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CC NEWS
ISSN 1994-9766

http
://w

w
w

.ncc.gov.tw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第9卷 第3期

頭條故事．亞太預警防災廣播電視建置持續挺進：從國際電訊聯盟廣播通訊研究報告談起

 ．KCSC 2014年國際圓桌論壇：廣電事業與政府機關管制災難廣電內容的適切性及責任

國際瞭望 ．OTT網路影音興起對內容治理的挑戰

 ．英國通傳申訴處理機制的啟示

會務側寫 ．探討媒體製播社會新聞內容座談會紀要

7 月號
中華民國104年7月出刊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出版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發 行 人 石世豪

編輯委員  虞孝成、彭心儀、陳憶寧 

翁柏宗、杜震華、江幽芬

編輯顧問 陳國龍、鄭泉泙

總 編 輯 王德威

副總編輯 紀效正

執行編輯 黃睿迪、劉秀惠、林淑娟

電 話 886-2-3343-8798

地 址 10052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50號

網 址 www.ncc.gov.tw

美術編輯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 886-2-2369-6777

展 售 處

國家書店 - 松江門市

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區綠川東街32號3樓

電話：886-4-2221-0237

中華郵政臺北雜誌第1102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歡迎線上閱讀並下載本刊

網址：www.ncc.gov.tw

GPN：2009600628

ISSN：1994-9766

定價新臺幣：100 元

創刊日期：96.4.28

著作權所有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目 錄｜CONTENTS中華民國104年7月出刊
第9卷 第3期

頭條故事 

01 大步走！動起來！為災難做好準備！

 亞太預警防災廣播電視建置持續挺進：

 從國際電訊聯盟廣播通訊研究報告談起

07 人道、客觀、精確、同理

 KCSC 2014年國際圓桌論壇：
 廣電事業與政府機關管制災難廣電內容的

 適切性及責任

國際瞭望 

16 欲享彈性收視、核心共識先行

 OTT網路影音興起對內容治理的挑戰

20 天平的兩端：向公眾負責、讓企業成長

 英國通傳申訴處理機制的啟示

會務側寫 

25 永遠的三律－自律、他律、法律

 探討媒體製播社會新聞內容座談會紀要

28 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自日本311大地震發生，迄今已四年，少見臺灣研議以大眾媒體進行緊急通訊的討論，直至今（104）年4月20

日臺灣發生4級地震，再次突顯我國缺乏防災媒介制度的現況。筆者參與公共廣電經營多年，從世界局勢來看，對臺

灣缺乏決心使廣播電視於災難防救扮演更積極角色，感慨猶深。有鑑於此，本文將從國際趨勢的角度介紹亞太地區

防災廣電建置現況，希望臺灣不會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ITU再次確認廣播電視價值（2014.04）
2013年11月21日，國際電訊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執行廣播通訊業務的

Radiocommunication 部門（ITU-R），就防災廣電召開了工作坊（ITU-R Workshop on Emergency Broadcasting）。該

工作坊，除了有ITU-R研究部門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 6A）發表研究成果，來自美國、英國、日本的公廣業者及負有

公共利益之責的商業廣電業者，亦同時發表「無線電視在提供公眾防災資訊的重要性」研究報告（New Report on the 

Importance of Terrestrial Broadcasting in Providing Emergency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藉此活動，ITU除了再次宣

告，廣播電視在緊急關鍵時刻傳遞資訊的價值，不可或缺，並依該工作坊討論，於2014年4月發表最終報告「為公眾示

警、減災及復原的廣播電視」（Broadcasting for Public Warning,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lief，如圖1）1，作為推廣防災廣電的指導文件。

這份報告明確指出廣播電視在災難傳播上的優越性，包括：

．廣播電視在下列災難發生時均可用於緊急訊息傳遞，包含：龍捲風、

颶風、熱帶颱風、洪水、暴風雪、地震、海嘯、太陽黑子風暴、恐怖

份子攻擊、大型交通事故、工業與科技性的毀滅性災難。

．使廣電媒體在上述災難時得以發揮優勢的客觀因素，包括有：

■大量通訊需求必然出現。

■通訊設備瞬間承擔如此需求大量激增導致阻塞。

■外加大範圍區域的斷電。

■很可能失去通聯的包含固網與行動電話、行動通訊數據、有線電

視、直播衛星。

‧面對危急狀態，廣播電視可以持續運作的基礎因素，包含：

■簡單技術與彈性運作的強韌性。

■行動收視載具經濟上可普及。

大步走！動起來！為災難做好準備！

亞太預警防災廣播電視建置持續挺進：
從國際電訊聯盟廣播通訊研究報告談起

程宗明

圖1 ITU正式報告肯定廣電於防災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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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系統上有廣播電視的接收機制。

■重要公眾場合都有大型電視螢幕設置。

然而，要使廣電的優勢得到完全發揮，ITU認為，

還需要相關實務的配合：

‧快速與反覆性廣播緊急資訊的專業。

‧廣播內容與地方性的需要結合。

‧災難發生後需求的資源補給與救援調度報導。

而 ITU分享各國已確認的優秀運作實例（best 

practices），則包含有：

‧澳大利亞公共廣電機構（ABC）的作業準則，包含
森林大火的警報。

‧救援廣播服務（First Response Radio）國際專家組
織，提供災區亟需的臨時資訊網建立方式。

‧BBC全球廣播的信託基金BBC媒體行動（BBC Media 
Action）資助，協助災區建立生命線收音機節目
（Lifeline Radio Programmes）。

‧BBC在英國建立無線廣播電視對危機時的處理與服務
標準作法。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公共廣電服務網建
立備援電力與緊急播出能力的儲備系統。

技術方面，ITU也提出使廣播電視不斷電運作的最

佳實務工作參考，包含：

‧電臺間互相支援訊號的協定。

‧備援電力的設置。

‧攝影棚多路徑傳送至發射臺的設計。

‧發射機與天線的備份轉播設置。

‧游擊式的廣播製作與發射攜帶式設備（Radio in a 
Suitcase）。

而幾項有助於緊急廣播的標準及服務，ITU也確認

包含：

‧廣電當局與災難警訊發佈當局連線的緊急警報系統 
（emergency alert system，EAS）。

‧隱藏式字幕與電視簡訊資訊傳遞。

‧日本行動無線電視系統（1-Seg）。

‧行動手機中的FM廣播。

‧預錄影音警報資訊之自動播出系統。

‧Diversity微波通訊接收站系統。

‧電腦圖資服務快速顯示技術。

除了整理經驗，ITU這份報告也同時展望未來，並

認定下列科技有與緊急廣播整合的價值：

‧EAS 緊急資訊主動打開終端設備裝置。

‧美國數位電視ATSC系統定義下的行動接收EAS服務。

‧HD Radio 的資訊服務。

‧數位收音機世界（Digital Radio Mondiale） 的自動
開機警告功能。

‧手搖發電式廣播接收機。

‧FM使用的收音機調頻負載波資料系統（Radio Data 
System，RDS）。

與ITU的研究報告相呼應的，則是2014年以來亞洲

業者一系列對緊急廣播的會診、探討與訓練活動。然

而，臺灣受限於國際處境，參與層面實屬有限，有鑑

於此，將就亞太地區國際災難廣電整備近況，介紹如

下：

召開第一屆世界媒體氣候變遷與減災風
險高峰會（2014.06）

2014年6月，亞洲廣電聯盟（ABU）於印尼雅加達

召開第一次世界媒體高峰會討論：「氣候變遷、資通訊

科技與減災風險」（Media Summit on Climate Change, 

ICTs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本次大會延續自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9年召開的「廣電媒體

與氣候變遷國際研討會」（WBU/UNESC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roadcast Media and Climate Change）

（如圖 2），並響應當年通過的巴黎宣言（PA R I S 

DECLARATION ON BROADCAST MEDIA & CLIMATE 

CHANGE）。該宣言特別指出區域型的廣播電視聯盟公

會（regional broadcasting unions），應由聯合國環境計

畫（U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ITU、聯合

國世界海事大學（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WMU）、

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協議（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等聯合國各類組織給予

以下事項之特殊協助：

‧強化氣候變遷節目製作品質。

‧透過影音報導給予弱勢區域遭逢氣候變遷的發言

權。

‧以教育訓練展示方式提升廣電專業人員能力。

‧促動媒體專業人士形成資訊知識分享的網絡。

圖2 2009年巴黎會議，臺灣公視雖獲邀請，卻因教科文組織
政治限令而無法參加（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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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行動上，聯合國也邀約各區域廣電聯盟應振

興會員國相關能力：

‧鼓勵會員製作更多節目報導，提供氣候變遷的相關

議題內容與交流資訊。

‧對於國際氣候相關活動，給予會員國參與的資源與

報導的能力。

‧協助廣播電視組織將環境變遷管理標準化。

此外，自2004年南亞海嘯的震撼以來，亞洲

廣播電視聯盟即全力投入災害整備與減災（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等相關行動，

並得到諸如UNEP、聯合國發展計畫（UN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UNISDR）、UNESCO及亞洲

