寫成新聞。

還沒有專屬於網路新聞中心的記者，此外目前是請工讀生將電視新聞內

容改制成適合放在網路新聞的模式。另一方面也開始朝向網路影音新聞

的方向邁進。 

 新聞部有 400 人，共 60 至 70 組記者，包含文字與攝影。網路新聞中心

則是有 25 位編輯。網路新聞中心編輯非常年輕，因此在媒體素養的判

斷上不太足夠，需要有經驗的記者或主管來帶領。 

（二） 新聞製播與新聞品質構面： 

1、 請問目前貴公司電視新聞頻道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之實務作法，包括如何

搜尋、選擇題材至新聞製播流程、網路訊息查證、表現手法、引用方式及視

聽眾反映之處理等相關事宜？ 

 在網路剛開始發展時，公司內部曾有過不使用網路消息的聲音。但隨著

網路發展，很多受訪者的消息或是線索都在網路出現，網路已經成為新

聞的一部分，不可能不使用。新聞網的編輯們，比較像沒有採訪的記者，

他們在網路搜索線索、查證後寫成新聞，其實與記者的工作內容很相似。 

 在網路新聞開始發展的時候，衛星公會有電視媒體轉載網路新聞製播相

關處理。這些都是透過公會內各個媒體互相討論所訂定，做為報載網路

新聞的 SOP，但到了現在已經有些與現實脫節，但是新聞素材的版權與

查證仍舊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網路新聞最常遇到的問題，也是著作權的部分。目前與新聞部有合作，

當出現及時性的新聞，網路新聞部會請新聞部的記者快速提供畫面，我

們就可以盡快的寫成新聞傳並上傳。 

 和傳統比起來，時常會有地方新聞採訪了但無法在電視上播出，不過使

用網路的話，記者們也多了一個可以讓報導露出的機會。 

 網路新聞對負面新聞或是指控，都會盡量等到有結果的時候才會報導，

不然傳達的訊息是錯誤的時候，就會造成報導新聞錯誤。 

 電視 SOT 稿在網路上面的流量不高，而且同事件的新聞在電視上不能

太重複；但網路對於同一事件的多面向報導，都能有不錯的流量。 

2、 目前貴公司如何落實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包括執行過程可能衍生之困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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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式，以及相關部門相對應之自律規範運作機制等，能否說明具體執行

情形？ 

 網路新聞的查證真的不會如電視新聞一樣嚴謹，一方面是經驗不足，另

一方面是運作的流程不同。網路新聞同常在確認該事件為真，或是引用

自其他媒體的消息，就已經是查證了。因為其他網路媒體的報導流量已

經不錯了，我們再對該新聞進行報導，流量也不會差。 

 電視新聞則不能只做到這步的查證。 

3、 為因應相關法律規範與社會大眾對於電視新聞頻道的期待，貴公司是否有建

立提升新聞信賴度與新聞品質之實際作為？ 

 雖然有時對於NCC來函被檢舉的新聞判斷標準不太滿意，也欠缺標準。

但仍會盡量將結果公布給電視臺的同仁知道，但仍然不容易有標判斷標

準的共識。 

 公司內部有固定會議，檢討 Daily news 的狀況，是主要的自律機制。另

外是應 NCC 要求設立倫理委員會，有外部委員加入共同討論自律，但

並不能及時反應當下的新聞。 

 往往一則失誤的新聞，會蓋過所有做得好的新聞。 

 派人參與事實查核中心的查證課程，並在回來後教給同仁，但某些過於

強大的查證工具就不會引入電視臺內。 

（三） 監理法規與政策建議構面： 

1、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受理民眾對電視新聞頻道之陳情資料，「不公不實」

係申訴最多之類別。爰此，民國 105 年我國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於第 27 條納入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規定。此等法規的實行是否對於貴公司

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有所助益？是否有再予調修之必要？建議調修之

內容為何？ 

 自《衛廣法》修正後，對新聞造成很大的困擾。因為即便沒有這個法律，

新聞有錯誤或偏頗，本來就有相關的《民法》或《刑法》可以對電視臺

造成壓力。因此不必要再對這件這樣的事情另外增加規範。 

 而且即使法律通過後，不公平或不平衡的報導還是出現，徒增電視臺要

對 NCC 的來函作回覆。 

 目前 NCC 都會針對比較明顯的各大電視臺的單則新聞作規管，但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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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枝微末節，沒有真的解決到問題。目前認為真的最嚴重的問題是談

話性節目，但節目又因為言論自由的價值，而不易規管。 

 電視新聞曾引用自某人的談話，即便是事實但沒有該事件另一立場的說

法，就因為偏頗而被罰。 

 查證與真實真的沒有標準，而且也不認為應該由公權力來劃定標準。此

外目前的《民法》與《刑法》有包含新聞的部分已經足夠，再加上自律

新聞臺已經非常自我規範了。 

 網路新聞的編輯們因為年輕，所以對政治新聞的處理上比較不會那麼硬。

而是基於流量、基於民主，就是大部分人比較關心甚麼議題而將政治新

聞寫得比較生活化，進而跳脫藍綠的框架，而這樣的角度是比較不會讓

人操作。 

 電視新聞的狀況，確實比較容易有報導失衡的狀況，而且比較容易對大

範圍的人造成影響，確實需要節制。目前認為真的需要節制的是老闆，

可能從換照評鑑的層次去思考。也就是增加行政程序並不會讓電視臺有

更多的餘力來作好新聞。 

 如果沒有經營者介入的這層因素，在自律的情況下，各臺追求收視率，

其實是很民主的。 

 NCC 對於兒少在新聞上的保護規管非常嚴格，但是太過主觀，會讓記

者不知道該如何做新聞。且兒少能輕易接觸的 YouTube 上的內容往往

尺度大了很多，卻不受規管，似乎讓電視新聞的保護喪失效果。 

2、 面對數位匯流下網路媒體對於電視新聞頻道所造成的衝擊，您建議政府對於

網路媒體應如何納管？具體的納管作法建議為何？納管範圍及如何界定？

或是否以接近 Like TV 為概念，優先將電視新聞頻道跨界經營之網路媒體

先予納管？ 

 諸如 PPT 等網路平臺的規範是，上傳之內容責任由上傳者負責，與平

臺無關，藉此躲避內容審查責任。 

 對於台灣各電視臺最有束縛力的媒體是 Facebook 和 YouTube，因為這

兩個平臺自身的規範就包含不得有兒少、暴力、色情、血腥的內容。若

電視臺因為違反這個規範，會被平臺遮蔽內容露出、撤銷影片上傳的權

力並取消帳戶營利，對於媒體的收益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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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新聞媒體面對目前要求規管的社會現況，會不禁思考是否要效法

PTT 等網路平臺。這樣就可以藉由平臺規範，將內容責任歸於使用者或

內容的上傳者。 

 網路新聞媒體其實已經有《民法》與《刑法》的相關規範，以及民間機

構 iWIN 機構會監督。 

 電視臺所設立的網路新聞網，也會被 NCC 併入規管，認為是廣義的的

TVBS。 

 網路應該是自由的，目前只要政府有要規管網路的風聲出現，大多都激

起民眾的反彈。而且網路國界區別性模糊，也無法規管跨國性的網路平

臺。因此如果要規管網路，還是會回頭必須要考慮到網路平臺該如何管

轄。 

 在自律的構造下，或許可以立法成立一個網路新聞媒體公會，彼此監督

自律。但會遇到如何定義網路新聞媒體的問題，而如果仍是電視臺的新

聞網參與這個公會，那就不必要另外設一個公會了。 

 網路新聞的狀況就像紙媒一樣目前沒有法律規管，所以可以考慮的是網

路新聞媒體應該與紙媒的自律同一個標準。在保障言論自由的情況下，

繼續推動自律應該是比較好的管理方式。 

3、 對現行電視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法規及規管作法

等，是否有政策建議？ 

 網路新聞媒體是否應該被列入電視臺的換照評鑑當中，希望能夠釐清這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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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焦點團體訪談會議紀錄 

附件 3-1 焦點團體訪談第一場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 

委託研究採購案 

第一次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一、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13 日（五）下午 1:30-3:00 

二、會議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 會議室（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2 樓） 

三、與會名單：  

TVBS 新聞部沈總編審文慈、年代新聞部簡經理振芳、三立新聞部朱總監緻

恩、東森新聞部吳編審如萍、華視新聞部黃經理兆徽，詳見下方簽到表。 

四、會議說明：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訊、通訊、傳播產業已相互匯流，各種傳播媒體

之間的界線亦日益模糊。因應技術發展，新聞頻道不受既有傳統技術框架限制，

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設備取得跨平臺媒體之內容與服務。對電視新聞頻道而言，

匯流趨勢亦對於監理法規形成重大衝擊，如廣電媒體引用網路訊息，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此外，網路、OTT TV 等多元平臺透過行動裝置爭逐觀眾的眼球，導致視聽觀眾

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對電視新聞頻道

之經營管理造成何種影響或改變，如電視新聞頻道如何在數位時代下跨媒體經營，

並落實強化自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質以保護視聽權利等，均對電視新聞頻道

經營者及主管機關之監理帶來新思維與挑戰。本研究期望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蒐集並彙整我國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意見，包括邀請電視新聞相關產、官、

學界代表出席，以瞭解電視新聞頻道於數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之問題

與衝擊。 

五、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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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 13:30 【報到】 

13:30 – 13:45 
【引言報告】 

 研究初步成果報告  

13:45 – 15:00 

 

【議題討論】 

 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研究部副院長兼新聞系主

任劉慧雯 

 討論議題： 

1.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2.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善，

提出具體建議。 

3. 民國 105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

規範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

具體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政

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否需

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5.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

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聽權

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有助於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對於傳統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利主管機

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位。 

六、會議紀錄：陳研究助理品臻 

七、會議內容： 

（一）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研究案摘要報告 

本案計畫主持人曾筱媛簡報（略） 

（二） 專家意見 

1. 議題 1、2─新聞信賴度與事實查證 

⚫ TVBS 新聞部 沈總編審文慈 

- TVBS 認為信賴度比收視率更重要，將其視為經營管理的重要指標，並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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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slogan，我們認為信賴度是很好的正向循環，如方才台經院簡報所提，