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背書支持。

而2011年3月日本東北震災與海嘯，更產生急遽的聚焦效

果，使亞洲太平洋區域對防災預警議題更加關注。

2014年的ABU媒體高峰會，由印尼政府資訊與通

訊科技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ICT）主辦，日本NHK並提供經驗分享，

所象徵的重要意義，就是災難實戰經驗最多的國家取得

優先主導權（如圖3）。近10年來，在亞洲分別發生海

嘯災難的國家（印尼：自稱災難的超級市場；日本：自

嘲災難的百貨公司），聯手舉辦了這次高峰會，顯示緊

急預警的廣播系統是目前最受重視的建置，而海嘯災難

經驗也證實－廣播電視是救人的科技。

圖3 印尼資通訊科技部與ABU召開第一屆媒體減災高峰會

2011年3月日本遭逢大災難，緊急預警系統發揮功

用，並帶來一系列的改善與強化。日本提供的工作坊課

程由NHK報導局社會部擔綱、國際子公司負責協調。

NHK開頭就介紹日本的防災體系，以「保護生命」為

至高指導原則作為緊急預警廣播系統的宗旨。究竟保

命與救命的潛力何來？NHK直指－啟動疏散是扭轉機

制，而關鍵執行力便在於廣播電視盡可能發揮的廣大訊

號覆蓋力。承平時期，NHK致力宣揚防災的必要、潛

在的災難以及過去累積的生聚教訓，以建構一個安全的

社會。然而災難一旦發生，則需要於災難前盡量疏散、

災難時盡量協助搶救、災後協助執行復原建設任務。

NHK確認災難前公共廣電機構的預警價值，同時也將

公共廣電納入平日的防災教育體系。

在精進技術發展部分，目標在更有效地蒐集災難

情資，同時保障記者人身安全。第一項發展是遠距遙控

的高解析度攝影機，針對災難可能的現場予以鎖定。這

些區域目前包含有海灘、火山口、核能電廠、車站、機

場⋯等總共500個地點，相關的影像傳輸除了採有線模

式，還有備援的微波回送系統。此外，NHK也展示目

前最新的再生能源系統設計，依據多次經驗的改良，目

前已有風力、太陽能及備援電池儲存三方案來應急。

最後還有一項重大更新配備，就是空中拍攝直昇機，從

2011年後仍持續增加部署，目前有15架，另外增加遙

控操作直昇機攝影系統、直昇機空拍畫面圖資說明疊放

播出系統兩項功能。

最後，NHK當場也公布當年夏季的首推紀錄片

大型教育方案，取名為「災難肆虐的地球」（Raging 

Earth 4 Series），總共有4個單元的播出：地震、洪水

與暴風、龍捲風、大風雪，作為此一方案的影視鉅獻。

NHK報導局的專業記者沙也可最後將報導功能更新，

提出總結報告。她認為，除了已獲得肯定的預警廣播系

統外，未來NHK在災難中也確認必須提供：

‧求生資訊：包含公用事業的服務供給、醫藥資訊、

食物供給 （以上訊息必須傳遞至廣播電視、手機、
網際網路、資訊廣播系統）。

‧危機減低資訊教育（hazard mitigation education）：
確認將透過訪問生還者的證言、生存經驗方式，編

輯成為紀錄片。

‧動員災防的準備：建立學習網站，將一切資訊系統

化，讓一般民眾與特殊族群（如學校）需求都可依

分類得到教材，還可用來作演練（drill）使用。

日本NHK宣稱：正確即時的資訊可以救命。這

將是下一波緊急預警功能的致力目標。就整體提報而

言，一個預防體系建構、一個防災平時與戰時定位政

策、一個技術更新方案、一個報導理念更新、還有一

部氣候變遷紀錄片，在防災廣電方面，NHK可說為世

界設立了標竿（Benchmark）。

自311之後，日本經驗的海外輸出，最重要的一站

就是多災多難的印尼。NHK廣電文化研究所報告指

出，自2004年災難發生以來，印尼的廣電業者在早期

預警廣播的能力上已大幅改進：當年公共廣播臺RRI只

能保證在事發24小時以內傳遞災難預警資訊，但在

2012年4月的海嘯發生時，重要的商業電視臺 MNC 

（MEDIA NUSANTARA CITRA） 及 Metro TV 都能在

災變產生後1分鐘16-17秒內提出預警資訊廣播，而公

共電視臺TVRI也能在7分19秒後開始廣播警訊2。而日

本總務省的海外委託事務社（Corporate Directions, 

Inc.，CDI）則表示，日本的經驗輸出，係以日立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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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技術核心輸出企業，由TOA製作廣播設備，並引進

德國製的系統（Indonesia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INATEWS），復由日本提供演練資訊。於

是，近年內有效協助印尼廣播電視臺，進入成熟的預

警播出操作。2012至2013年間，日本提供了電視內容

管理系統，讓印尼電視臺可以接收來自INATEW的總合

海嘯警告資訊，以半自動方式，從臺內主控系統直接

發出EWS預警服務，目前在類比電視系統中，可以於

電視畫面下嵌入跑馬資訊以達成任務。CDI表示，這是

日本政府海外協助印尼應變海嘯的重大成就之一。

作為東南亞重要的成員，大國印尼又要如何作

為，回應大會主題的召開與推動?首先由印尼公共廣播

電臺RRI開場，提出目前導入EWS的作法。RRI在數位

化發展的經年推動下，確認幾個先進方向：

‧臺內傳輸全部數位化與 IP化。
‧以收音機調頻副載波資料系統為載具的廣播警訊資

訊化。

‧接收器加值換裝全面化。

RRI工程部表示，雖然目前規劃方案已出，但是運

作FM-RDS早期預警系統的管理人才，需要持續訓練強

化；政府組織氣象氣候當局（Agency for Meteorology, 

Climatology and Geophysics，BMKG）應與媒體維繫

更直接的合作關係；政府與社區自治團體要負責FM-

RDS接收機的推廣，才有可能成功。

另數位電視轉換與災難廣電的結合，當然也是該

國關注所在。該國資訊部（MCIT）技術顧問與公共電

視TVRI工程部聯合提案中指出，印尼是世界大國，且青

壯人口佔總人口65%，潛力無窮。經過近兩年的局部轉

換，重要區域爪哇島、巴里島，以及嚴重災區亞齊省，

數位訊號的人口數覆蓋率均已達50%，全國數位化並預

計將於2018年完成。而為推動電視數位轉換，印尼政

府係透過「選美」（beauty contest）方式核發多重訊

號傳輸執照（Multiplex Operator，MUX），取得MUX

執照的業者可因此擁有數個頻率區段，並編控頻率內

的節目頻道組合（按：印尼政府亦直接授與公共廣電

TVRI一張MUX執照）。惟MUX業者亦必須配合國家政

策，以內需自足方式促進關鍵的機上盒（Set-Top Box，

STB）供給－以亞齊省與婆羅洲為一區（按：估計需

818,354臺）、其他省分為一區（按：估計需6,681,727

臺）。目前印尼全國使用的數位電視與機上盒，係採用

DVB-T2與MPEG4的規範，高畫質與標準畫質兼具。機

上盒售價則在美金18-35元間，並同時內含EWS顯示功

能。具體而言，該機上盒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只允許有權責者發佈消息。

‧立即發佈政府警訊。

‧載明發生地點。

‧描述災情特質。

‧陳述災變狀態。

‧持續更新受災區域報告。

‧這些服務必須由印尼氣象氣候當局BMKG與國家
災難管制中心（Badan Nasional Penanggulangan 
Bencana，BNPB）授權才能運行。

一旦災難發生，MUX業者可以在授權下瞬間將所

有所屬頻道切換到災難預警的畫面與資訊。這與一般

電視頻道業者的功能，有不同的發揮面向。印尼政府

規定，所有電視事業不論是否取得MUX的執照，都要

傳送EWS的訊息，以及後續的應變資訊。

而由UNESCO資助建立、駐雅加達的海嘯情報

中心，則以第三方觀點，證實在印尼的輔導規劃之實

績。他們並揭示了2010年印尼亞齊省海嘯的生還實

例，證明早期預警是救命丹。相關當局偵測到地震，

依照作業守則，協調廣電業者發佈警報。一般從預警

到海嘯來臨，大約只有10-30分鐘的準備時間，2010

年的經驗，則是在7分鐘內完成警報發佈，其中一位

生還者，也提供了逃生證言，證明預警動作的即時性

之重要。此外，UNESCO同時致力於建立「海嘯早期

預警與災情紓解系統」 （Tsunami early warning and 

mitigation system, TWS），藉由跨政府組織運作設

計，監控各海洋的海嘯情形，相關區域內國家政府也

相對設置海嘯資訊中心。該中心有相當縝密的計畫，

將媒體納入海嘯的早期預警系統（如圖4）。

圖4 如何逐步在印尼就TWS建立廣電業的能力

流程中律訂完成的工作重點計畫，亦值得我們參

照、學習：

‧建立管制架構

‧確立廣電媒體與國家預警體系的正式合作

‧建立多元傳輸通訊體系

‧建立預警的標準作業程序 （SOP）
‧教育訓練執行

‧演習執行

‧災難發生後的實際評效

透過系統化的導入，廣電相關法令已詳細到針對災

前、災難及災後，明訂媒體應配合的義務（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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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與TWS有關的印尼廣電相關法規

另外一項重要作法，則是確保廣電媒體與全國預

警中心的聯繫，除應有多元的方案，亦要有清楚的備

案。此外，雅加達中心更指出，災難結束之後，對於

媒體的配合情況，也要有務實的評比檢討。

整體來看，UNESCO的海嘯在地資訊中心，確實

能落實海嘯預警的使命，並有助於增加印尼在防災廣

電媒體治理方面的正面形象。此次召開峰會，特別選

在第6屆亞洲區災難減災（DRR）部長級會議前夕，因

此頗得UNSIDR辦公總署的肯定。在峰會通過的雅加

達宣言（JAKARTA STATEMENT OF COMMITMENT, 

INAUGURAL ABU MEDIA SUMMIT ON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也進

一步勉勵亞洲公共廣播電視組織：

‧務必透過媒體預警提供救命資訊（ L i f e - sav i ng 

information）。

‧各國以最適化作法投入氣候變遷與DRR的新聞節目製
作。

‧短中長期全力開發與氣候變遷及災難相關的影音內

容生產。

‧透過ABU訓練課程使專業技能有所提升。
‧投入以資通訊科技為本的早期預警系統、增益新聞

業務管理、與志願性投入網絡組織合作，同時切記

遵守報導標準作業程序暨保障新聞記者安全。

‧以負責的報導為前提，積極與社群媒體、公民新聞

與社區媒體合作傳遞資訊。

國際公廣共同聚焦「災難情境中的媒體」
（2014.08）

2014年8月，包含NHK、東亞廣電事業、ABU 等

利益共生者（stakeholders），繼印尼峰會之後於東京

再次聚首，共商廣電媒體預警防災的角色。此外，活動

並與歐洲公共廣電聯盟EBU（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及相關學界聯手舉辦「公共事業詮釋的再

想像」（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論壇。其中，由NHK主導的產業論壇，命

名為「災難情況下的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PSM's role in disaster situations）。這次的規

劃延續自印尼高峰會，除了引用泰國與印尼的寶貴資料

畫面，並使菲律賓成為ABU的重要推廣伙伴。

菲律賓最大商業電視臺ABS/CBN的記者兼製作人

Alfonso Araullo（按：在該國人稱Atom先生），以自

己的傳奇經驗強調，即或沒有最新數位系統，也能在

災難中進行預警報導。2013年海燕颱風時，Atom進駐

颱風中心經過的獨魯萬城（Tacloban City），在斷訊

下盡可能報導第一手訊息，並於風暴之後重新連線播

出，造成菲律賓社會的轟動與討論。Atom認為他的角

色就是一種即時回應（First Response），並將廣電在

地報導中報平安的功能（person finder） 發揮出來。

規劃雅加達防災高峰會的ABU製作技術與訓練部，

也在論壇中提報行動方案，導引聯合國相對的資金與資

源，直接投注給各亞洲區的公共廣電機構進行整合，使

各國建立減災能力（Disaster Risk Reduction，DRR）。

然而，ABU展開一系列國際方案之際，卻也突顯了臺灣

缺乏參與機會的現況，國內如不以政策引導急起直追，

差距恐將更形擴大。

論壇中，NHK 放送總局也提出了最新的防災廣電

作法。具體而言，2013年底出爐的Hybrid TV平臺，將

結合連網能力，提供更多防災情報。而除了附加資訊，

該平臺也承諾，將提供包含各地直播監視器的畫面給觀

眾選擇收視，並直接跳出與所在區位相關的疏散地圖。

另一方面，日方依據311事件的結果自我檢討，發現即

或有諸多即時情報，還是導致多人死亡，然而，大數據

（big data）的突破，將為拯救更多生命，帶來一線曙

光。簡單來說，NHK目前與各大型網路媒體、社群入

口結盟，匯聚各種流動資訊，加上原本產業、研究單

位、政府機構掌握的資訊，將可就大型災難進行即時的

動態描繪，而疏散路線的提供，就是最具體的實踐。如

何克服相關技術問題，還是NHK努力的標的。他們認

為透過大數據的計算，提供行車路徑是可行的。然而，

相關資訊將如何傳遞？代表我國出席的公視，也建議

NHK廣播資訊系統可以與車用資訊傳播系統（Vehicl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VICS） 進