即便現今假新聞充斥，一般民眾仍然認為新聞頻道較受到信賴。因此我們認

為，只要新聞受到觀眾信賴，更多人看就會做更多優質的新聞，是相當好的

經驗循環，故公司在管理時除了收視率之外，亦看重觀眾信賴度。 

- 關於信賴度提升的部分，除了日常新聞反覆查證外，我們花了相當多的人力

時間以及金錢製作調查報導，以深度調查彌補日常短而快的新聞，也讓我們

得到許多獎項。除了每天固定的時段發布專題報導，TVBS 亦在週末推出 1

小時的專題節目及調查報導的時段。 

- 目前新聞朝向多元化發展，係由於觀眾不會只滿足於日常的新聞，必須提供

深度調查報導。未來將增加國際新聞報導，以這次美國大選的效益，可見民

眾對國際新聞的重視，未來將會是國際新聞的重要發展舞臺。 

 

⚫ 年代新聞部 簡經理振芳 

- 電視臺在信賴度的實務操作上有許多掙扎，雖然希望能查證事實，但我們沒

有司法權與調查權等權力，在假新聞充斥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只能盡可能在

合理範圍內查證，而由於賦予能夠查證的範圍有限，加上電視新聞製作的時

間壓縮，很難去調查是否為假新聞。以前也曾被假新聞誤導，事後再進行修

正。NCC 提出滾動式修正與查證，但因為電視新聞與報社實際上時間是被

壓縮的，包含整點新聞等前置作業時間，相對影響到查證的時間跟深度，就

會因此影響到觀眾的信賴程度，但我們能做的力量很薄弱，導致我們在新聞

操作上十分掙扎。 

- 對於新聞工作者查證的方法、管道跟權力皆有限，包含公單位給的訊息都有

可能是錯誤的。相信大家都想要作出觀眾信賴的新聞，惟實際上仍有很多綁

手綁腳的地方。 

 

⚫ 三立新聞部 朱總監緻恩 

- 以新聞頻道來說，已經過了追求速度的年代，三立不管在內部的訓練或記者

的訓練，皆要求查證跟正確。我們已經過了三器新聞的年代。就算是三器新

聞，我們第一時間都是查證，確認新聞貼近事實或瞭解新聞源由等。我們也

持續努力增加信賴度。三立將新聞媒體的正能量列入主管跟同仁的考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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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新聞帶來的正能量。 

- 關於正能量新聞部分，每天在新聞室中會請大家盡量提供正能量的新聞，再

作篩選，但目前尚未作出評分規則等機制。 

- 事實上國際新聞對於電視臺是很大的投資，不管是人力或預算。我們也持續

推出相關節目，例如《消失的國界》等。即便在這次美國大選中，美國的疫

情相當嚴峻，但我們仍派了兩組記者去美國，希望提供臺灣觀點來看美國大

選現況，也跟北京跟 CNN 等記者進行獨家連線報導，期望透過大型採訪，

一步步建立並提升觀眾對我們的信賴度、權威性與專業感。 

 

⚫ 東森新聞部 吳編審如萍 

- 關於新聞品質部份，現在臺灣新聞臺都是商業臺，在經濟壓力下，新聞臺如

何做到專業期待的樣子。大家都在設法保持電視臺的形象，然而為什麼現在

呈現的新聞比較不符合大眾期待，似乎從我們播出的內容回饋就可窺見臺灣

觀眾的樣貌。比如三立決定每半年增加國際新聞的比例，推出《換日線播報》、

《聚焦全世界》與《地球的孤兒》等帶狀節目或專題，成本相較整點新聞高

很多，必須買很多來源或出國採訪，但得到的反饋很差，收視率甚至只有 0.0

幾，管理者就會認為成本與效益相比不符期待。因此如何取得新聞水準與成

本平衡，對我們而言相當辛苦。如何讓觀眾了解不要看瑣碎的新聞，而是觀

賞深度內容，關於與觀眾對話的部分還有許多落差。但我們仍希望朝向深度

報導的方向發展。 

- 本次美國大選對於臺灣觀眾的影響令人驚訝，我們在大選後重播了很多相關

系列，但連續三個禮拜收視是相當好的，美國大選是否影響觀眾希望了解國

際新聞，可能還是有影響，但也不清楚。 

- 關於新聞信賴度，由於新聞臺是滾動式的，因此最大問題仍是時間。以關西

機場事件為例，當初訊息從中國大陸網站出現時，第一時間特派員沒辦法去

了解實際狀況，導致新聞臺取得報導有困難。關西機場關閉後，我們買的外

電都沒有事件的後續報導，無法得知進一步的狀況，我們甚至去找到關西機

場行李管理室的臺灣人，希望可以獲得第一手消息。這牽涉到新聞報導的真

實性，然而第一時間大家得到的卻是不正確的新聞訊息。而當時每個新聞臺

都想知道最新發展，然而大阪辦事處無回應，外交部亦不甚了解，無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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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實的訊息。第二天知道後很難彌補，而如果第一天已經出現酸民，四處

散播不實資訊，縱使我們快速澄清，亦很難彌補。 

- 若有不實訊息，相關政府單位應快速提供滾動式訊息澄清。 

- 媒體識讀相當重要，現今時代下的媒體數量太多，尤以自媒體為多，須加強

觀眾的防備能力，加強知識力去辨別。例如 Line 的錯誤訊息不斷轉傳，必

須要盡快改善，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 關於開票計票，NCC 都會說中選會還沒開票但我們已經有票，還要寫檢討

報告，但其實我們都有在各處設計票員，都有人在回報。四年後又要捲土重

來再向 NCC 報告一次。 

 

⚫ 華視新聞部 黃經理兆徽 

- 華視雖然是公廣集團，但沒有政府資金挹注，收入主要來自廣告，收視率不

好仍會被檢討。雖然沒有資源挹注，我們仍以公廣來要求自身，但老實說無

法拒絕業務部的新聞。華視新聞部一整年製作費 1,000 萬，我們很希望能真

正公廣化，但有 15%的民股。我們新聞部同仁為 165 人，人力相較其他電視

臺不足。 

- 由於時間緣故，勢必會犧牲新聞品質。但我們對新聞正確性的要求仍然很高，

並規定不管再急都必須經過編審過審，仍在取得速度與查證間的平衡。 

- 關於提升信賴度，新聞臺若未建立觀眾的信賴度，即便速度再怎麼快也無法

超過自媒體甚至網紅，其剪貼的流量仍比我們高。華視付費與事實查核中心

合作，每個月推出《打假特攻隊》，初期會引用中心的報告並影像化，經過

內部訓練後，到現在 3 分之 2 的華視新聞已經比中心快。惟記者查證需半天

至一天不等，我們的人力很困窘，一個禮拜僅能給出 2 至 3 則。以華視來

說，若有疑慮的新聞皆查證，在實作上很困難。 

- 聽說 NHK 或日本電視臺臺付費給某個機構，再將有疑慮的新聞傳給他們，

其就會協助查證。或許衛星公會可以指派專門人力協助查證。 

 

2. 議題 3─《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建議內容 

⚫ TVBS 新聞部 沈總編審文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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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職業檢舉者蘇大媽檢舉後，NCC 轉給電視臺，造成我們的困擾，希望

NCC 先過濾民眾投訴。 

- 關於事實查證部分，我認為兒少的部分是 ok 的，但其他有關事實查核的法

規的部分存疑慮。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創設的事實查核係為真正惡意原

則，臺灣的《刑法》則規定新聞報導必須要是故意才會有誹謗等責任，然而

現在只要有人檢舉，我們就必須要向 NCC 說明，說明完亦有機會遭裁罰。

我們強調事實查核要跟憲法法規一致性，不是故意也做了查證，事後亦補上

滾動式報導，為何還要開罰？滾動式報導是全球可接受的模式，《紐約時報》、

BBC 等亦有澄清的專欄，但臺灣就算作滾動式報導跟澄清，仍然會被罰。 

- 事實查核要有相關配套措施，法規裡寫說要「致公共利益損害」，有些新聞

跟公共利益完全無關，不符這項條款，為何還會被開罰？NCC 現在認為做

得不夠就會開罰，NCC 不針對「真實惡意」作判定，擴張並且超越憲法。 

- 霸凌新聞不斷被裁罰，我們都沒辦法作，將會導致社會不瞭解真正的霸凌事

件與過程，比如臺東霸凌事件，後續都沒有人關注。 

 

⚫ 年代新聞部 簡經理振芳 

- 曾有民眾因要求我們查證口罩的真偽，被拒絕後便向 NCC 投訴，NCC 來函

照轉要求我們回覆，難以回覆。建議 NCC 先過濾民眾投訴。 

- NCC 說因為我們的性質屬於大眾媒體，恐引起仿效效應。但我們曾經在衛

星公會討論過，比如說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CNN、ABC 作了完整的報導，

包含如何用電鍋製造炸彈才會讓腳部受傷，目的是提醒觀眾了解這樣的東西

的危險性，但若在臺灣報導恐怕會被罰相當數量的罰鍰。NCC 說我們有新

聞會引起民眾仿效，但我們很難知道報導事實的界線？例如前陣子的電擊項

圈，只是警方的破案工具；以及馬來西亞女大學生案，NCC 亦不讓我們寫童

軍繩的部分，然而我們僅是報導事實而已。 

 

⚫ 三立新聞部 朱總監緻恩 

- 關於民眾的檢舉，我們花很多時間與人力回覆，建議 NCC 先篩選民眾投訴

再轉給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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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新聞部 吳編審如萍 

- 建議 NCC 下放權力，將媒體自律視為真正的力量。 

- 電視臺其實有共同 Line 的群組，包含外部委員，會共同檢視要修改的新聞。 

 

3. 議題 4─網路媒體納管議題 

⚫ TVBS 新聞部 沈總編審文慈 

- NCC 對於網路跟電視臺的管制落差太大，雖然不能用同樣標準管制，但至

少電視臺不要管那麼嚴。對電視的管制要放寬，再花一點時間去管制網路。

如 YouTube 有自己的機制，會將不當內容下架。 

- 未來成立數位發展部後，恐怕會是我們這些在光明面的電視臺會被關注，網

路媒體可能抓不到。 

- 因為年齡層偏低的收視人口幾乎都在網路，NCC 可以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

管制網路媒體。 

 

⚫ 年代新聞部 簡經理振芳 

- 有些自媒體寫記者，但他們也不是真的有進行採訪，農場新聞抄一抄就變成

報導。 

- 電視臺的新聞若不妥的話下個整點就不要播，也不要上傳到網路平臺上，然

而自媒體的內容一旦轉傳後，會永遠在網路上，對年輕人的傳播與影響更大。 

 

⚫ 三立新聞部 朱總監緻恩 

- 比如新店直播主隨機殺人案件，我們都以馬賽克、定格與抽色處理，所有的

防護都作了，但仍然被處罰。網路媒體卻能全部重現？ 

- 網路新聞平臺與電視臺播報的影音內容相同，反而是網路自媒體就不一定。 

 

⚫ 東森新聞部 吳編審如萍 

- 電視臺在兒少部分都保護得不錯。 

- 要管原生的網路新聞媒體，他們才會帶來真正的「模仿效果」，因為他們會

全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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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題 5─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等規管制度 

⚫ TVBS 新聞部 沈總編審文慈 

- 對於電視的內容與畫面過於鑽牛角尖，NCC 的老師跟委員常糾結於馬賽克

重不重，但網路上那些更誇張的內容卻沒管，管兩者的時間比例跟資源太偏

差。 

- NCC 開始介入裁罰電視臺後，民眾就會開始覺得電視臺有問題，就會降低

民眾信賴度。 

- 我們每 3 個月都要去開衛星公會的研習會，會跟老師一則則討論這三個月來

需要檢討的新聞。各電視臺關於霸凌、自殺等新聞都不敢作，還戰戰兢兢的，

現在記者的法律案件很多，會直接告電視臺或記者。 

 

⚫ 年代新聞部 簡經理振芳 

- 評鑑可以用陪審團制度，例如加入公民社區意見。一般民眾也許對於電視臺

也會有不同意見。（沈總編審文慈：持不同意見，因為平常太多民眾檢舉，

民眾大多有主觀跟政治想法。） 

- 例如美國大選的 CABLE 的收視率很低，年輕人可能都看網路資料，但 MOD

的表現是好的，兩邊觀眾群不一樣，所以我認為加入閱聽眾，而不是 NCC

自行評鑑，讓大家來評斷。 

- 又例如少女協尋事件，放上照片後又被她的家人檢舉，後來被 NCC 來函警

告，很難了解可以做到的程度。 

 

⚫ 東森新聞部 吳編審如萍 

- NCC 的無效監理太多，應該要在重大或有爭議性的新聞事件出現的時候再

來管理，但現在很細枝末節的事件都要管，久了就會應付 NCC，是很不好的

發展。密度太高，不太像中央的監理機構。 

- 因為一直被裁罰，霸凌、自殺等相關新聞已經不報了。而且有累罰制度，很

難作新聞。 

⚫ 華視新聞部 黃經理兆徽 



456 

 

- 關西機場事件後，NCC 監管密度可能就提高，還在抓方向。我們已經有公會

了，或許可以要求公會作會議檢討或自律成果，NCC 可以跟公會溝通就好。 

- NCC 在裁罰新聞的時候十分積極，但過濾觀眾檢舉的這塊沒有處理，應要

有基本篩選，有疑慮再來函請新聞說明，否則耗費太多資源，會造成寒蟬效

應。很多自殺或霸凌的事件其實是反映社會的結構性問題，NCC 應該要好

好思量。 

- 關於自殺或霸凌新聞的報導程度，自殺新聞會貼上「三不三要」，霸凌的新

聞應要求自律委員會列出標準或機制，這樣比較明確。以及露出的訊息的相

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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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焦點團體訪談第二場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 

委託研究採購案 

第二次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一、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13 日（五）下午 3:30-5:00 

二、會議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 會議室（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2 樓） 

三、與會名單：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公視新聞部沈副理元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滕執

行長西華、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鄭前理事長一平、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邱執行

長家宜、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黃法務長益豐、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產

業政策暨法治推動中心劉專案助理昱均，詳見下方簽到表。 

四、會議說明：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訊、通訊、傳播產業已相互匯流，各種傳播媒體

之間的界線亦日益模糊。因應技術發展，新聞頻道不受既有傳統技術框架限制，

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設備取得跨平臺媒體之內容與服務。對電視新聞頻道而言，

匯流趨勢亦對於監理法規形成重大衝擊，如廣電媒體引用網路訊息，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此外，網路、OTT TV 等多元平臺透過行動裝置爭逐觀眾的眼球，導致視聽觀眾

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對電視新聞頻道

之經營管理造成何種影響或改變，如電視新聞頻道如何在數位時代下跨媒體經營，

並落實強化自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質以保護視聽權利等，均對電視新聞頻道

經營者及主管機關之監理帶來新思維與挑戰。本研究期望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蒐集並彙整我國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意見，包括邀請電視新聞相關產、官、

學界代表出席，以瞭解電視新聞頻道於數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之問題

與衝擊。 

五、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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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5:20 – 15:30 【報到】 

15:30 – 15:45 
【引言報告】 

 研究初步成果報告  

15:45 – 17:00 

 

【議題討論】 

 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研究部副院長兼新聞系主

任劉慧雯 

 討論議題： 

1.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2.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善，

提出具體建議。 

3. 民國 105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

規範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

具體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4.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政

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否需

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5.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

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聽權

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有助於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對於傳統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利主管機

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位。 

六、會議紀錄：陳研究助理品臻 

七、會議內容： 

（三）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研究案摘要報告 

本案計畫主持人曾筱媛簡報（略） 

（四） 專家意見 

1. 議題 1、2─新聞信賴度與事實查證 

⚫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滕執行長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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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觀持續在作媒體可信度的調查，2019 年媒體工作者對電視新聞的可信度

低，對於報紙的信賴度較高；民眾則相反，對電視的可信度較高。而越資深

的媒體工作者則對於網路原生新聞信任越低，這現象值得進一步分析。 

- 不管在民眾或媒體工作者的部分，持續對於媒體的可信度皆呈下降，電視或

新聞可信度都在下降，大家愛看又愛罵。早期媒體頻道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媒觀會監看頻道，但後來設備追不上頻道的數量跟規格，明年可能會恢復監

看。 

- 民間團體判斷新聞的標準產生差異，會有兩難。比如說有個倫理案，某個虐

兒案報了一個細節，具體描述使用工具與施虐細節，有人會覺得報太細，電

視臺則覺得有兩難，覺得這樣才是正確的。建議 NCC 跟公民團體一同了解

報導內容的細節與過當原則，如何呈現真實同時又達到警示效果，以新聞立

場來說要讓老師了解虐兒手段；但兒少團體就認為會產生模仿效應。 

- 我們可能會因標準的差異而影響新聞信賴度，不是新聞可不可信的問題而已，

同一則新聞訪問不同人產生的信賴度都有差異。 

 

⚫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鄭前理事長一平 

- 以內容跟技術來說，以內容來說，不用再把腥羶色的帽子扣在電視臺上頭，

因為 NCC 現在管得很嚴，不論是《兒少法》或《個資法》也好，電視臺的

受眾是 16 歲以下，都已經符合普遍級，所以已經不需要再給電視臺扣帽子。

現在比較要求的是內容品質，真假新聞會影響大家的判斷力，NCC 要如何

對這部分做監理。不曉得國外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如提出第三方來協助，

但臺灣的電視臺很難有公正的第三方，我們很想要做但我們沒有經費。 

- 為何電視臺收視人口跟收視信賴度不斷下降、電視臺跟記者的地位越來越低？

我們要回頭看技術層面，北京、上海與廣東都已經達到 4K，我們連 HD 跟

1080 都做不到，那我們用什麼跟人家比較？技術層面已經落後。 

- 電視臺的工作者或記者，待遇跟 20 年前一樣差。如何吸引更好的人才？現

在沒有人願意來上班，都要保護、呵護新人。待遇要提高人家才會投入。因

為網路的關係，每個記者所承受的訊息量很大，而且種類差別很大，不可能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化。以壹電視而言，2018 年的離職率是 35%，因為資

遣大批 SNG 工程人員；2019 年是 22%；今年到 6 月 30 日已經離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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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預估會更多，因為這個行業被壓榨到不行。就算是 TVBS、三立或中

天等電視臺，離職率高，新人又流動率高，大家的資歷都很淺薄，很難做出

好的品質新聞。當人力很資淺，設備技術又很差，那整個行業都很難進步。

就算是南加大畢業也都去做三器新聞，成就感就會很低，很快就會離職了。 

 

⚫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公視新聞部 沈副理元斌 

- 關於新聞品質部分，就電視來說，可能是因為影像畫面的關係讓民眾還是有

信賴度，眼見為憑，但看到是否就是真相也很難說。然而為什麼選擇這段訪

問或內容，則會仰賴記者的觀點。公視希望能夠呈現多元的聲音，站在不同

角度得到的真相不同，我們希望多方求證，往上追溯到源頭。現在新聞要求

速度，速度與求證之間很難平衡，求證確實會讓民眾覺得信賴度高。 

- 提升新聞品質，每家無線電視臺現在執行三律共管─法律、自律與他律，法

律負法律責任；他律是外界輿論看法受公評；自律比較受爭議，電視學會下

設自律委員會，定期針對最近有爭議的事件討論，也有新聞自律規範，是滾

動的方式，透過外界或 NGO 團體給我們回饋，自律越來越多。自律還有各

媒體的自律，例如依循製播準則，自律規範各臺依據不同情況有不同的方式。 

- 電視發展很困難，網路剛開始發展時內部有很多不同聲音，覺得拿著電視執

照卻作網路新聞。但隨著網路發展快速，我們做出的新聞都得以網路觀眾喜

歡的方式去作。網路上跟電視臺的新聞反應差異相當大，兩邊年齡族群不同，

有在網路上反饋很好但電視臺不好的，反之亦然。反映出我們在製作內容上

要做一些區隔，但管理上也必須作一些改變，比如網路跟電視臺播放的方式

作出區隔，這些也會影響新聞內容的信賴度。 

- 關於離職率部份，從最近幾年的現象來看，大部分的新人都想走網路這塊，

但如果是深度或專題報導，需要上山下海的就很少人來，就算來也待不久。

實習生也絕大部分都去網路那邊。在實際的報酬上，有觀察到落差，前端工

程師的薪水是記者的兩倍。現在新聞有呈現的問題，需要新聞團隊跟前端工

程師配合。 

- 在新聞查證部份，雖然現在新人的搜尋技巧比較強，但深度跟歷練仍不夠，

現在跟過去比起來現場的人都很資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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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黃法務長益豐 