行整合測試，使新舊科技間找到合作的契機。

回應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ISDR）的務
實行動（2014.09/10）

為了確認國家級廣播電視都能與該國災防機構

確實連線，同時都擁有一套能運作的標準作業程序 

（SOP）。ABU於9月特別針對東協六國業者在總部召

開廣電媒體在災難管理與疏災的工作坊，務實就區域

團結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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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本多年經驗，參與國家依現階段國情給予回

應討論。

‧從過往各國經驗整理可行的標準作業程序及協同減

災的引導綱領。

‧開發標準作業程序，並進行練習。

2014年10月份，ABU再次加緊共識凝聚，藉由50

週年慶召開「拯救生命：為災難做好準備」（Saving 

Lives: Preparing for Disasters）的專案會議，希望能藉

此促進亞洲業者的對話與溝通，更緊密地與聯合國、國

際組織往來，弭平彼此在建置防災預警功能上的鴻溝，

讓臨災三階段時媒體的傳達功能被堅實起來。此次的

訓練課程，包含：精進早期預警系統的作法－社區傳

遞的整合、如何觸達弱勢、數位廣播通路是否更有效；

增進降災的傳播效果－掌握即時的效果、訓練受眾的正

確反應、日本四十年經驗之驗證、各國數位轉換最後一

哩的意義；亞太區颱風防災預警的最佳實務 －澳門、

香港、菲律賓；洪水中媒體角色調整－泰國、越南、英

國；未來不中斷的氣象預報及先進偵測，以及DRR路上

的各層面媒體貢獻的探討－UNISDR、NHK、ABU。亞

洲業者防災意識與動員意志因而提升，可想而知，臺灣

在其施教範圍之外，可見脫節所帶來的損失之重。

2015年大步走
今（2015）年3月， UNISDR於日本仙臺市召開第

3屆世界大會，ABU與NHK亦趁此時機舉辦了以「告知

人民、拯救生命：災難時期中的廣電媒體」（Informing 

People, Saving Lives : Broadcasting during disasters）

為主題的第2屆世界新聞論壇。活動除了考察仙臺市的

災後重建與教育，會後，以公共廣電事業為核心的四大

產業聯盟：亞洲、歐洲、阿拉伯、非洲領導人，並聯合

拜訪UNISDR駐在單位，藉此對外宣示：

‧公共廣電致力於預警、同時也要持續就DRR在區域及
各國進行議題設定。

‧媒體內容要遠離煽情與專門化，要以人民語彙有效

提升應有的危機意識。

‧期許國際組織及國家防災主管機關應定期興辦媒體

教育訓練。

‧媒體當局除了扮演信息者的角色外，更應進入防災

的夥伴關係，同時致力拆解目前此領域內各專業之

間的「筒倉」（silos） 圍籬。

同一時間，ABU馬來西亞總部，也在本年度的數

位廣電研討會 （Digital Broadcasting Symposium）提

到，「緊急廣播」（emergency broadcasting） 已經

不是專有名詞，而是各種先進數位系統功能設計與政

策釐訂之熱門關鍵字（Buzz Word）。猶記得2011年

數位廣電研討會的最後一日適逢311災變，與會者為之

震撼，並帶動起亞太區域的防災整備，臺灣僅公視獨

自在國內展開了追尋建置的可能。過了4年，呼聲此起

彼落，成為全球方針，這次驚見：

‧馬來西亞通訊多媒體部長說，面對氣候變遷，防災

系統要整合進數位電視中。

‧DVB-Project Office表示下階段將推出新版的緊急廣播
規範與使用策略。

‧印度官方開始測試EWS與交通資訊的整合，最新的
DRM機種都有EWS裝置。

‧考量EWS，NHK代表亞洲業者向ITU請願保障廣電業
所需的無線頻率。

‧投入EWS建置的World DRM，因對全球救難的貢獻
獲ITU頒獎肯定。

‧澳洲商業廣播策略聯盟表示，DAB+服務的新重點將
在於EWS。

‧Enensys在亞洲DVB-T2的重點工作，是完成泰國兩個
公共電視臺的EWS功能。

‧菲律賓捨DVB-T改採ISDB-T，原因之一就在於能快速
建置EWS系統。

‧產業協會HBBTV Association表示，將正式將EWS功
能納入基礎建置規範。

‧中國北京交通廣播導入DAB+系統，並測試TPEG服務
中的氣象功能。

眼見各國的努力，我們是否也應有所警覺？有鑑

於此，筆者希望能以見證人的身份再次建言－臺灣不

能再等了，應該快讓EWS成為公眾的安全建設。今

（2015）年3月31日，加拿大通訊傳播主管機構CRTC

於年前下達的命令正式生效3－所有廣播電視機構都依

法導入國家預警系統 （National Public Alerting 

System）。在國際陸續投入防災廣電之際，且讓我們

從展讀與學習這份文件開始整備起來吧！

（作者為財團法人公共電視研究員、輔仁大學大眾傳

播學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1 Report ITU-R BT.2299-0. Broadcasting for Public Warning,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lief. BT Series Broadcasting Service (Television) 

2 Takanobu Tanaka (2013).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Broadcasters in Asia: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Tasks. Paper Presented at 21st 
JAMCO Onlin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arch 14.

3 Broadcasting Regulatory Policy CRTC 2014-444 and Broadcasting Orders CRTC 2014-445, 2014-446, 2014-447 and 20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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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壇緣起

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KCSC）曾於2013年5月來臺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簽署「通訊傳

播合作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s，MOU），期望透過相互邀請參加雙方

主辦之國際會議、資訊交換及人員交流等方式，分享監

理經驗，以共同建立健全的通訊傳播內容發展環境。

KCSC自2008年起，每年於韓國主辦國際圓桌論

壇（International Roundtable），邀請各國代表針對

通訊傳播內容管制議題，共同討論相關政策及未來願

景。本會亦冀望藉由參與該論壇，進一步瞭解與會國

家的內容監督管理作為及措施，以助於本會擬訂及推

動相關政策。

2014年國際圓桌論壇於12月5日召開，為本會第四

度應邀參加，由委員陳憶寧率科員王子貴出席。本次

論壇主題為「管制災難廣播電視內容：廣播電視事業與

管制機關的適切角色及責任」（Regulation of Disaster 

Broadcasting: The Prop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of 

Broadcasters and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是為2014

年4月16日「世越號沈船事故」所衍生之新聞亂象，蒐

集國際間廣播電視業者及政府機關對於災難新聞報導的

法規、自律規範、處理方式及管制措施，以改進災難新

聞的錯誤報導，並研擬適切及有效的災難報導原則。

圖1 參與本次論壇各國代表大合照，前排右1為本會陳委員
憶寧、右3為KCSC主委朴孝鍾。

圖2 論壇現場。

圖3  陳憶寧委員簡報。

人道、客觀、精確、同理

KCSC 2014年國際圓桌論壇：
廣電事業與政府機關管制災難廣電內容的

適切性及責任

王子貴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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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簡報重點

本次論壇共有KCSC、韓國放送公社（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KBS）、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oso 

Kyokai，NHK）、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MIC）、本會及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等6個廣電業者及政府機關進行簡報，並有韓國MBC、SBS及YTN等3家電視臺代表參

與討論。各與會者的簡報重點內容，簡介如下：

（一）韓國KCSC簡報：韓國災難廣播電視內容──KCSC之角色
1.有關世越號的審議案件統計：

KCSC於簡報開頭破題指出，世越號沈船事故突顯韓國新聞界對於最新消息的過度競爭、煽情報導等問題，也導致

被害者權益受到侵害、社會混亂加劇。經KCSC統計，截至論壇開會前，有關世越號的審議案件，所有乘客均獲救

之誤報有13件；訪問未成年被害者、破壞遺族名譽有7件。

2.災難放送之法律定義及相關審議規定：

KCSC認為必須管制災難廣電內容（災難放送）之理由在於：（1）避免對於災情、損害程度及發生原因的錯誤報導，

以維持報導之公共性及公正性，保護公共利益及民眾「知的權利」；（2）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寫實畫面或聲音，或以

不正當的訪問侵害被害者及遺族之權益；（3）避免過度的社會混亂：將社會混亂及視聽眾的恐懼與焦慮降至最低。

有鑑於此，韓國對於災難放送訂有明確的法律規範，包括法律定義、審議規定及制裁措施，表列如下：

表1 韓國有關災難放送之法律規定

《放送通訊發展基本法》

第40條（災難放送等）
①「放送法」規定之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者及進行綜合節目編排與報導專門編排的放送頻道使用事業者，於「自然災
害對策法」第2條規定之災害、「災難及安全管理基本法」第3條規定之災難及「民間防衛基本法」第2條規定之
民間防衛事態發生或有發生之虞的情形，應實施預防其發生或得減少其損害的災難放送及民間防衛警報放送。

《放送審議相關規定》

第24條之2（對於災難等提供正確資訊）
①「放送通訊發展基本法」第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災難放送及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以下於本節稱為「災難
放送」），為預防「自然災害對策法」第2條規定之災害、「災難及安全管理基本法」第3條規定之災難及
「民間防衛基本法」第2條規定之民間防衛事態（以下於此節稱為「災難等」）的發生，或為減少其損害，應
對以下事項提供正確資訊：
1. 災難等之狀況
2. 氣象狀況及氣象特報發表內容（限於因自然現象而發生的災難等）
3. 因災難類型而不同之國民行動要領
4.其他於預防或減少災難等之損害的必要事項

②災難等損害統計、死傷者、失蹤者名單及復原狀況等資訊，應反映災難等主管機關之首長的發表內容。事業
者直接採訪而放送時，不得將不明確之資訊視為事實而放送，而致視聽者產生混淆。

第24條之3（災難放送之內容）
災難放送不得對災難現場、復原狀況、被害者及其家屬之樣貌等，以煽情的影像、聲音及言語等過度強調，因
而給予視聽者、被害者及其家屬不必要之恐怖及不安。

第24條之4（被害者之安定及人權保護）
災難放送為給予災難等的被害者及其家屬之安全及人權最大保護，應採取以下措施。惟僅於該項措施無法為
之，或為了公益目的之情形，不在此限：
1.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計畫攝影前，應取得事前同意
2.依第1項所攝影之內容，應反映被害者及其家屬之意見
3.直到被害者之家屬被通知被害者受傷、死亡或失蹤前，不公開被害者真實姓名
4.以下各目之放送內容應修正及刪除：

(1)有誘發被害者及其家屬之羞恥心或精神痛苦之虞的內容
(2)因公開被害者及其家屬之個人資訊或侵害肖像權等，而有侵害其私生活之虞的內容
(3)其他經認定有侵害被害者及其家屬之安定及人權之虞的內容