- 我從觀眾角度來看，我個人看電視的時間很少，看電視新聞也少。一個是因

為網路上資訊更加快速，而現在很多新聞都是重複的。另一方面係網路資訊

的豐富度較電視還要多，臺灣的國際跟產業新聞都不多，搜尋新聞時網路還

會有相關新聞的連結，都是電視做不到的。網路新聞已經取代了新聞頻道，

推出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現在都要有八卦新聞才會有人看。我認為是否係因

為 24 小時輪播的緣故，電視臺沒有那麼多的新聞可以播放。 

- 關於新聞品質的部份，現在記者採訪的觀點不一樣，有些會造成誤導。新聞

品質取決於投入，營收帶動投資，投資影響營收，互相影響。臺灣那麼小，

我們是否需要那麼多電視臺？就如廣設大學一樣，更何況這個社會資訊取得

已經很便利，是否要藉由經濟規模去控制，要換照就要應有汰換制度，不可

能讓它永遠握著這個社會資源，有沒有可能有更好的選擇制度。評鑑的方式

可以再討論，讓不同經營者進入這個經營生態，消費者自然會去選擇。 

- 民眾的素養很重要，新聞事實查證永遠來不及民眾收訊的速度，民眾在訊息

充斥的情況下，會自行選擇或判斷哪個電視臺。建議優先提升民眾素質，不

然很難讓業者經營，若民眾只想看八卦，業者就會往那個方向作。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邱執行長家宜 

- 新聞信賴度跟品質部分，公視在自律等機制相對於其他電視臺好很多。建議

商業電視臺落實編審制度，但商業電視臺的編審功能比較消極，只負責讓

NCC 不要罰錢。中天可能就是沒有落實，東森就會有資深的人來幫他踩煞

車。 

- 新聞就是要收視率，除非有個不看收視率的電視臺。但事實上民眾都很愛看

瑣碎的新聞，可以有個 option，轉到公廣頻道。現在都沒有選擇，都是一樣

的，可以讓民眾轉來轉去，讓生態有平衡效果，令非商業的公廣有個立足點。

現在大家如果對於新聞的內容這麼不滿，若在生態上能平衡，可照顧到閱聽

眾的權益。 

2. 議題 3─《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建議修正內容 

⚫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滕執行長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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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第三方機構可能有主觀立場等缺點，但仍是相對缺點較少的機制。在三

律中，他律也要經過培養跟培育，一樣要產生共識。另外，下個世代有出現

斷層，40 歲以下想要去監督的人極少，他律必須要去養成。 

- 現在是資訊戰的時代，引發新聞內容農場、滲透、即時、引用與轉載等問題，

不僅造成勞動權惡化這個開端與結果，一開始勞動環境不好就產生不好的新

聞，不好的新聞越多勞動環境更不好。何況點閱率跟信賴度沒有相關，另外，

倫理委員會有沒有被信賴也是一個問題，如中天的委員會信賴度也低，每一

家在聘倫理委員會也沒有標準或有沒有用之類的。像這樣的情況會惡化查核

的能力跟意願，即使是即時新聞的查證，更正的新聞沒有人要看，因為已經

產生既定印象，可能會惡化或深耕對新聞的取捨。 

- NCC 應該要繼續作媒體素養，讓民眾花時間去判斷新聞的真實性，才有辦

法從後端讓前端願意花時間去查核，或是不要讓新聞那麼即時。 

- 網紅時代來臨，不知道訪問的來源是誰，現在誰都可以訪問，讓網路新聞的

查證更難，雖然說更接近多元觀點但並非事實。NGO 也碰到這樣的問題，

當遇到政策跟新聞的時候，真相可以是瞎子摸象，現在都講觀點，意見領袖

就是對的意見，媒體基層的人員也不是不願意做查核。 

- 《衛廣法》必須要修法，公序良俗沒有定義，產生媒體廣告新聞化或細節處

理的公平差異，節目廣告管理部分，《衛廣法》27 條有存在必要性，但 NCC

應更進一步操作化，譬如幾小時內要澄清，而媒體亦有澄清但已盡力的情況。

可參考英國作法。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黃法務長益豐 

- 電腦公會有運作第三方的平臺（iWIN），包含多方利害關係。以我們過去處

理遊戲的經驗，讓業者、兒少團體、學者專家跟政府到平臺來共識規則，有

規則的話業者才會知道怎麼運行，政府管理的密度就會下降。比如報導尺度

的問題。加上有些網路媒體會要求這個記者的點閱率要達到多高，這樣素質

就不會好。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方向，業者就不會擔心會不會違法，政府只

要管有可能會違法的部分就好。 

- 現在記者越來越年輕，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的文字表達力沒有那麼好，有些新

聞標題跟內容也對不起來。不如給他們一個方向讓發展，讓整個生態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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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經營的業者有收入才有可能發展。 

- 由 iWIN 來看，認為自律成效還不錯，業者願意配合或下架內容的速度比較

快。事實上文化的表達是很主觀的，難以判斷違法或不違法，若有一個組織

去協助的話，告訴他們多數人的共識是什麼，這樣就能夠配合。（滕執行長

西華：應用在電視節目可能比較難，因為網路可靠技術去控制，但多一點養

成會有相當效果，特別在畫面處理可能會有相當效果。）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邱執行長家宜 

- 法規監理部份，有關於自律規範，NCC 內容委員會有遇到個案，公平原則是

沒有罰則的，比如說選舉很明顯是傾向哪一黨，也只是發函勸導，這樣就會

有藍或綠的電視臺。公平原則係需有專業標準，如只報某一邊的選舉新聞就

不對。有鑑於臺灣的電視生態環境，《衛廣法》應要加上公平原則的罰則，

如何判斷公平原則可再經過討論，要很細緻地去討論公平原則，要了解新聞

的脈絡，不是機械性的你一半我一半就算公平。 

- 規管監理制度，現在 NCC 透過內容委員會裁罰，機制為閱聽人檢舉後，由

NCC 受理看有沒有違反法規，再提交至內容審議會，看要裁罰或警告。要監

理內容就要有一套內容機制，但 NCC 應該要委外給第三方如媒觀或 NGO

等機構，有第三方申訴機制，如人權或法律等各種領域，由第三方申訴機構

與 NCC 協議。要納入社會的聲音。臺灣在維護媒體的第四權方面須引進社

會資源跟各方面的意見，才能鞏固機制合法性。 

- 成立第三方可能要立法有細則或有組織，系統性的受理閱聽人的申訴，委第

三方處理。類似準公法人的概念，處理的時候交給專業的人，如律師等，再

把結果交給 NCC，像是陪審團機制。這樣可讓內容監理的爭議變小，這樣只

要罰款後就有前科，等到要評鑑、換照的時候就可以參考，這樣大家就沒有

意見。 

- 要建立這個機制很困難，初期可以局部的作，給 NCC 參考，到某個程度就

跟 NCC 協作，一旦作起來就不得了。（鄭前理事長一平：可能要花 10 至 20

年去做。） 

3. 議題 4─網路媒體納管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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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滕執行長西華 

- 不管網路是不行的，網路治理要有監理跟規則，如《出版法》廢除後，平面

根本崩潰，博客來可以買得到奇怪的書，檢舉也沒得罰。 

- 我們碰到最多的檢舉是網路新聞，比如說東森新聞雲跟東森是不同的公司，

流量很高，其跟東森簽約引用畫面，但民眾不會知道。所以 NCC 必須要管

新聞衍生商品，歐盟已經開始要求網路平臺 Facebook 跟 Twitter，其上的仇

恨言論須比照電視跟紙媒的方式監管。 

- 網路還有一個問題，誰才是真正的媒體？網路好的原因是因為有評論吸引民

眾進入，現在民眾難以辨識真假媒體與記者。 

- 媒觀主張不管網路，係因為違反民主言論自由。但最終應該要問 NCC 能管

什麼，如果想管量則不能不汰換，換照標準百分比過去要求 40%，未來變成

占 60%，逼人家作假陳諾，配分違反 NCC 管量的精神。若管質，規則與仲

罰要出來。政黨介入黨政軍等不是最重要的議題，這樣的環境會造成閱聽人

沒有判斷力，根本上還是閱聽人的問題。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產業政策暨法治推動中心 劉專案助理

昱均 

- 雖然大家都想像網路平臺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實際上各國都只有足夠資本

能力的平臺才會作，比如 Google 與微軟等。但由大公司去監理內容的話，

就會覺得作什麼都被監管，好像沒有言論自由。 

- 其實電視監視新聞報導若內容已經優於網路好很多，不管是兒少或其他方面。

如果 NCC 可以管網路也很好，但如果民眾素養不提升的話，大家就會跑去

看內容農場。以前大家看卡提諾論壇（內容農場），表示民眾素養對於內容

的需求只到那個程度。 

- 如果針對報紙、電視新聞頻道等給予很多管制，但如果不斷提升管制，會在

網路上產生另外一個次文化出現，民眾會去選擇看網路上的內容，產生兩極

化，由於沒有廣告來源，最後可能造成新聞媒體的落寞。 

- 網路這邊是否能像中國大陸一樣強制規管，把它看成內容產製成一套，就是

現在澳洲的作法，用同一套標準因應不同平臺給予不同防護機制。那我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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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應該要作第三方監理，但現階段如果突然加重力道的話，會加速新聞產業

的落寞，原因為人民想要看網路新聞，民眾會往網路去。 

- iWIN 的作法是降低兒少方便程度，例如上警語、蓋板過橋與身分驗證等，

提升看的難度。禁止內容出現的話再跟業者合作，通知下架之類的。我們並

不是很強力在管制，雖然網路言論自由很重要，但也不能不管制。一開始

iWIN 跟媒體溝通時，媒體也不太想理我們，但現在已經越來越能接收。現

在也和衛星公會合作，他們會把新聞頻道不能播的，要求自律等被警告的給

我們，我們再依照規則幫他們加上警告等。 

- 民眾的資訊素養很重要，聽說不實訊息轉傳的速度超過正確訊息 6 倍，意味

著大家都喜歡假訊息，內容農場是假訊息還是會被散布出來。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邱執行長家宜 

- 網路的問題，NCC 的手可以伸長一點，網路新聞若是電視臺的，就擴大《廣

電法》跟《衛廣法》的解釋範圍，除非他另外成立一個網路公司逃漏洞。但

現階段可以作到，比如有些電視臺頻道上播的比較乾淨，網路上就比較糟糕，

也不打碼什麼的，那就同樣受管，明明都是你做的，而且你有執照，所以 NCC

要伸長範圍，更廣義的解釋《廣電法》的適用範圍。除非作網路的媒體也要

有執照，不然很難規管。 

 

4. 議題 5─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等規管制度 

⚫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鄭前理事長一平 

- NCC 在換照或申設執照的評審內容要修訂針對「技術層面」審核，我個人

（壹電視）的工作電腦已經用了 11 年，我們的設備很落後，很多電視臺的

記者的設備都沒在更新。現在的電視臺經營者不再對設備投資，沒有內容就

沒有資金，但沒有營收就沒有內容。 

- 關於電視臺的換照過程，雖然電視臺報的資本額是 3、5 億，電視臺實際上

經營是上百億，但諮詢委員卻不去現場看一下該電視臺的設備有沒有更新。

很多地方記者攝影機壞掉，就用手機拍再傳到 Line，很多現場記者因為沒有

麥克風，聲音都是 Nature Sound。技術層面必須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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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NCC，現在的新聞頻道是否需要 24 小時播新聞？可以要求電視臺不用

整天播整點新聞，比如說鄉土或人文的新聞節目的比例可以增加，減少記者

新聞的壓力。 

- 新聞臺仍以臺北看天下，離島或別的地方都是簽約記者，駐地記者的新聞會

發兩臺電視臺。各家的地方新聞畫面或受訪者都長一樣，顯示地方新聞嚴重

不夠。而且臺灣的國際新聞都是美國觀點，國際觀點跟地方新聞都不足。如

果 NCC 可以要求新聞臺在設立兒少等節目，要求播放時段跟節目。不需要

24 小時持續放送無用新聞，這些都是 NCC 可以考量的。 

- 建議審照時一定要納入勞動條件，但評分標準裡卻沒有。在勞動權益抬頭的

時期把標準寫進去是好事。從 10 月開始，諮詢會議要求審照時，電視臺要

附上勞動資料。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邱執行長家宜 

- 新聞臺不應該那麼多，牽涉到市場的最適規模。自由主義說要尊重市場機制，

但現在沒有市場機制，電視臺都不想倒，就會開始置入性行銷、剝削員工，

降低人力成本，導致新聞品質變差，降低新聞製作成本，勞動惡化。這樣的

結果不會產生良性的市場競爭，只會造成上述的惡性循環。若引入第三方的

社會共識及裁處機制，不好的電視臺就砍掉。 

- 日本也不過才 7 家，臺灣這麼多家，總有一個最適規模，就不再讓電視臺進

來，這就是所謂的特許行業的性質。NCC 的權力就是在這裡，但其權力正當

性不是我說了算，所以要引進社會各方意見。若用 NCC 的審議結果作換照

依據時，會面臨很多社會壓力及政治不確定性。建議 NCC 未來要往這個方

向去走。 

- 原本就是寡占市場，跟公共利益有關，就跟水一樣。看電視的時間不是無限

多，放在 CABLE 上就會牽涉到誰比較容易被看得到。政府想要讓最好的東

西在架上，就須提供一個可信任的閱聽環境，讓民眾近用到的管道是經過監

理的。NCC 很常被業者牽著鼻子走。像德國，每個聯邦有每個做法，證明你

自己好就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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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焦點團體訪談第三場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 

委託研究採購案 

第三次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八、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19 日（四）下午 1:30-3:00 

九、會議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 會議室（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2 樓） 

十、與會名單：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何教授吉森、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蔡教

授念中、高雄科技大學科法所程教授法彰、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許副教授傳

陽、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單副教授文婷，詳見下方簽到表。 

十一、會議說明：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訊、通訊、傳播產業已相互匯流，各種傳播媒體

之間的界線亦日益模糊。因應技術發展，新聞頻道不受既有傳統技術框架限制，

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設備取得跨平臺媒體之內容與服務。對電視新聞頻道而言，

匯流趨勢亦對於監理法規形成重大衝擊，如廣電媒體引用網路訊息，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此外，網路、OTT TV 等多元平臺透過行動裝置爭逐觀眾的眼球，導致視聽觀眾

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對電視新聞頻道

之經營管理造成何種影響或改變，如電視新聞頻道如何在數位時代下跨媒體經營，

並落實強化自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質以保護視聽權利等，均對電視新聞頻道

經營者及主管機關之監理帶來新思維與挑戰。本研究期望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蒐集並彙整我國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意見，包括邀請電視新聞相關產、官、

學界代表出席，以瞭解電視新聞頻道於數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之問題

與衝擊。 

十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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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3:20 – 13:30 【報到】 

13:30 – 13:45 
【引言報告】 

 研究初步成果報告  

13:45 – 15:00 

 

【議題討論】 

 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研究部副院長兼新聞系主

任劉慧雯 

 討論議題： 

6.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7.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善，

提出具體建議。 

8. 民國 105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

規範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

具體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9.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政

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否需

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10.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

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聽權

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有助於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對於傳統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利主管機

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位。 

十三、會議紀錄：陳研究助理品臻 

十四、會議內容： 

（五）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研究案摘要報告 

本案計畫主持人曾筱媛簡報（略） 

（六） 專家意見 

5. 議題 1、2─新聞信賴度與事實查證；議題 3─《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

建議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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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蔡教授念中 

- 從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化角度，目前在電視新聞內容規管上最常碰到

的像是中天換照不過，其理由是事實查證不夠確實。我也身兼中天自律委員

會一員，在韓國瑜事件開始之前，中天連續 3 年都是優等生，但後來逐漸出

現需要查證的新聞。而現在 LIVE 節目內容也被要求查證，但在法律規管等

方面難以達成。就新聞內容構面而言，雖有新聞自律委員會以及《衛廣法》

27 條，然我個人認為臺灣的法令沒有比其他國家來得更緊，但執行面卻異

常嚴峻，特別是在政治立場上。若是羶色腥都應該取締，但在言論自由、新

聞自由等多元化方面，主管單位卻很積極涉入，這是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 每個新聞頻道就是一個品牌，業者皆會重視信賴度和品質，但我們卻用局外

人的方式去規管，應該要改善。以前會提到頻道的稀有性，現在除了無線電

視外，已經不再稀有，用傳統方式規管本來就有問題，方才台經院簡報所提

的研究案例國家幾乎都是低度管制，但我們在法規沒有特別嚴格，執行上卻

特別嚴厲。 

- 新聞製播本來就是即時的，要求製播單位去作事實查核，其實有點為難他們，

所謂善盡的定義是什麼？ 

- 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為例，通常一個事件要經過好幾個禮拜才會有結果，連

他們都無法在短時間內作到。本來媒體識讀教育就是對所有來源都要有所存

疑，但在網路這個部分目前很難求證，如果單從網路訊息求證要很小心，新

聞製播單位都很小心引用網路的新聞頻道，一定要說明其來源。數位匯流下，

所謂網路新聞頻道叫頻道，電視新聞頻道也叫頻道，幾乎現在原生的網路新

聞頻道還未成形，仍在找尋營運模式。 

- 假新聞就是個假議題，就新聞來說是專業產製的內容，本身就已經有所取捨，

最多只能說是假訊息，像是內容農場，其最終目的就是宣傳或混淆視聽，因

此不應該有假新聞這個議題。 

- 台經院簡報的第 19 頁，台經院曾作過一個消費者角度的研究，也是類似問

題。如果認為內容有問題，是父母和業者要共同負責任，父母責任高於業者

一些。所以從這個訊息來看，父母也是要負責任而不是業者負全部責任。英

國 Ofcom 也作過類似研究，也是類似結果，主管機關應該從保護者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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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者。所以要建議主管機關督促業者主動公開揭露，讓消費者自己選擇，

而不是一開始就封鎖網路，讓消費者自己去了解來源。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何教授吉森 

- 新聞媒體獲得受眾的信賴是相當關鍵的，應不是主管機關負責的工作，本來

就是媒體自己要去作的。在新聞品質的部分，倒是主管機關可以提升要求的

部分。2016 年《衛廣法》修法後就加了很多相關條約，其中要求最強烈的措

施是落實自律機制，包括事實查證原則的認定不是主管機關說了算，我當初

在執行細則裡面有特別要求事實查證，因為這牽涉到主管機關介入新聞的判

斷，必須要很謹慎小心，要求內部先有自律機制去處理，自律委員會的報告

送交 NCC，NCC 委員如果認為不妥，再去召開審查委員會等等。 

- 在提升新聞品質這塊，之前已努力過，例如考慮內部設編輯室自主公約，第

一屆委員曾經考慮要把德國的編輯室自主公約引入，我們要求納入立法，但

NCC 在對外徵詢意見時，被認為說既然是機制的話，主管機關不須介入那

麼多。但後來對於 NCC 在新聞媒體換照以及媒體倫理事件等皆有所影響。

主管機關從 NCC 第一屆委員到現在都是緊抓這些原則。 

- 對於所謂內容判斷的問題，民眾最擔憂的都是兒少、暴力與色情等，很多都

是違法內容，新聞報導過度暴力的情況有時候會發生，另外新聞頻道唯一被

認為比較多的問題是置入行銷。違背客觀中立的案子也會被納入討論，我個

人站在學法律、在學傳播的角度來看，我會有所保留。 

- 我有參與 NCC 傳播委員會，有將近 50 多個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每次

開會大約 20 幾位，其中法律學者最為開放，站在言論自由的角度；傳播學

者比較在意核心價值，怕內容被不當操控。我們學傳播會認為客觀中立是要

追求的，若有問題應該是由內部自律，政大王老師也有作過一個 NCC 委託

案，也有調查自律機制。所以後來修法後有將相關規範落實其中，至少前面

幾屆委員會認為要求新聞頻道落實自律機制，由內部去強化，主管機關應該

不要輕易去踩到紅線。但如果違反相關規定也是依法處理，例如媒體接受對

岸的資助等。例如英國 Ofcom 也有去處理伊朗資助的媒體，如果有證據證

明就依法處理，但若純粹是內容價值判斷的問題，主管機關不是沒有法律，

自律、他律、法律，限縮在自己保留最後一道牆，前面自律與他律應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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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牽涉言論自由及多元性等，主管機關要非常小心。 

- 在我作內容處處長時建立了自律制度。以報導自殺新聞為例，很多業者相較

之前的自律機制已經有所成效。反而框架管太多的話，又會更加混亂，以及

毀壞自律、他律與法律的機制，我希望主管機關不要常常去介入。 

- 關於引用網路消息部分，先前衛星公會表示由公會訂定規定，再幫他們報給

委員會，當時的 NCC 委員會是完全尊重他們的意見。如果主管機關能真正

下放權力，讓業者去作內部規範這樣會比較好，主管機關要有點容忍。如果

自律沒作起來，新聞瑣碎化、網路引用這些主管機關怎麼去管？這幾年已經

至少建立起了制度，雖然仍有努力空間，但我很肯定業者有在進步。 

- 關於網路媒體，在我當內容處處長時原則是要求衛星公會的自律委員會訂出

原則，該原則是比照公共電視的內容製播原則。公會有找業者來訂出原則，

承諾所有引用到網路訊息的部分一定要查證，因其有太多不可信的訊息，所

以在這塊他們有一定的認知。另外也包括內部採用後要有認證，且要多方進

一步查證，當發現這網路來源不當，往後將不再引用等等。那時候 NCC 相

關法規無法管到那個部分，因其屬於新聞採訪的部分，不可能提前管制，所

以還是希望主管機關去強化衛星公會的具體化的自律規範，且要求業者真正

落實，並內化到自身頻道的自律規則，甚至自己的原則比衛星公會更嚴格。 

 