表2 違反審議規定之相關制裁

類型 業者措施

罰鍰
韓圜1億元以下

播送通知（約1分鐘）
韓圜5千萬元以下

制裁措施

節目或廣告之更正或中止

懲戒相關人或節目編排負責人

警告
播送通知（約10秒）

注意

行政指導 建議、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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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議案例：

即使韓國訂有上述的完備法規，災難發生時卻依然

出現以下的錯誤報導案例。

表3 審議案例

案例1（正確資訊之提供）：於世
越號沉沒事故發生初期，媒體反
覆播送「搭乘該船前往濟州島旅
行的檀園高中學生全員獲救」的
錯誤報導。

案例3（保護被害者之安定、人權
及隱私）：在與7歲兒童生還者的
訪問中，記者詢問一些引發悲傷
情緒的問題，例如請該名兒童談
論事故情景及其失蹤家人。

案例5（避免社會混亂）：在韓
國女子團體4MINUTE演唱會出
現通風口倒塌事故（2014年10月
17日）的最新消息中，出現「大
部分的被害者為學生」的錯誤報
導。

案例2（正確資訊之提供）：在
某則最新消息的訪問中，一名女
子自稱是自願投入救援的民間潛
水員，稱救災之政府機關與民間
潛水員之間並無合作，呼籲政府
提供民間潛水員相關的救援協助
（後經查證，該名女子之身分並
非民間潛水員）。

案例4（保護被害者之安定、人權
及隱私）：在某個有關生活資訊
的節目中，某父親被問到死於慶
州度假村體育館倒塌事故（2014
年2月17日）的女兒的遺體狀況，
及其對女兒死亡的感受。

4.主管機關之適切角色與責任：

KCSC認為，為改善韓國災難新聞之亂象，主管機關被

期望賦予的適切角色與責任包括：（1）主管機關與廣播

電視業者共同合作：共同強化各廣電業者的災難報導自

律準則、共同修正各廣電業者的製播準則及KCSC的審

議規定、持續交換資訊及合作；（2）災難預防之教育及

引導：藉由廣電業者的審議會議、業務協議或訪視等，

實行災難放送審議基準的相關教育；災難發生時，持續

引導廣電業者提供正確資訊及保護被害者權益；藉由發

布「放送審議案例集」，鼓勵廣電業者實行自律；（3）

審議是否違反審議規定及制裁：災難發生時，實行積極

監督管理；嚴審違反相關審議規定之內容；針對反覆違

反審議規定及類似案例實行集中監督管理。

（二）韓國KBS簡報：KBS於災難廣播電視內容
之角色

1.主管災難放送之放送公司：

依韓國法律，得指定KBS為管理災難放送之放送公司

（災難放送主管放送社），其權限及義務亦有法律規

範。然而，法定之理想情境與現實運作仍存有落差，

見下表：

表4 災難放送主管放送社之權限及義務

災
難
放
送
主
管
放
送
社

1.
指
定

《放送通訊發展基本法》第40條（災難放送等） 
③未來創造科學部（MSIP）及放送通訊委員會（KCC）
得指定依「放送法」而設立之韓國放送公社（KBS）為
災難放送及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之主管機關。

2.
權
限

《災難放送暨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之實施相關基準》第5
條（主管放送社之權限）

①主管放送社得優先取得管理災害災難之行政機關首長

所提供之災害災難資訊。

②主管放送社得要求災難管理責任機關首長迅速及具體

提供於報導所必要之資訊。

《災難放送暨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之實施相關基準》

第5條（主管放送社之權限）
③主管放送社為實行有效率的災難放送等，於必要之情

形下，經與其他放送事業者之協議，得組成共同採訪

團，並負責其營運。

④放送事業者應積極協助第3項規定之主管放送社的共
同採訪團組成及營運。

3.
義
務

《災難放送暨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之實施相關基準》第4
條（主管放送社指定）

②主管放送社實施負責任的災難放送，應建構為災難放

送等發展所必要的系統，並得取得相關機關之協助。

KBS災難放送系統之示意圖：

第6條（主管放送社之義務）
①主管放送社為提高災難等之預防及復原的效率，應實

施災難放送。

②主管放送社應將第5條第3項規定之共同採訪團所製作
之影像等必要資料，提供予其他放送事業者使用。

③主管放送社應考量無法正確理解放送內容的身心障礙

者及外國人等特定階層，努力建構災難等之資訊傳達

系統。

災難資訊優先取得權限

目的：強化主管放送社之災難放送的迅速及正確性。

現實：此二項條文無意義，因無實際執行。在取得災難主

管機關之資訊上，所有的媒體業者處於同等競爭

地位。

KBS建構災難放送系統：
1.2011年起，投資KBS預算35億元及國家預算15億元
2.災難資訊自動蒐集及播出系統
3.15個災難相關機關的協助體制

維持採訪現場秩序、照顧弱勢族群：

1. 無法組成共同採訪團
2. 主管放送社與其他放送事業者缺少合作
3. 缺少特定族群的災難放送系統

共同採訪團組成及營運權限 
目的：維持災難現場之秩序，防止因競爭而導致的混亂。

現實：缺少協議機制，因此無法組成共同採訪團。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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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BS災難放送手冊及災難報導基本原則：

《災難放送暨民間防衛警報放送之實施相關基準》

第7條第4號規定：各放送事業者應製作及提供災難

放送手冊。KBS亦訂有災難放送手冊。

KBS訂定之災難報導基本原則如下：

（1）迅速、正確性之原則：為保護國民之生命與財

產，報導應迅速及正確；為傳達災難之精確細

節，報導應以派駐災難現場之記者提供的消息為

主，並減少資訊更正。

（2）被害者優先原則：報導內容應讓被害者安心，訪

問被害者及家屬應於適當時間進行，並注重訪問

之措辭；現場採訪應以拯救性命為優先，不得妨

礙救災。

（3）人權保護之原則：避免不正當使用與災難本質無

關的被害者個人資訊；避免可能傷害被害者隱

私、尊嚴或人權的報導；避免煽情報導。

（4）查證之原則：透過徹底的查證與調查程序，防止

謠言擴散。

（5）其他：避免對於最新消息的莽撞採訪競爭及無理

的節目製作；多加注意記者的安全；與中央及地

方政府密切合作，以播送能迅速防災、應對處

置、重建及回復秩序的資訊；為減少損害，應致

力於播送事前預防資訊。

3.需應付之災難報導課題：

然而，即使法規及報導基本原則均已明定在先，KBS

目前仍需應付以下課題：

（1）事實確認不足，聽寫式的報導（一有消息立即播

出）。例如：「學生全員救出」、「陸海空三軍

全力救援」。

（2）非倫理的、煽情的報導。例如：「船內發現許多

堆疊的屍體」。

（3）扭曲且暗示性的資訊。例如：「世越號所屬的清

海鎮航運公司，其職員大多數為基督教宗教組織

『救援派』信徒」。

（三）日本NHK簡報：NHK的災難報導

1.社會期待及對廣播電視之信任：

經NHK統計，災難時，民眾從各類媒體獲得資訊之比

率，由高至低為：電視（77％）；廣播（71％）；親友

（47％）；社區無線系統／巡邏車（42％）；地方政府

發送之email（35％）；網站（28％）；1seg（指在日本

以行動電話接收的數位電視服務）放送（17％）；社

群媒體（14％）。此數據顯示，社會於災難時對廣播電

視存有高度期待與信任。

2.災難報導是NHK之任務：

（1）NHK境內節目播送標準：遇有天然災害等緊急事

故，NHK致力於拯救生命，並藉由積極提供資

訊，以防止及減輕災難。

（2）2011 NHK編輯準則：

＊於地震、海嘯、颱風及其他緊急事故等有影響生

命之虞的災難時期，NHK之視聽眾尋求準確與

即時之資訊。作為公共廣電業者，NHK全力奉

獻於新聞採訪與播送資訊，以符合視聽眾對快

速、準確及清楚的資訊的期待。

＊即使於報導緊急事故時期，NHK也會維持其獨

立性。

3.災難報導之目標為拯救生命及生活：

為拯救生命，必須宣導疏散計畫，以及提供損害及

警告等資訊；為拯救生活，必須重建日常生活，以

及提供補給等資訊。

圖4 KBS災難放送手冊

該手冊擬定於2003年，修訂於2013年。內容包括：

1.總則：目的；災難之定義；基本方針；災難報導準則；災難採訪注意事項。

2.組織架構：放送組織；分工；營運。

3.各類災難之計畫：1、2、3階段之災難放送實施基準；不同災難階段之放送內容；夜間
及假日放送計畫；災難模擬畫面（cue sheets for virtual disaster situations）。

4.地區放送：基本方針；實施基準內容。

5.附錄：依各種災情而不同之字幕或跑馬燈（scrolls）；災難現場之轉播車；災難機關聯絡
冊；自然災難基本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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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訓練與準備：

（1）訓練記者：

＊於地方電臺展開職涯：透過治安事件及災難，學

習實際採訪技巧。

＊經驗重大災難：例如東日本大地震、廣島土石

流、御嶽山爆發。

（2）災難報導之準備：

＊日常訓練：職員於NHK總部新聞室展開災難報導

訓練。

＊全國支援：如東京總部受損，大阪電臺可持續播

送。

＊與政府部門及專家學者合作，以共同拯救生命與

生活。

圖5 NHK於簡報時播放的新聞室災難報導訓練影片。

（四）日本MIC簡報：日本災難廣播電視內容
──從311東日本大地震學到的教訓

1.日本廣播電視事業於災難時之法定義務：

日本於《放送法》及《災害對策基本法》訂有廣電

事業於災難時之義務，如下表：

表5 日本廣播電視事業於災難時之法定義務

︽
放
送
法
︾

第108條：災難發生或可能發生時，基礎廣播電視事業
（無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傳輸可預防災難發生或減
輕其損害的廣播電視內容。

＊無相關罰則或進一步規定。

︽
災
害
對
策
基
本
法
︾

第6條：經首相指定為全國公共廣播電視事業或經知事指
定為地方公共廣播電視事業之廣播電視事業，應：
1. 規劃及執行其防災計畫
2. 協助地方政府有效規劃及執行其防災計畫
3. 透過各項業務協助防災

第57條：如需緊急傳達有關災難之通知、命令或警告，地
方政府首長得要求基礎廣播電視事業播送相關資訊。

＊惟於實務上，廣播電視事業與地方政府訂有災難放送之
協議。

2.從311東日本大地震學到的教訓：

圖6 MIC相關統計資料及發現1。

＊在東日本大地震期間，廣電業者在地震後立即播送特別節目，

並於災後持續提供民眾有關災情、安全及生活之資訊。

＊地震引起大規模斷電，廣播因此成為地震後被最多人立即使用

的媒體。

＊人們使用的媒體隨著時間而改變。

地震後最先被立即

使用的媒體

地震時身在何方 地震後使用的媒體

種類及開始使用之

時間點

圖7 MIC相關統計資料及發現2。

居民對政府提供之

災難相關資訊的滿

意度

地方政府認為提供

居民災難相關資訊

最重要的是⋯⋯

是否可聽到地方政

府設置之無線警報

系統

＊許多居民認為政府於地震期間提供之災難相關資訊不足。

＊地方政府也認為迅速及持續提供災難相關資訊是迫切的。

＊地方政府難以為居民建置足夠的警報系統，以及組織及傳播災

難相關資訊。因此，地方政府應增進與媒體之間的合作，以

迅速及準確提供居民所需資訊。

3.強化廣播網絡：

雖然廣播被認為是災難時最強大的媒體，還是有許

多區域因建築物或地形而無法充分接收廣播訊號。

為強化廣播網絡，MIC規劃允許AM廣播業者為收訊

不良之地區架設FM傳輸站，並補助其建設費用。

圖8 強化廣播網絡示意圖。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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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廣災難資訊共享系統（L-alert）：

L-alert是共享共用的平臺系統，能將地方政府所掌握

的災難資訊同時傳輸至各種媒體。自2011年6月起，

由「多媒體振興中心」（Foundation for MuitiMedia 

Communications，FMMC）營運L-alert。截至2014

年8月，47個都道府縣中已有32個都道府縣可運作或

正準備此系統，預計於2014年底前完成所有都道府

縣的建置工作。

圖9 L-alert運作示意圖。

圖10 將L-alert運用於播送疏散資訊之例（2013年7月26日氣
仙沼市）。

（五）本會簡報：當新聞本身也是災難⋯⋯。臺

灣如何管制災難廣播電視內容？

1.為何新聞本身也是災難？

地震與颱風等無法避免的天災每年威脅臺灣，但為

何新聞本身也是災難？原因在於：新聞媒體可能誇

大、錯誤，以致誤導視聽眾；新聞媒體可能聚焦於

瑣碎小事，而非告知民眾防災之重要性；新聞媒體

可能為取得最新消息及提高收視率而過度競爭，因

此報導未經查證的新聞。

2.臺灣如何管制災難廣播電視內容？

（1）臺灣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各類型的天然災

害、人為災害或傳染病等災難，都有特定主管機

關，如圖示：

圖11 臺灣中央至地方災害防救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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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介重要法律規範及自律規範

a.概論：

＊災難廣播電視內容的現行管制架構，分由本會及相

關權責機關掌管。

＊本會主管之廣電三法，訂有「遇有天然災害、緊急

事故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得由主

管機關通知電臺停止播送，指定轉播特定節目或訊

息」、「對於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

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起 ，一定時日內要求更

正」等相關規定。

＊涉及特定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的廣電內容，亦由各

權責機關管理。相關法令包括《災害防救法》、

《氣象法》、《傳染病防治法》等。

b.重要法規及案例簡介：

（a）優先使用媒體、更正錯誤報導之義務及對節目評

論之答辯：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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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重要法規簡介

項目 相關法規

優
先
使
用
媒
體

＊各級政府機關得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

情、流行疫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災害防救法》第31條第1項第8款

《傳染病防治法》第52條

＊遇有天然災害、緊急事故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眾福利，

主管機關得指定廣電事業播送特定之節目或訊息。

《廣播電視法》第7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條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7條

更
正

＊新聞媒體應適時據實傳播相關主管機關發布之氣象預報、警報或

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資訊；如有錯誤，經相關主管機關通知後，

應立即更正。

《氣象法》第19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9條

＊對於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

日起，一定時日內要求更正。

《廣播電視法》第23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1條

答
辯

＊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

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廣播電視法》第24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62條

（b）違反電視節目內容禁止規定、濫用插播式字幕及業者自律之案例：

表7 重要法規簡介

案例 相關法規

違
反
電
視
節
目
內
容
禁
止
規
定

2013年1月16日，壹電視新聞
臺，老翁遭火災吞噬之新聞

側錄畫面：

《廣播電視法》第21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0條：
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
壹電視新聞臺因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2款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處新臺幣20萬元罰鍰。

濫
用
插
播
式
字
幕

2009年9月4日，東森新聞
臺，濫用插播式字幕之新聞

側錄畫面：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1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8條：
廣播電視事業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插播式字幕︰

一、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二、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三、頻道或節目異動之通知。

四、與該播送節目相關，且非屬廣告性質之節目。

五、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業
者
自
律

2014年7月23日，三立新聞
臺，復興航空澎湖空難之新

聞側錄畫面：

後續發展：

1. 該則重複播放家屬痛哭畫面之新聞引起視聽眾向本會申
訴。

2. 本會告知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STBA）新聞
自律委員會。

3. 新聞自律委員會要求STBA會員依據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發起自律行動，秉持同理心，訪問受難家屬應事先取得

同意且不採取侵入式訪問。

3.本會簡報結論：

如同古希臘神話中「潘朵拉的盒子」的故事，潘朵拉打開宙斯送的盒子後，盒子裡的犯罪、貧窮、飢餓、病痛等

不幸的事物流竄到世界上。潘朵拉趕緊蓋上盒子，關住了希望；因此人類儘管處於眾多苦難之中，希望都不會消失。

因此，廣電業者於災難報導時，應重視「人道」（Humanity）、「客觀性」（Objectivity）、「精確」（Precision）

及「同理心」（Empathy）。此4項報導原則的英文的第一個字母，恰好組成"HOPE"（「希望」之意）。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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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國BBC簡報：報導災難──準則及倫理

1.法制背景：

＊BBC作為公共廣電業者，無法律義務要求其報導災

難，但對公平性有法律承諾。

＊BBC有責任服務英國視聽眾──英國唯一擁有地方

廣播電臺及區域電視網的廣播電視業者。

＊BBC重視視聽眾需求；成人內容須於晚間9點之後

播出；並有完善申訴處理程序。

2.編輯準則

＊7.4.38關於隱私、報導死亡、痛苦及苦難的準則

為：當報導意外事件、災難、動亂、對個人之暴力

或戰爭時，我們必須憐憫及避免不當侵犯隱私，以

在全面與精確報導中平衡公共利益。當寫實描繪人

類痛苦及苦難時，我們永遠要審慎考慮在編輯上

是否正當。⋯⋯現場即時播出及迅速取得畫面的需

求，不得凌駕受難者的隱私。

＊7.4.39：播出死亡時刻極少具有正當性。尊重死者

的隱私及尊嚴永遠是重要的。我們不應無故露出死

者畫面。

＊7.4.40：發生死亡、痛苦及苦難事件事件的第一時

間，一般都可以使用較為寫實的素材，以讓大眾能

合理了解事件令人震驚的程度，然而就傳達不幸事

件的事實與整體脈絡而言，一段令人感同身受的報

導文字也是同等重要。

3.有關親屬之編輯準則

＊我們要盡一切可能不讓最近親者透過電視得知其家

屬之死訊──即使死者姓名已在公共場合公布。

4.有關文化差異之省思

＊對於國內外報導通常採取不一致的作法，是否合

理？

＊不同文化對於受害者與視聽眾有不同的文化認知與

標準。

5.逐漸浮現的其他事實

＊災難發生總會一團亂。

＊官方數據通常更新緩慢，可能無法反映現實情況。

＊錯誤資訊可能迅速散布，不斷地重複出現或加工利

用，並從可靠的來源流至記者。

＊判斷何時播送／公布資訊是困難的。

＊我們必須自問為何應保留資訊而非和視聽眾分享。

6. 責任報導

＊在追求速度的壓力下，必須創造並保持負責任報導

的文化。

＊各種災難皆不同，必須要有彈性。

＊BBC有規定的訓練計畫，培養基本的編輯素養。

＊透過經驗、監督及回饋支持並強化編輯能力。

＊完善的申訴處理程序。

三、心得及建議

綜觀上述我國、韓國、日本及英國等四國有關災

難廣播電視內容之簡報，可發現各國主管機關及廣電業

者對於「即時且正確傳播災難資訊」之立意及出發點儘

管一致，卻因國情、文化及廣電媒體競爭環境之差異，

而導致在相似災難事件上，呈現出大相逕庭的災難新聞

內容。謹就各國簡報內容，簡述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法規限制及加強管制無法確保災難新聞內

容之品質

韓國KCSC於其訂定之具有法律效力的《放送審議

相關規定》，即對災難放送之義務、應修正及刪除之

內容訂有明確規定，KBS亦制定完整的「災難放送手

冊」，但就韓國簡報所提及的世越號船難、慶州度假

村體育館倒塌、演唱會現場通風口倒塌等事故觀之，

電視臺為追求快速及收視率，錯誤報導及侵犯被害者

權益之情事依然層出不窮，報導內容絕非如同法規要

求那般理想化。

我國與韓國情況頗為類似。儘管我國僅對「徵用

媒體」、「更正錯誤內容」、「對節目評論之答辯」

及「插播式字幕」訂有相關規定，未將「災難廣電內

容之製播及畫面處理」納入法規，而是由電視學會、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及公共電視訂定新聞

自律規範，但在自由且高度競爭的新聞媒體市場下，

新聞頻道為競逐收視率，報導內容也時有失序、未經

查證或冒犯觀眾之情形出現。由此可知，法規與自律

規範要求的災難廣電內容理想設定，與商業媒體實際

操作往往存有不小的斷層與落差。

KCSC針對上述災難新聞失序情況所研擬之改善

建議，包括「強化及修正各廣電業者的自律、製播準

則及KCSC的審議規定」、「積極監督管理」、「嚴

審違反相關審議規定之內容」等，顯然是以「加強管

制」為主要手段。然而，就我國政府以往的管制經驗

來看，提高管制強度（例如：加強取締、提高罰鍰等

行政措施），短期內或可達到要求媒體留意新聞製播

品質的效果；但實際上，自本會成立以來，裁罰違法

案件、罰鍰、法令說明、行政指導均不斷進行，廣播

電視相關公協會也相繼建立自我規制機制，惟內容品

質未必相對應改善。長遠來看，加強裁罰，除了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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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制成本不斷提高（包括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監理、

因應行政處分後續產生訴願訴訟需耗費的時間與金

錢），還可能造成媒體的寒蟬效應，未能有效監督政

府作為，不利民主社會運作。

（二）災難新聞之畫面必然具有情緒感染力，關

鍵在於如何「正確傳達資訊」及「保護被

害者權益」

如反思災難之本質與人之常情，大大小小的天然

災害或人為事故，不論是在文字報導或畫面呈現上，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情緒感染力，遑論船難、空難、地