⚫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單副教授文婷 

- 我十多年前在新聞臺工作過，現在上課也常邀請過去同事演講，學生向講者

提出為什麼電視新聞不能提升品質？講者則請學生思考什麼是品質。現在四

平八穩的沒有人看，市場想看的就會想作。所以應先突破一個問題，即為對

於品質的定義。中天的問題應該是媒體經營者而不是媒體，最嚴重的問題是

媒體經營者的干預，也不會遭遇到這樣的情況。因此我們應認定要管控的是

媒體經營者還是媒體本身。 

- 各家媒體本身都有自律委員會，例如東森新聞臺的編審委員會為了 NCC 的

換照，不只要求作過的事，更需要提供相關數據化。倘若每次換照都已經作

到了各種要求的措施，請問還需要檢討甚麼？是不是一定要參照其他國家作

法？但在市場上如何取捨？我們要求他們往某個方向走，不斷增加遊戲規則，

但對於商業媒體而言如何在市場和品質去權衡？電視頻道在找這個界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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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辛苦的。 

- 我相信這麼多業者還是在追求真實和信賴，只是他們必須在價值和市場上取

捨。例如最近大學學生輕生事件很多，昨天教育部高教司向媒體提議是不是

不要重複播放這類事件，可能會引起心理比較脆弱的同學去效仿，各家新聞

臺都去遵守。但以商業媒體的立場來說，報越多拿越多點閱率是更好的，因

此他們其實都有在遵守，守門人的角色是存在的。 

- 接下來面對數位匯流時代的傳統電視頻道，還要再加東西給他們嗎？編審委

員會、量化質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很多。應該思考在維持現況的情形下，作

輔導或是比例。其實中天事件讓業者很感慨，下一個會是誰？ 

- 假訊息不是臺灣媒體自己查證能力可以處理的，例如國際新聞或新冠病毒的

疫苗等議題，站在新聞價值來說告訴民眾重要的訊息是相當重要的，但結果

最後是錯的。我覺得應該善盡查證就好，因為國際新聞、快報太專業的內容

是很難查證，也不可能不報。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許副教授傳陽 

- 以前當記者時去守一個線可能要去拜託警察或蹲點，現在數位匯流後可以直

接用群組聯繫，新聞瑣碎化等也是數位匯流下的產物。當市場上有需求時，

自然就會出現內容。其實電視臺記者都了解也知道該如何執行。我個人認為

言論自由不可能走回頭路，但面對這麼多的內容時，言論自由似乎不應該成

為免死金牌。自律委員會都有在作，但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下，自律應該落實，

NCC 介入到什麼程度都可以再討論。 

- 聯合報等紙報也有作影音節目，中天電視臺之所爭那麼嚴重，就是因為 52

臺是蛋黃區，品牌價值無限大。面對這些問題，聯合報等紙媒在數位匯流的

時代跨足時，政府的角色是在哪裡？像是歐洲部分國家適度允許紙媒去作，

未來因應數位匯流，如果有些不錯的紙媒，可以鼓勵紙媒去作影音新聞。這

些都是在數位匯流下可以去思考如何改善內容的議題。 

- 傳統電視新聞的蹲點跑線生產成本太高，所以會利用網路，這本身沒有錯，

只是會面臨內容膚淺的問題。如何改善這樣的問題，建議讓媒體素養的教育

深入高中，甚至是家長等，如果高中時就已接受到媒體素養教育，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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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提升。雖然現在學生都不想當新聞記者，但如果以前有接觸到一些正確

的教育，也許就會有一些不同看法。 

 

⚫ 高雄科技大學科法所 程教授法彰 

- 我認為執照應該是有可預期性，業者也有言論自由，所以應是從業者和政府

法益的平衡的方面來講。那如果從管制來講，就是換照細項或是評分標準。

美國現在對政治性言論的管制都退到後面，不再站在第一線，都是間接的靠

自律管制。在大部分管制上，都會受到言論自由的影響，在政治性言論的規

管上要非常小心，美國已經有學者提出政治性的言論要退而求其次，這樣才

能降低最多衝突。 

- 現在廣電三法還留著，傳統管制還在，傳統電視總有一天會慢慢融入到網路

裡面去。我認為用過去的思維去看待言論自由會說不過去，即便連美國也意

識到政治言論自由的議題。新聞臺的換照好像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宣示，環

境已經在變了，對於政治性新聞的看法也變了，我們是不是應該作調整。 

- 在事實查核的部分若用政府的力量去訂定，這是言論的事前管制，這可能不

太妥當。事實查證應該是寬鬆的管制，當過度嚴格就是在管制言論自由的本

身，美國主要是討論該給予澄清的管道，給予其近用權，讓其能夠反映不對

的事情等。 

- 在事實查核部分，同意業者自律方式，法律上會有很多挑戰，業者某種程度

也是往 Deregulation 的方向前進。 

- 透過假網站騙點擊率的方式，可能會有公平交易、競爭秩序的問題，這些可

能就不是 NCC 的業務。 

 

6. 議題 4─網路媒體納管議題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蔡教授念中 

- 大部分傳統電視跨足網路的時候，原生網路新聞頻道都還沒成形，都是從既

有內容轉化成數位新聞。傳統新聞頻道會認為不發展網路會輸給別人，但也

可以想見它不會花很大力氣去作，但有些其他網路新聞頻道很積極去作直播

等。中天被否決換照之前，就已經很積極在經營 YouTube 頻道，這樣如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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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臺了，就將全部人力轉去網路就好。 

⚫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單副教授文婷 

- 在網路新聞的部分，現在為了搶收視率，各家新聞業者都有網路新聞。我認

為要切割討論，像是 Etoday 或蘋果沒有電視頻道，這種該如何管，只有網

路沒有頻道的又如何管？這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總之我認為對於電視新

聞業者可以鼓勵大於責難，他們心中仍有著一把尺，守門人的角色仍存在。 

 

⚫ 高雄科技大學科法所 程教授法彰 

- 我們已經朝向低度管制走，網路的監管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東西，把同樣的東

西從電視放到網路，所受的管制就是不一樣。網路的影響力很大，但還不是

主流。我們還是認為傳統電視是公共政策宣導工具，隨著數位匯流的影響，

但電視可能會慢慢沒入到網路裡面。 

- 網路比較難管，第一個是跨國界，第二個是訊息很雜亂，但我們認為傳統的

三臺新聞臺等作為重要公共政策的傳播工具而言非常重要，但現在網路已經

很發達，若把傳統高強度管制放到網路去，可能會不太適應，尤其現在是朝

低度管制，如果管制的話有點是往反方向前進。 

- 網路可能會在有共識的地方被管制，但這未來可能會回到原單位去管，例如

公平、反滲透等等議題。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何教授吉森 

- 但網路上的假訊息也不是無法可管，而是使用一般法，誹謗、兒少等法律，

而且未來網際網路的法將會越來越多。 

 

7. 議題 5─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等規管制度建議 

⚫ 高雄科技大學科法所 程教授法彰 

- 所謂行政舉證責任應該在誰身上，新聞臺要作到甚麼程度？雙方舉證的程度

在哪？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說服委員，我的理解是按照行政法，只要有 51%是

真實的，就已經盡到舉證責任。但當業者已經全盤攤出，在誠意上如何衡量，

我會覺得比較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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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何教授吉森 

- 補充一些細節，比如說要申請換照，要檢視前面 6 年執行情形，但其要求提

出的相關資料不是前面 6 年，假設前面 3 年評鑑可以，則要求提出前面 3 年

的相關違規紀錄等等。還有之前前幾次的換照，原先採 3 分之 2 決，後來改

2 分之 1 決。 

- 其實釣魚標題沒有不對，只是可能會降低信賴感，但主管機關需要管這個嗎？

法律畢竟是最低標準，比如《衛廣法》，兒少、公共秩序等議題，媒體自身

也要有道德標準。 

- 關於事實查證，在法律上有提到公平原則，事實上是有兩條規定，第一條是

要求業者盡量去作，但若未查證而造成公共秩序的重大影響，主管機關就會

處理；另一條是程序限制，自律委員會要提出報告，NCC 也要提出不採用的

理由。要真正落實自律機制，還是需要來來回回去執行。 

- 現在大家在談的是 Reregulation，希望落實共管機制，真正落實自律機制。

現在的匯流時代，會影響到主流媒體，現在美國主流媒體走出另一條路，用

品質取得觀眾，甚至是用訂閱的方式，主管機關有沒有可能將傳統新聞媒體

往這方向發展？ 

 

⚫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單副教授文婷 

- 以新聞頻道而言，業者擔憂的是產業斷層，接手的產業人員是否能保有同樣

的專業程度，現在有網路小編、新聞娛樂化的概念，建議內部人員的教育訓

練是必須持續進行。這是 NCC 要求的內控機制的一環，每個新聞臺作的程

度不一樣，像是法律相關的著作權、網路兒少相關議題等，不然學生進入新

聞產業後，可能會因為網路上可以這樣用，新聞也可以這樣報，例如用釣魚

標題賺取點閱率等。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蔡教授念中 

- 涉及其中或執行的人對於新聞的定義會有偏差，在數位匯流時代改變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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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為例，其對於新聞的定義，早就打破 4 個 W 以及正規

新聞採訪過程，推出沒有記者的新聞服務，新聞來源主要彙整各方來源，運

用適當使用原則去整理。很多數位媒體都是這樣作，像是 ETToday 等，其中

新聞記者非常少。現今新聞學早已經被解構了，若再用傳統觀念 Re-

regulation，就會有許多問題。 

-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新聞頻道在臺灣的狀況是全球特有的，因為地理位

置小但集中度高，且高度競爭，現在產業不虧本就萬幸。第一個成立的有線

電視應該是 TVBS，第二個是中天，我覺得他們是想要移植香港的經驗，後

來成立的都是想要從媒體獲取政治影響力，所以新聞頻道過於氾濫，應該要

回溯一開始，去了解為什麼頻道會有不同的顏色，現在政治影響力已經變成

我們現在吵來吵去的原因。除了政治影響力，他們都想拿公部門的預算，公

部門的預算在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變的非常重要。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許副教授傳陽 

- 之前有提過一個 Coregulation 共同監理的概念。網路媒介和電視媒介之所以

不一樣，網路傳播涉及的是同溫層的概念，延展出去的殺傷力很大，若沒有

超前部屬，對於青少年會影響很大。不管是 UDN 還是一般 YouTube、Facebook、

Line 等跨國媒體，現在常提到的企業社會責任，若跨國業者沒有共同監理，

對社會也是負面影響，如果網路的內容不想辦法解決，影響會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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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焦點團體訪談第四場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 

委託研究採購案 

第四次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十五、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19 日（四）下午 3:30-5:00 

十六、會議地點：台經院本棟 202 會議室（台北市德惠街 16-8 號 2 樓） 

十七、與會名單：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陳祕書長依玫、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林執委注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黃教授葳威、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張副教

授崇仁、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黃副教授靜蓉，詳見下方簽到表。 

十八、會議說明： 

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資訊、通訊、傳播產業已相互匯流，各種傳播媒體

之間的界線亦日益模糊。因應技術發展，新聞頻道不受既有傳統技術框架限制，

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設備取得跨平臺媒體之內容與服務。對電視新聞頻道而言，

匯流趨勢亦對於監理法規形成重大衝擊，如廣電媒體引用網路訊息，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提升電視新聞頻道公信力等議題，是現今電視新聞頻道一大課題與挑戰。

此外，網路、OTT TV 等多元平臺透過行動裝置爭逐觀眾的眼球，導致視聽觀眾

逐漸流失，電視新聞頻道之廣告營收面臨嚴峻挑戰。此普遍現象對電視新聞頻道

之經營管理造成何種影響或改變，如電視新聞頻道如何在數位時代下跨媒體經營，

並落實強化自律規範機制、提升新聞品質以保護視聽權利等，均對電視新聞頻道

經營者及主管機關之監理帶來新思維與挑戰。本研究期望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會議，

蒐集並彙整我國電視新聞頻道利害關係人意見，包括邀請電視新聞相關產、官、

學界代表出席，以瞭解電視新聞頻道於數位匯流時代各層面之現況、衍生之問題

與衝擊。 

十九、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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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5:20 – 15:30 【報到】 

15:30 – 15:45 
【引言報告】 

 研究初步成果報告  

15:45 – 17:00 

 

【議題討論】 

 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研究部副院長兼新聞系主

任劉慧雯 

 討論議題： 

11. 對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凸顯新聞信賴度與提升新聞品質之具

體建議？ 

12. 就電視新聞頻道大量引用網路訊息製播新聞應如何落實事

實查證；及常為民眾詬病之浮面化、瑣碎化等問題如何改善，

提出具體建議。 

13. 民國 105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後新增之依法應建立自律

規範機制、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相關規定是否有調整必要？

具體建議修正內容為何？ 

14. 面對數位匯流，電視新聞媒體如何因應網路媒體之挑戰？政

府監管政策是否有調整必要（如何將網路媒體納管？是否需

調整現行對電視媒體之管制密度？電視新聞媒體與網路媒

體之管制作法是否應有所差異？） 

15. 對現行廣電新聞頻道申設、評鑑、換照制度、相關內容監理

法規及規管作法之建議。並就營運管理、內容監理、視聽權

利保護及法規政策等相關層面（包含但不侷限）研討有助於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規管方式；針對現行規管政策對於傳統

電視新聞頻道發展之利弊，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利主管機

關省思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角色與定位。 

二十、會議紀錄：陳研究助理品臻 

二十一、會議內容： 

（七） 數位匯流時代電視新聞頻道之現況與監理政策研究案摘要報告 

本案計畫主持人曾筱媛簡報（略） 

（八） 專家意見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副教授崇仁 

- 民國 84 年，新聞頻道原預計僅在《廣電法》增設列條文納管，然而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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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過程及市場面而言，我則堅決主張設立另一個法。我們學的都是美國學

理，因為《廣電法》是在戒嚴時期起草的，因此它什麼法都不像。關於衛星

電視臺部分，當時起草只有 17 條條文，當時認為不需要執照，就像美國有

線電視等都不用執照，也沒有換照這個方式。當初想把美國那套放進來，但

國內不買帳，只想用無線電視臺的監理方式用來監理，直到現在 NCC 仍是

這個思考模式，但 NCC 沒有想到技術和市場的改變。 

- 上次大規模討論新聞頻道管理係因白曉燕事件，討論新聞怎麼寫才不會引起

社會的不安。事實上新聞是用來監督政府，但現在政府卻反過來要管制內容。

以歐美而言，除非有立即重大影響，須負起法律責任，除此之外對於新聞頻

道是沒什麼管制。現在 NCC 說中天內控不好，如果中天依照 NCC 規範去改

而產生虧損，NCC 要提供補貼嗎？ 

- 現今新聞頻道要商業營運是非常為難，我以前在新聞局廣電處，那套管制一

直到今天沒有改變，監理的主軸是結構與內容管理，歐美對於內容管理是重

視未成年色情，我們比較美國選舉的新聞倫理與市場運作都值得我們學習， 

- 美國兩黨鬥爭，新聞也大概有派系，但現在大部分業者都有 Fact-Check，自

律機制把報紙雜誌也納進來，因為報紙可以去監督電視，電視也可以監督報

紙，靠大家彼此監督。如果每個業者都要標榜像公共電視，那政府是不是也

都要給予補助？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陳祕書長依玫 

- 社會的刻板印象沒有改變，如果追究品質下降的責任，以臺灣目前頻道產業

的發展來說，確實頻道數目很多，但這是長期以來的政策所導致。如果主管

機關要引入退場機制，這作法對努力的人是不公平的。電視頻道在市占率有

一定規模以上，也有民眾支持，但問題出在產業該拿的收入拿不到，才是真

正的結構問題。實際上新聞品質好與壞，以現在的市場規模來講，也不能說

要一半業者退場來滿足市場資源。事實上有這樣的資源，但電視臺拿不到，

就是國家長期以來造成的結果。 

- 很可惜《衛廣法》是 50 幾條不是 17 條，為甚麼現在產業這麼瘦弱，收入和

營運成本是互相的概念，是因為國家用戒嚴思維管制。現在每一戶的電視費

很少，有線電視的套餐錢是交給系統商 MSO，再拆分給各頻道，基本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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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裡面有 100 多個頻道，就連頻道商 HBO 每一天收到的錢連 1 元都不到，

24 小時的新聞臺拿到的更少。對業者來說這些是可預估的實質數據，可以

去編列勞動、內容的成本，但業者所拆分到的比例是這麼少，只有訂戶所繳

的 20 到 25%。那業者只能去放廣告，但問題是自從 2016 年後，廣告都往數

位平臺去。我們已經作了很多事，花了數億進行數位轉型，也沒有拿到任何

補助，還得到數位副作用─盜版，但 NCC 又不管盜版，我拿了國家執照也

被高密度規管，盡了很多公共義務，但當我因為盜版而受到損失時，政府卻

不聞不問。 

- 網路的廣告可以做各種置入與方式的呈現，也沒有秒數限制，但我們有固定

秒數的限制，每個小時不能超過 10 分鐘，呈現也有限制，置入贊助也要求

要作的自然，惟相對來說網路都沒有管制。 

- 數位匯流在 2013 年就開跑，廣告預算為什麼都移轉到網路，因為網路沒有

限制，但電視上什麼都不能做，這對頻道不公平。尤其是 NCC 還是用過去

的類比、線性思維管制。NCC 說「節目與廣告要做區分」，母法只有一句話，

就我們的認知，節目與廣告的區分在於揭露，只要明確讓觀眾知情並決定要

不要買單，但我們受制於 NCC 的思維，節目必須要到時間軸才能進廣告，

節目內不可以出現有廣告意味的東西。但如果是在片尾等處揭露贊助商，一

樣讓觀眾決定要不要買單，但 NCC 還是說不行。 

- 因此在收入面，首先授權金頻道拿不到，廣告我也拿不到，以收視率來說沒

有不好，根據尼爾森的數據我們很穩定，還是有固定的觀眾收看。所以這就

是制度性的霸凌，民眾明明有繳錢，但頻道商拿不到，而且這費率是政府審

的，並不是市場機制。 

- 關於信賴感的下降，我覺得應該有客觀數據的支持，尤其碰觸新聞須要格外

小心。因為新聞的自主機制，我認為我們爭取的是專業自主，所以有些客訴

並不能信任，例如政治性等相關議題，有些沒有道理，這類客訴會抹煞媒體

的專業自主呈現。如果 NCC 要介入，絕對不能抹殺媒體的專業自主，必須

要謹慎。 

- 品質的提升，自律機制其實已經建立一段時間，大家都有內控自律機制，關

鍵在於落實跨媒體的自律比較有意義。最早就是跨電視頻道的自律機制，後

來鍾起惠委員要求各公司內部設立委員會。但因為 NCC 把申訴都倒給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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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變成內部的自律機制會都開不完，為何要為了沒有道理的客訴那些干擾

我的新聞專業？跨頻道這邊近幾年就是定期開會，常態性的自律協調就比較

少。 

- 所謂的自律，台灣的胃納量（Absorption）確實有限，產業是互通狀態，一

定是跨頻道產生的共識，但為什麼電視臺有自律，但卻沒有管制網路？變成

好處都給網路拿走，越腥羶色的話題點擊率越高，但電視臺都不能播，網路

拿到點閱率後廣告隨之而來，自律者拿到的不是獎勵卻是倒楣，沒有道理。 

- 同樣的，電視臺迫不得以往網路發展，因為訂戶收入少，廣告又崩盤，如果

說不做網路這塊又會被說沒有數位轉型。網路新聞網的總監他要面臨的網路

生態圈的 KPI，和電視臺面臨的 KPI 不一樣。如果跨頻道和跨平臺都能落實

自律機制才有意義，如果是匯流的環境下，標準要一致，現在比較大的困境

就是關於跨平臺的自律。 

- 另外還有今年收到的裁罰是去年的，這很不合理，如果審查標準有變化就應

該先告訴我們。 

- 引用影音網路本身沒有原罪，就像三器新聞沒有原罪，僅是資訊的來源，應

該透過媒體專業去查證呈現，而不是說都不能用、沒水準。自律機制發展這

麼多年來，我們很堅持專業自主的成長，不斷的透過案例爬梳才有意義，對

於媒體同業才是有意義的成長。 

- 監管部份，NCC 依法就是管衛廣執照，但新聞網有生態要處理，如果 NCC

說不能管網路部分，那也就不能管電視。大家標準一致比較適合。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副教授崇仁 