震、海嘯或恐怖攻擊等造成大規模傷亡的重大事故。

亦即，既然災難新聞在畫面上必然具有震懾人心或

引人悲傷之效果，則如何使畫面與資訊不至於「煽

情」、「誇大」、「令視聽眾感到過度不愉快」，而

確實達到「正確傳達資訊」及「保護被害者權益」的

最基本要求，應回歸平時的災難新聞編輯採訪實務教

育訓練，讓記者熟悉災難事件編採的程序、牽涉之議

題及應注意之事項。

借鏡日本及英國之簡報內容，日本NHK的災難

報導目標定位簡明且務實—「拯救生命」及「拯救生

活」—再搭配平時即定期進行災難爆發時的新聞報導

訓練，且要求記者具備地方電臺及重大災難的職務經

驗，如此對於「實務訓練」的極高度重視，是讓日本

的災難新聞品質獲得國際稱許的關鍵要素。

另一方面，相較於日本是以「熟能生巧」式的紮

實訓練來確保正確傳達資訊及維持災難新聞品質，英國

BBC的編輯準則反而是著重於「回歸人道、人本主義的

思考方式」，在面對混亂的災難情境及紛雜的資訊時，

處處思考公布相關訊息是否可能侵犯被害者或死者的隱

私及權益，或造成近親或遺族過度驚恐。因此，英國

BBC和我國及韓國的廣電業者最大之差異，也是BCC最

獨特之處，在於其不急於求快、不以聳動消息奪取視聽

眾目光，反而要求記者及編輯人員審慎判斷應何時公布

資訊，以及自問為何應保留資訊，而非和視聽眾共享。

（三）建議

本次論壇可看到各國對於災難新聞不同的著重

面向：韓國強調主管機關法律規範及廣電業者義務及

權限的完備，並突顯主管機關明確的監理角色與公共

廣播電視的統合及領導角色；日本首重在實務面向精

益求精，務求將災難即時消息及救災資訊以最快、最

正確的方式傳達予民眾；英國則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價

值，高度重視死者隱私及權益，因此在發布災難相關

資訊上，並不求新求快。配合我國災難新聞之現況及

缺失，擷取上述國家災難資訊傳達之優點，並借鏡其

缺點，研擬建議如下：

1.人道精神之培養及平時訓練應重於法規管制：韓國及

英國恰好是兩個極端管理方式的對比。韓國對於災

難報導訂有明確法律規範，災難新聞內容卻是時有

錯誤、侵入式地訪問被害者；反之，英國BBC並無受

到災難報導的相關法令拘束，卻於其編輯準則中表

達出對於死者的極度尊重及強烈人道主義精神，也

因此在災難報導的處理上較不易出現追求快速、誤

報或煽情等情形。

亦即，如我國廣電業者能參考BBC的編輯準

則，搭配引進日本NHK的平時災難新聞編採訓練機

制，在訓練過程即要求記者回歸人道、人本主義的

思考方式進行災難新聞之編採，才是改善我國災難

新聞內容品質的最實際作法。

2.強化廣電業者、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對話機制：本會已

察覺「加強管制」造成的困境，近年的管制思維已

逐漸朝向由政府、業者、公民團體共同參與的共管

機制（co-regulation）。包括擴大公民參與媒體監

理機制及建立公民與傳播業者、政府對話的常態機

制，讓傳播業者聆聽公眾的聲音，並參與討論，以

更全面落實全民監督通訊傳播媒體之觀念。因此，

強化三方對話機制，讓公民及政府能即時反映錯誤

或侵犯被害者權益的災難新聞報導，並能在後續的

研討會或相關會議上與廣電業者討論負面案例，也

是提升我國災難新聞內容品質的有效作法。

3.學習日本的災難因應作為：日本NHK於平時即定期

針對災難報導進行演練，政府並積極研發能立即傳

輸予地方居民的災難資訊共享系統（L-alert）。鑒於

我國與日本同處於地震帶及颱風侵襲頻繁之區域，

日本的災難因應實務作法很值得我國政府及廣電業

者進一步研究及學習。

4.其他：各國有關災難報導之法律及自律規範，可參考

納入政府機關之災防或動員教育訓練；另可將此相關

規範提供予廣電媒體公協會參考納入災難報導自律規

範。至有關災難報導之演練、訓練情形及合宜報導範

例，或可研議納入本會廣電事業評鑑換照機制。

（作者為本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科員）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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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OTT（Over The Top）影音服務繞過網路營運商，直接透過設計好的介面與內容面對視聽眾，雖較無法確保服

務品質及收視體驗，但以收費彈性、隨處隨時使用、於各種數位終端設備間高通用性及豐富內容占有一席之地，且

持續升溫。依據2013年亞太OTT高峰會中Ovum公司的調查預估，2012年到2017年間，全球付費電視用戶數仍高於

OTT TV用戶數，但前者成長率預估僅剩4%，而後者則可到達15%；美國市場調查公司SNL Kagan於2015的CASBAA 

OTT高峰會發表的預測不難發現亞太地區OTT SVOD市場規模雖僅美國的一半，但成長力道驚人，訂戶數占全球市場

比例由2014年的21%預估成長到2018年的36.8%，收益方面占全球市場比例由2014年的13.3%預估成長到2018年的

25.1%，業者只要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切入，前景應有可為。

數位IP化的媒體匯流時代下，電信服務與廣電內容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同一個數位編碼的內容在商業與營運

模式允許下，可出現在任何數位平臺，傳統技術框架早已不成限制，而固定及行動網路頻寬越來越大，基礎設施日

趨完善，智慧行動裝置普及的今日，透過既有開放性網路傳輸影音內容的OTT順勢而生成為市場新貴，備受各界關

注，但形成的新挑戰也直接衝擊政府及整個社會的政策取捨與治理態度。

欲享彈性收視、核心共識先行

OTT網路影音興起對內容治理的挑戰

楊佳學

圖 SNL Kagan市場研究公司對全球OTT SVOD市場訂戶數份額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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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國家避免以強制手段介入監理

 整體而言，世界民主國家在新興媒體管理方面，

多以保護兒少或其他法益為底線對新媒體為低度管理，

管理密度一般低於IPTV。以歐盟為例，其視聽媒體服

務指令將影音內容分為線性或非線性內容，以及類電視

（TV Like）納入管理，並無針對OTT設特別執照，鼓

勵業者自律及歐盟國家主管機關共同規管視訊內容，對

於境外不當內容係透過跨國組織如INHOPE、INACH、

YPRT等合作處理；至於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為

鼓勵新興媒體發展，此三國政府對於OTT幾乎不以法律

管制，以加拿大來說，OTT屬「數位媒體播送許可豁免

令」範圍，免於核發執照，而美國則僅針對特定議題

（如兒童隱私權保護）介入OTT，美加兩國目前依靠業

者自律提供不同內容合適年齡分級標準，並進一步透過

家長控管和家長鎖等機制、其他過濾等，保護不同年齡

兒少取得內容；至於日本目前放任OTT TV自由發展，

僅廣告方面由日本網路廣告協會規範監督廣告公司，但

考量兒少容易取得網路上的不當內容，依照「青少年網

路環境整備法」要求業者有義務提供過濾機制保護兒

少，政府方面則加強輔導與推廣，包括加強新媒體識讀

教育、改善過濾軟體的功能等；整體而言，此三國對於

跨國境不法內容，主要依靠過濾軟體相關機制處理。

我國考量傳統的廣播電視具有一對多傳輸、即時、

節目及廣告經過事前編排及被動接收等特性，因此社會

普遍對其內容存在較高度的管制要求，如係取得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核發執照者，係依法採

取較高密度管制；而對於諸如透過行動網路或開放性網

路傳輸之OTT內容服務，因整體產業鏈尚在發展成形階

段，傳輸方式容易受到頻寬限制影響品質，為鼓勵產業

發展，也尊重使用者選擇權，我國未設執照制度，對於

其營業規模、結構及行為也沒有特別法規範，但其內容

與一般網路內容相同，仍然必須符合諸如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著作權法、⋯等既有法律規

定，如有違法情事，且受國內法管轄範圍，由相關法令

主管機關查處。

吹皺一池春水，內容挑戰與日俱增

影音類OTT平臺利用開放性網路傳輸內容，投入

門檻相對較低，形式多元，包含透過機上盒、內建機

上盒的智慧電視，或透過一般性行動裝置、PC安裝軟

體（包含APP或網路瀏覽器）連結到特定影音網站，

若以OTT平臺業者來講，由一般個人、小型影音工作

室到具備專業設備、人才，有公司登記的組織皆有，

且因為透過網路技術傳輸，因此具有高度跨國性、異

動頻繁、隱匿性高不易追查、許多既有法規適用性有

待商榷等網路內容特質，使政府在管理上難度倍增，

近來較受矚目的影音內容相關問題包含：

表1 我國民眾104年3月透過電腦瀏覽線上影音的情形

不重複瀏覽影音
人數（000）

每位使用者瀏覽
影片次數

每位使用者
花費時間
（分鐘）

網路人口到達率
%

平均每次造訪瀏覽
影片數

Total Audience 11,682 200.6 1,080.1 86.95 6.5

All Males 6,157 248.3 1,441.0 87.58 7.4

All Females 5,526 147.5 678.0 86.24 5.2

Persons:15-24 2,572 277.0 1,526.3 90.89 7.3

Persons:25-34 2,878 184.0 1,022,2 89.02 6.0

Persons:35-44 2,563 196.7 1,074.0 85.41 6.3

Persons:45-54 1,797 181.0 929.7 87.21 6.2

Persons:55+ 907 139.3 638.3 84.48 5.2

（資料來源：comScore與創市際公佈之調查資料）

國際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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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制密度不一：以傳統廣電媒體業者的角度來講，OTT影音業者提供類似的內容服務，卻不受通訊傳播主管機

關較高度的事業或內容管制，產生不公平競爭爭議。然而，大部分國家為鼓勵新技術的發展，均未對新興媒體

設有太多限制，並朝向促進產業自律方向前進，且國內尚未形成強而有力，足以與跨國業者相抗衡的OTT產業

鏈，播放影音內容時亦沒有QoS保證，倘若又以提供隨選影音內容為主，重點在於事前充分揭露資訊，而現階

段是否適合直接套用廣電媒體管制思維在OTT上，存在相當大爭議。

二、跨國影音內容處理：網路影音具備很高的跨國性，國外OTT業者可以直接面對國內視聽眾服務，卻非我國法令

可直接管轄的範疇，成為數位時代重大挑戰之一。針對境外違法或不妥影音內容，一般除透過國際司法互助、

國際組織（例如INHOPE等）居中處理外，民眾亦可選擇安裝過濾軟體濾除一部分內容；另外如各主管機關認

為國外特定影音網站有重大違法情形，為保護國內民眾視聽權益及合法業者利益，欲請電信業者協助封鎖連結

者，應在法律授權範圍內、技術可行且符合比例原則下，與各界充分溝通後為之。

表2 國外對OTT及IPTV治理方式比較表

國家 OTT TV IPTV

內容治理

分類

歐盟、英國、

德國
主要規範以內容播放屬於線性或非線性的形式進行區分，德國則另將用戶數大小納入區分標準。

美國、加拿大、

日本、韓國

．OTT業者服務多元，但因透過網路傳輸，目前
未限制其發展。

．美國及加拿大近年持續討論，考慮將OTT納入
規管範圍。

．美國：由訂戶付費收視之多頻道（multiple 
channels）視訊節目（video programming）
服務，不論其平臺，均屬MVPDs。

．加拿大：分為廣播電視服務及隨選影音服務，

IPTV提供廣播電視服務及隨選影音服務，兩者
服務均須取得執照。

．日本：透過有線傳輸之CATV及IPTV屬一般播
送，管制程度小於無線廣播電視。

韓國OTT服務視為電信加值服務，在著作權法中
定義為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管制其傳輸之內容

合法性。

廣播電視及IPTV分為提供服務之業者及提供內容
之業者，僅有規定即時廣播節目。

內容治理

重點議題

歐盟、英國、

德國

．歐盟：仇恨言論、保護未成年人、障礙人士的平等近用。

．英國：兒童色情、未成年人保護。

．德國：重視兒少保護。

美國、加拿大、

日本

．皆未介入內容管制。

．日本為加強兒少保護規定業者提供過濾服務義

務。

．美國：防止淫穢內容、保護兒少。

．加拿大：尊重加拿大文化、加拿大自製節目。

．日本：自律組織致力提升廣電媒體的傳播倫

理、公共福祉、觀眾權益及兒少保護。

韓國 兒少保護、著作權。
確保國家社會安全、提升國民風俗文化、保障基

本權益（包括著作權）以及保護兒童及青少年

內容治理

適用法規

歐盟、英國、

德國

《影音媒體服務指令》鼓勵採取業者自律（self-regulation）及與各國主管機關共同規管（co-
regulation）之方式，管理視訊內容。歐盟會員國須根據指令，制定符合各國情況之法令，管理其新
興視訊媒體內容。

美國、加拿大、

日本

無任何管制內容之法規，政府也無法介入內容治

理。日本藉由《青少年網路環境整備法》定義業

者兒少保護義務，採取輔導與誘導之作法。

．美國：無直接針對內容治理適用之法規，由

FCC制定規則規範廣電媒體

．加拿大與日本仰賴自律組織規範監督。

韓國
《通訊網路之利用促進及資訊保護法》及《著作

權法》確保內容合法。

《放送法》、KCSC之《廣播電視審議規則》、
《著作權法》

資料來源：本會103年新興媒體內容治理架構之探討委託研究
註：FCC：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KCSC：韓國放送通訊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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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少保護問題：UGC（User-generated content）內容大行其道的今日，任何人都能輕易在網路上分享影音內

容，部分內容雖未違法，但以保護兒少身心健康的考量，未必適合其接觸。我國已於2011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並基於此跨部會委託民間團體合作於2013年8月成立「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職責為協

助產業自律、網安宣導、提供免費過濾軟體資訊、不當或違法網站的通報機制、兒少網路行為觀察及接軌國際

等，並規定網路平臺應建立自律措施，訂定不當內容處理方式，或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

移除等作法以保護兒少免於不當內容侵害。

四、消費者權益保護：當消費者購買商品發生糾紛時，依據消保法規定，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

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若未獲妥善處理則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若對於申訴

結果不滿意則可向地方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地方法院提出消費訴訟，但數位化商品與實體商品

的購買存有本質差異，影音內容產權也不因視聽眾付費後轉讓，一般僅給予消費者永久或一定期間內視聽之

權，是否完全適用消保法規定，個案存有討論空間。

五、個人資料的保護：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應適用於透過網路傳輸服務的OTT業者取得的用戶資料，在蒐集個

人資料時，蒐集者須盡告知義務，明確告知當事人其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

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當事人對於自身個人資料得要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要求直接刪

除個人資料；對於違法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法裁處，但視聽眾在使用OTT服務

時若需填寫個資，應自行注意使用條款載明的個資保護規定，以保護自身權益。

六、著作權問題：內容質量是影音類OTT維持或增加視聽眾黏著度的關鍵，前提是版權取得必須合法，但數位內容

的易複製性，使這個問題成為著作權團體對OTT影音內容最詬病的問題之一。依據著作權法規定，未經著作財

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並受有利益者，則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而頗受重視的境外侵權問題，目前須回歸司法機制，由著作權人向侵權行為人所在國家的司法單位提出訴

訟。

結語

OTT影音平臺較之傳統廣電媒體，隨處、隨時收看的特性更加鮮明，而越來越友善的人機介面設計，多元的內

容選擇，也吸引更多視聽眾目光，隨之帶動更多廣告商機。以目前而言，全球付費電視收益雖仍高於OTT等線上影

音，但後者成長腳步似乎永不停歇，使傳統媒體備感壓力。

以視聽眾角度來說，更多元的選擇與收視彈性意謂視聽體驗的提升，但科技的運用多少也伴隨負面效應的產

生，較為特別的是網際網路一直是高度自由領域，奠基其上的OTT影音內容雖提供類似廣電媒體服務，但承繼自由

的本質，大部分國家均儘量避免以強制管制思維介入，代之以各方利益團體協力的共治方式，提高政府、私人部

門、公民團體、使用者對議題的參與度，避免少數政府單位獨斷決定重大網路內容政策的方式，以減少外界質疑政

治力干預的可能，但不代表OTT內容可以侵害國民共同珍視的核心價值。

對於OTT內容的治理，目前最大困難在於核心共識尚未形成，以致人云亦云，莫衷一是，這似乎是新興產業必

經的陣痛過程，為保障視聽眾的權益，對於OTT內容的治理有賴各界齊心形塑內容典範，延伸為業者自律規範的內

涵及政府前瞻性的政策思考。

（作者為電臺與內容事務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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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文獻可知，英國對通傳事業及廣電持照者的

管理，固依歐盟各相關指令及2003年傳播法而為，惟

各項要求，相當程度係透過通傳事業（entitlement，

指ECN／ECS*）的一般許可條件及廣電持照者的執照

條件落實。在此意義下，英國通傳申訴處理的機制，

向來較少引介。有鑑於此，本文謹整理如次：

一、通傳事業的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通傳業者依法取得許可。許可條件中，明文要求

業者應注重消保及建立申訴處理機制。據此，英國通訊

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就

通傳事業的申訴處理訂有行為準則，要求相關程序必須

滿足「透明、方便及有效」的要求。至於無法順利解決

的爭議，則應透過另類爭議處理計畫（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s，ADRS）處理。依許可條

件，英國通傳業者均應參與另類爭議處理計畫，由獨立

第三方協助處理無法順利解決的消費爭議。目前由

Ofcom認可的計畫服務有兩項：「監督者服務：傳播

（Ombudsman services：Communication）」1及「傳

播及網路服務仲裁計畫（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Services Adjudication Schemes，CISAS）」，通傳業

者可自行選擇。

以上計畫均由Ofcom所認可之獨立且非營利組織

營運，組織運作的財源，大部分由參與該爭議處理計畫

之通傳業者提供。以下，謹以「監督者服務：傳播」計

畫為例說明：其會計年度（每年4/1至隔年3/31）財

源，即由其CP*會員各自依相關零售業務所得（Total 

Relevant Retail Revenue，TRRR）分5級收費（Band 

1-Band 5）2。主張至少應給予業者自我改進的機會，

該組織接獲申訴，將參考雙方說法、管制規定、準則或

標準、業務守則及最佳做法在申訴者及業者間協調。據

稱此機制有助於受申訴企業留住消費者。

圖1 英國另類爭議處理計畫網站

該組織除向其企業會員收取會費，申訴者檢具相

關文件以書面或錄音電話向該計畫申訴時，該組織也

會向該申訴者收取固定費用，惟收費不保證申訴結果。

具體而言，申訴者唯有先向業者申訴，且經8週協調未

果，該組織始介入處理「死結」（deadlock）；按說

天平的兩端：向公眾負責、讓企業成長

英國通傳申訴處理機制的啟示

蕭肇君

*ECN=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ECS=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CP=通傳提供者（communications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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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多（90%）案件可在6週內得到解決。經協調，

可能結果有：（1）可在5日內解決、情節簡單而毋須

成案的情況，該組織將迅速以電話或電郵告知結果，係

屬「早期解決」；（2）無法於5日內解決、情節複雜

而需成案的情況，該組織將考量雙方說法做出「監督決

定」（Ombudsman Service Decision，OSD），包含

道歉、解釋說明、一定限度的財務補償；該決定經雙方

同意（Mutually accepted Settlement，MAS）或28日

內無異議提出，具有法律上強制性；（3）如雙方有任

一方不同意，且限於該組織決定有事實錯誤或有新證據

發現，經補件一次仍無法達成合意，則雙方喪失協調中

所獲致之任何成果，並可「另至法院提起訴訟」。有此

機制存在，主管機關縱使接獲此類民眾陳情（按：平均

每日有300件），可簡單回覆「將不介入個案處理」，

並自我定位為「提供解決建議」；惟此機制並不妨礙

Ofcom依人民申訴或職權另進行調查，並對違法事由進

行認定及裁罰。

此架構，具有幾項假設與實益，值得思索－（1）

消費爭議，首先是業者的責任。即使無法順利處理，它

仍然是業者與消費者之間事務，應由兩造雙方協議解

決，而非由納稅人全體共同負擔處理的成本；（2）除

向業者申訴，消費者本可透過拒絕購買、訴諸法院來表

達其不滿，但創設另類爭議處理制度的選項，可謂創造

了嶄新的協調空間，惟相關成本，仍應由兩造負擔；

（3）即使處理成本由兩造負擔，就整體分攤比例而

言，大業者負擔多於小業者、業者負擔多於消費者，相

當程度合理地將爭議的責任加以分攤；（4）消費者欲

提起申訴，必須自行負擔部分成本，一定程度，可以遏

止不負責任之濫訴；（5）明訂申訴機制為第二線，唯

有在向業者提出抱怨後8週內仍未獲得正面反應時，消

費者始得啟用，一則賦予業者先行處理問題的空間，再

則也避免消費者未經冷卻的不理性申訴壅塞申訴系統；

（6）申訴結果並不限於一定程度的財務補償，也包含

道歉與說明等，應可滿足人性的不同需求；（7）因為

有此機制，主管機關退至第三線，並自我定位為規範制

訂者、通盤考量者、執照審理者、申訴機制認許者、申

訴統計發布者，避免因處理個案申訴而案牘勞形、節約

監理能量；（8）儘管如此，此機制並不妨礙主管機關

依職權或申訴進行主動或被動調查暨進行執照監理；

（9）受認許之申訴機制須為非營利組織、所得款項專

款專用，避免營利趨向造成社會之不安定，且組織非單

數，應提供多種選擇。

二、廣電持照者（licensee）的申訴處
理機制

儘管如此，前揭通傳事業的消費爭議處理程序，

並不適用於廣電持照者的申訴處理，而廣電持照者之申

訴，仍應依1996年廣電法、2003年通傳法之法定流程

處理。為何如此？可能原因推測如下：（1）考量

「視／聽」並不僅僅只是「買／賣」兩造之事，而涉及

更深遠的外部性（externality）。是以，雖有供視聽服

務流通之眾多管道，該國對播送廣告的商業廣電服務

（commercial services）仍引進「執照制」，除要求持

照者繳交執照使用費，並將內容方面義務轉化為執照一

般條件，適足以反映社會對廣電業在監督、守望、娛

樂、教育方面的期待。至於公共所有（p u b l i c -

owned）、公眾出資（public-funded）的公共廣電

（BBC、S4C），依法雖毋須取得執照，但除了須遵守

一般內容規範，在精確及不偏頗、身心障近用、獨立節

目比例、保留錄製資料或特定語言義務等方面受到BBC 

Trust及Ofcom更高的要求。社會期待如此，與廣電執

照3有關的申訴處理，主管機關有依公意介入處理的必

要；（2）與廣電執照有關的申訴處理程序，本身即有

值得彰顯的價值，諸如促進社會對話、保障當事人權利

及落實民主精神等。以下，謹依申訴性質分別介紹：

（一）一般執照相關申訴處理機制

所謂一般執照相關申訴，事由可能包含－未能成

功地提供廣電服務、無法符合格式、重要承諾、節目

承諾及近用要求等。而申訴者要向Ofcom提出一般執

照相關申訴，程序如下：（1）申訴者載明所欲申訴相

關資訊向Ofcom提出；（2）申訴者留下清楚聯繫方

式，除非註明，允許將資料揭露予相關業者；（3）

Ofcom書面通知業者將展開調查，並要求業者於5個

工作日內提供資訊（非書面陳述）以進行初步評估；

（4-1）經初步評估，如認為案件無續行調查之必要，

Ofcom會通知業者，並常態性將其決定以「廣電公布

欄」（Broadcast Bulletin）、以「向公眾負責」的形式

公布；此流程通常需15個工作日－這是透過資訊公開

以達警惕效果的設計。然而，也並非所有決定都宜以公

布方式處理，除非該案確屬眾所關注，否則Ofcom也可

以決定不公開；（4-2）經初步評估，如Ofcom認為案

件有後續處理必要，且涉案客觀事實並不明確，Ofcom

會檢附相關事由摘要，以書面要求涉案業者於10個工

作日內，提出意見陳述與佐證資料，俾Ofcom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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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同樣地，調查的細節也會以「廣電公布欄」的形式