- 最近民眾的調查，公視信賴度雖然最高，但收視率最低。又牽扯到換照，換

照的過程中應該考量電視臺服務的對象，也就是民眾。美國在換照的過程，

要考量的一大依據是收視率，是否受觀眾的支持，就像中天，去年收視率有

18 個月是第一。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陳祕書長依玫 

- 而且公視普及率最高，為定頻加必載，電視頻道加 MOD 有 700 多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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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 20 幾億的補助，在資源競爭上不公平。而且拿納稅人資源是公視，它

應該要每年開現場直播聽證會，向全民資源運用有沒有效，怎麼會是對商業

臺？商業臺沒有拿納稅人的錢。 

 

⚫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黃副教授靜蓉 

- 提三點看法，首先處置新聞頻道要非常小心，例如年代綜合臺被關臺，但他

是綜合臺。資本家不能干預新聞自由，那政府可以干預新聞自由嗎？資本家

可能超過一位，但政府只有一個，政府是否可以干預應該好好思考。 

- 關於張老師提到美國的部分，美國之所以不管，係因不同資本家有多元觀點，

因此不作新聞管制。我個人站在這個立場，新聞應該至高無上，我們不就是

以言論自由為榮嗎？所以 NCC 用壟斷機構去打擊寡占的話必須非常小心。 

- 那難道廣電三法沒有存在必要嗎？其實政府除了內容管制外，有一塊非常重

要，就是結構管制，但 NCC 都不做，應要細緻地去了解。我們有個迷思，

以為業者越多越好，帶給消費者的剩餘最多，但其實對於市場並不是最健康

的狀態。我的看法是就算新聞臺數少到 5 家，只要他們的市占率達到平均，

集中度也還可接受，呈現低寡占的狀態。NCC 應該花心力去看市場結構，管

制市占最大和最小的，最大的看能不能用減資分拆；最小的若經營不善就讓

他退出，用市場結構管兩邊，中間就讓他好好生存。就像衛星電視臺現在被

管得非常緊，他們也是特許事業，連他們都無利可圖的話，老實說大家也會

想退出。 

- 第二點係關於媒體自律，我覺得德國是很好的例子，德國用跨媒體自律感覺

是最可行且最好的提升新聞品質的方法。讓業者互評，知道哪些是好的，可

能之前沒有做得很完整，其實 NCC 可以授權裁罰，德國好像公會還可以撤

照。我們就是不要政府直接干預，所以應該釋放裁罰權力。 

- 最後是網路媒體部分，建議若網路媒體上節目播送屬於線性方式，應該比照

廣點三法管制，如果不受此約制的話就是不公平競爭。如果不想被廣電三法

規範就做隨選視訊，OTT 專法就應該專心的規定隨選節目。在網路上切兩塊

去管，美國、德國與英國在網路上是線性與隨選分開去管，應該要趕快去作。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副教授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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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對於無線電視和衛星電視管制度是有差別，一個是特許一個是低度管制，

即便是歐盟把 streaming 比照 Cable TV 方式管理，管制方式也沒有差很多，

只要求內容不能有腥羶色。如果國內 OTT 法比照有線跟無線去管，成本相

當高，OTT 法的部分，建議 NCC 回頭去看對 Cable 跟衛星電視的管制尺度，

把原先高密度的規格跟密度降低。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黃教授葳威 

- 新聞品質與信賴度的部分，發現破壞式創新對於新聞品質的驟降有相當的影

響，訪問新聞媒體工作者的意見，認為最主要的引爆點是在頻果新聞進入台

灣，才讓臺灣文人辦報的走向被擊敗。彭芸老師作主委時即認為動新聞不是

新聞，但現在都走這種誇大式的報導。 

- 在申訴的部分，比較各臺的申訴後，發現過去比較針對兒少、婦幼、人權、

族群仇恨、詐欺及不實資訊等，在身障、精障與憂鬱症部分大家會擔心汙名

化，以及族群形象、多元性別、暴力與自殺霸凌等議題。現在自殺的新聞都

要很小心。 

- 未查證的新聞有兩類，分為政治和非政治議題。中天和三立的政治類未查證

新聞最多，表示有不同立場的人去特別關注，其他臺都不明顯，大多是置入

性行銷等。 

- 查證部份，平面媒體因為《出版法》廢除後，透過臺北市報業同業公會進行

自律，NCC 就覺得不干預。但現在新聞申訴的類型，已經跨越新興類型，觀

點比較獨特的頻道未查證申訴比較多，在衛星公會的自律討論會中，看到很

多新聞因為不知道露出的標準，怕被罰就先打碼，導致新聞內容不清不楚。

但頻道業者因為面臨執照核發與換照問題是非常謹慎的。 

- 現在許多網路新聞的流量很高，包含平面媒體就會去追這些熱度很高的新聞，

這個部分是 NCC 需要去關注的。許多需要新聞查證其實都在網路上面。 

- 校園霸凌這一塊需要謹慎去處理，因為新聞除了守望、傳遞還有監督等功能， 

現在有假訊息的問題，本來覺得可以做跨媒體監督，但有可能會發生媒體先

披露公共的疏漏，但後來經某些危機處理變成那件事情不存在，就被扣上假

訊息的帽子，讓媒體有點害怕。去對抗網軍是合理的，但假訊息定義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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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太模糊，讓很多媒體從業人員變得要很謹慎。 

- 臺灣是走社會責任、市場競爭等，然而歐洲很多是公共媒體的體制。我們是

參考美國資本主義的角度去立法，但現在可能會從歐盟等角度去看，從原來

的典型自由主義進入現代自由主義，也就是說要發揮適時介入的功能。臺灣

的傳播體制，不同政黨政府時，對於媒體的管理就會變成不同管制方式，到

底是媒體公共還是私有化？其實很多媒體都是私有化，也就是市場競爭。所

以大家現在都不去碰，說是蘋果影響的。《出版法》廢除後，很多是內容已

經在網路上流通很久，後來才說下架。 

- 集體社會責任，包含經濟社會責任、前瞻性社會責任、回顧性社會責任以及

志工責任，在這些層面中，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存活，經濟社會責任是最強烈

的。我們把公共媒體中最理想的那塊，放在市場競爭的臺灣市場是很不不搭

的，很不公平。 

- 公部門看媒體是看回顧性社會責任有沒有處理，但沒有看到的是經濟社會責

任的部分。對於公共媒體來說沒有經濟的壓力，但對於私有媒體來講有這部

分的困擾。頻道換照的時候，沒有看到前瞻性跟回顧性社會責任的對話，以

及沒有看到這經濟社會責任，這個部分是有點危險。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林執委注強 

- 蘋果早就不是關注的議題了，很多第一線記者面對的是查證但人力資源不足，

到後來都是地方警察機關在做查證，記者已經慢慢喪失查證能力。連訊息掌

握能力也不同，以前第一手是來自記者，現在變成網路、網民，以前媒體是

無價，現在越來越沒有價值。現在媒體被網路弱化。檯面上的主流媒體大家

都很守規矩，但網路逼得沒有生計。如果用同樣標準，是越來越剝奪這些守

法的新聞媒體，非常不公平。 

- 對現有電視新聞的信賴度，有業配太多的議題，大部分記者都在拍業配，可

能來自官方或私人機構，因為電視臺生存要靠業配，相當無奈。官方在執行

類似這些置入性行銷時，建議應該有一套良性的標準作依歸，才能讓現有媒

體正向化。 

- 現在三器新聞已經主宰新聞，是因為畫面造成的現象。強烈建議將新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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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採購的標準，比如過去各單位作採購都不考量電視臺內容，而是考量政

治色彩和收視率，但業配置入後對於既有媒體並沒有改善或提升的效果，如

果今天有一套類似建築單位的規範，達到指標就可以給你 Bonus，在新聞採

購方面可以融入這個概念，例如加入正向價值，包含創意發想、優良影音、

科技觀點、事實查證與教育性等都可以累積加分。這項標準由政府制定，並

需要一個機構做把關，多少可以導正一些現有亂象。 

- 現在很多被抄的都來自爆料公社等，很多新聞人被牽著鼻子走，而不像過去

是主宰者。希望從政策上來做修正，對整個環境更好。 

- 對電子媒體、平臺的管制落差這麼大，對網路就放任不管，光憑 iWIN 是不

夠的，網路上有太多封閉性群組是管控不到也不介入，甚至很多 Line 裡面

有犯罪行為政府都管控不到，而且也要不到資料。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怎麼

可以放任一個影響力已經大於所有的平面媒體的網路媒體。中研院有研發一

個社群平臺「Juiker」，但都沒有人在用，臺灣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臺灣社群

平臺，作為戰備使用。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黃教授葳威 

- 前幾天有談線上線下著作權問題，結果中華電信不來開協調會，但臺灣如果

要作社群平臺，最後一哩路是最重要的，但中華電信他沒有出來，他可能覺

得收益是要繳庫，所以迴避。包含 iWIN，如果申訴境外的都沒有接受。但

現在學生看的都是境外的資訊。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林執委注強 

- 其實這些封鎖機制中華電信都有，但他將這些機制作為商業工具。他如果有

封鎖住就不用 iWIN，他應該扮演更好的角色。現在已經有影像辨識色情的

技術，但都沒有人在用，最簡單的關鍵字也可以，但沒有官方在主導。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副教授崇仁 

- 關於業配置入部分，在 101年時預算法有規範，只要使用政府預算就要揭露。

各機關如果投放預算的話，就必須依照《政府採購法》，公告、招標，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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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關的需求都不一樣，對每個案子作正向機制的話很難。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陳祕書長依玫 

- 政府採購案來了之後，因為採購量大，就帶頭殺價來投放媒體，他們仍是看

流量。現在政府採購更多的資金投放在電子媒體上，電視臺的置入已不多。

今年金馬獎只有《無聲》是本國 OTT 業者有採購的，其他院線片都被 Netflix

挖走了。 

- 以前是新聞記者光榮的時代，網路跟報紙都是抄我們的。查證品質是要成本

的，電視臺是商業走向，要向股東跟訂戶負責，公廣集團最近也開始追收視

率，如果是公廣作商業喜劇片，大家就會說是創新。但他應該要作商業臺作

不到的事情。  

- 環境與資源條件改變後，沒有人要幫我們，國家高密度規管，而且比照公共

電視，這不合理。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副教授崇仁 

- 在費用分配來講，不是全部給頻道，是三三制，3 分之一給基礎建設、3 分

之一給內容，換句話說內容的部分拿到的已經超過 3 分之 1（240 元）。 

 

⚫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陳祕書長依玫 

- 事實上現在已經沒有收到 40%，因為不是用實際戶數算的，現在訂戶交 100

元的話，頻道商其實只有拿 25 元。三三制也不公平，為何頻道的製作成本

沒有算在裡面，費率審議是政府介入，內容成本沒有算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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