公布；（4-2-1）此一調查程序中，如有可能因Ofcom

調查或決定而獨立受影響之第三方，業者應盡可能附上

其意見，然而，第三方亦可直接向Ofcom要求進行意見

陳述，釐清責任歸屬；（4-2-2）一旦取得必要之意見

陳述，Ofcom即著手準備其初步意見，然而，此一意見

並非最終意見，且如案涉敏感，Ofcom應將其初步意

見、意見陳述與佐證資料等，一併提交「廣電執照委員

會」（Broadcast Licensing Committee）或「內容諮詢

會議」（Content Board）成員研處；（4-2-3）Ofcom

此初步意見，應包含之內容有－（A）事由摘要及申

訴、（B）所申訴內容摘要、（C）Ofcom考量可能違

反之法規，以及（D）Ofcom的初步判斷及理由；（4-

2-4）一旦初步意見備妥，Ofcom即提供涉案業者及第

三方，如有異議，可於10個工作日內再行陳述；（4-2-

5）一旦Ofcom接獲涉案業者及第三方的再行陳述，將

做出最後決定，並將決定（按：判定有違規或者沒有

違規）通知涉案業者；（4-2-6）對涉及調查的案件，

Ofcom的目標是在50個工作日內結案；（4-2-7）一經

結案，Ofcom會將決定文字以「限閱本」方式先行提供

涉案業者檢視，如有基本事實錯誤，涉案業者須於48

小時內提出更正；（4-2-8）通常，如經Ofcom調查而

確認無違反情事，Ofcom不會將案件公布；（4-2-9）

特別值得一提者，當Ofcom依申訴進行調查時，除了那

些已在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內的材料，包含申

訴者、涉案業者及Ofcom在內，均不可公開任何與案件

有關的通訊、文件或材料，以免造成影響Ofcom判斷的

結果（non-disclosure principle），如有違反，Ofcom

將不再參考其意見陳述做出決定；（4-3）以上各項所

涉時限，如民眾或涉案業者認為有必要延長，應以書面

檢具理由提出，Ofcom有權決定是否依公共利益准予延

長；（4-4）對於Ofcom而言，裁處是最後的手段，唯

有在業者嚴重、故意、反覆、忽視而違反相關規定時始

為之；（4-5）一旦做出裁處決定，Ofcom可依職權處

分，並將處分（含罰鍰與撤照）與理由併以「廣電公布

欄」形式公布。

表1 廣電持照者的執照基本要求

對廣電持照者（licensee）的相關要求
（relevant requirement）

A促進特定內容（如內容比例）、B履行執照條件、C提供必
要資料、D繳交管制費用、E遵守相關準則（按：電視身心障

近用、必要活動轉播、電子節目表單、技術規範）

圖2 英國ofcom網站申訴介面

（二）違反內容準則的申訴處理機制

Ofcom依法編制「內容準則」（broadcasting 

code），當中即包含「交叉宣傳規定」（Cross 

promotion code）、「廣告排程規定」（Scheduling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code，COSTA code）、「廣

告內容規定」（BCAP code）。依該國法令，凡任何

人發現廣電內容有違反內容準則中各章規定4，均可向

Ofcom提出申訴。事實上，由於廣告內容早在1970年

代即已委請英國廣告標準管理局（A d v e r t i s i n g 

Standards Authority，ASA）代為處理，Ofcom目前就

廣告僅保留政治廣告、廣告涉公平及隱私事務、廣告形

式管制⋯等事務的管轄權。

一般而言：（1）Ofcom鼓勵申訴者先向業者自設

之爭議處理管道進行反映5，以期獲得即時處理6，相應

地，Ofcom也期待業者在法定留存期限之外7，保留錄

影錄音影像至爭議妥為處理之日；（2）然而，申訴者

也可以直接向Ofcom投訴，並依官方表格提供詳細資訊

（包括：節目名稱、播送日期與時間、播送頻道、所申

訴的內容及原因、申訴者的詳細聯絡資料如電郵，以及

申訴者是否已先向廣電業者進行反映），而除非申訴者

特別要求，否則Ofcom有權決定將申訴者資料提供涉案

業者酌處；（3）就受理申訴的時間而言，必須要在該

內容經播出的20個工作日內提出，而如超過此時限，申

訴者應檢具理由說明是否應延長時限處理，惟Ofcom有

權斟酌是否予以受理。此外，為給予業者自我說明之機

會，Ofcom原則上尊重業者之處理，惟申訴者如同步提

出申訴，Ofcom會要求申訴者回報涉案業者是否已於時

限內給予適當回覆；（4）Ofcom於接獲申訴後會逐件

登錄，但通常「不會逐件回覆」，並進入初步評估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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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程序。至於成案與否，需視調查所確認的違犯情況定

之；（5）Ofcom一旦通知業者將展開調查，將要求業

者於5個工作日內提供影像（非書面陳述）；（6-1）類

似地，Ofcom通常會於15個工作日完成初步評估，然

而如果並無繼續調查必要，結果也會以「廣電公布欄」

形式公布；（6-2）經初步評估，如Ofcom認為案件有

後續處理必要，且涉案客觀事實並不明確，Ofcom會檢

附相關事由摘要，以書面要求涉案業者於10個工作日

內，提出意見陳述與佐證資料，以利Ofcom進行調查。

至於受調查的節目，Ofcom也會公布於網站－這同樣是

透過資訊公開以達警惕效果的設計；（6-2-1）同樣

地，Ofcom於接獲意見陳述後即著手準備初步意見，其

中應包含之內容有：（A）事由摘要及申訴、（B）所

申訴內容摘要、（C）Ofcom考量可能違反之法規；

（6-2-1）所完成之初步意見，須先經「內容諮詢會

議」8的諮詢與建議，Ofcom始得將此初步調查提供與

涉案業者及第三方，如有異議，涉案業者及第三方可於

10個工作日內再行陳述，而一旦Ofcom接獲涉案業者

及第三方再行陳述，將做出最後決定。而此最後決定，

亦須經「內容諮詢會議」建議，Ofcom始可將決定

（按：判定有違規或者沒有違規）通知涉案業者；（6-

2-4）同樣地，經結案，Ofcom會將決定文字以「限閱

本」方式先行提供涉案業者檢視，如有基本事實錯誤，

涉案業者須於48小時內更正；（6-2-5）同樣地，對涉

及調查的案件，Ofcom的目標是在50個工作日內結

案，過程允許第三人提出意見陳述。此外，禁止揭露原

則、時限、裁罰，以及處分的規定也同樣適用，Ofcom

並應將處分（含罰鍰與撤照）與理由併以「廣電公布

欄」形式公布。 

此程序與前述一般執照相關申訴處理程序的差

異，在於：（1）廣告內容係授權他組織規管；（2）

持照者所應遵守之內容規範（即廣電準則），由主管

機關頒訂，相關內容義務，並視為執照條件；（3）

有代表多元觀點的內容諮詢會議之設置，而在初步評

估及最終決定發出之前，均需經內容諮詢會議評估；

（4）受理申訴時間上有特殊規定；（5）鼓勵業者自

設爭議處理機制。

（三）特別考量公平及隱私的申訴處理機制

考量與公平及隱私有關之申訴，有當事人利益，

其仲裁程序，雖同樣收錄於Ofcom所編制的「內容準

則」，但與其他內容議題不同，此類型爭議需由當事人

或其代理人提出，Ofcom始得受理。此外，適格申訴

者並應填具專門的申訴表，並提供以下資訊：（A）所

申訴的節目、（B）節目播出的日期與時間、（C）節

目播送的頻道、（D）當事人或代理人聲明、（E）申

訴的特定內容、（F）申訴的詳細聯絡方式、（G）其

他佐證資料。對於此類申訴－（1）Ofcom自我期許，

在接獲申訴後的25個工作日內決定是否受理；（2）對

於「公平」案件，應確認「不公平」的對待，是否來

自該節目之參與者、該參與者是否因參與而獲利。對

於「隱私」案件，應確認是否無下列情事：（A）申訴

事由已涉訟、（B）申訴者正企圖透過訴訟解決爭議，

而Ofcom不適宜介入、（C）申訴浮濫輕挑、（D）其

他Ofcom不適宜介入的情況、（E）一旦有上述情況，

Ofcom可隨時停止後續處理、（F）如Ofcom因申訴發

現有其他應介入處理之情事，自可依法定流程介入；

（3）一旦Ofcom決定受理，將申訴所涉情事告知廣電

業者，廣電業者應於20個工作日內提出說明，並視需

要，提供節目之抄本；（4）同樣地，Ofcom依相關資

料準備其初步看法，當中應包含申訴摘要、節目內容

與申訴相關的素材、涉案業者意見陳述的摘要，以及

Ofcom初步評估是否有違犯情事的結果與理由；（5）

文件備妥後，需先經內容會議建議及諮詢，始得提供予

申訴者，申訴者並應於10個工作日內做出意見陳述。

此外，某些情況下，Ofcom如認為有需要，亦可先舉辦

「聽證」，再準備其初步看法；（6）如需舉辦公聽，

Ofcom通常會在會議前15個工作日通知利害關係人有

關時間與議程。聽證採私下舉行，並應給予申訴者、相

關廣電業者、節目製作者及其他有助於聽證者發表意

見的機會；（7）初步看法發出，並接獲當事人意見陳

述後，Ofcom始得將當事人意見陳述及其初步意見提

供涉案業者，並要求其應於10個工作日內做出意見陳

述；（8）接獲雙方意見陳述，如毋須雙方再補充事實

資料，Ofcom即可做出「最後仲裁」。對於此類案件，

Ofcom期許應於90個工作日內完成仲裁；（9）對於此

類意見陳述，Ofcom認為，雙方應於Ofcom要求時始

提出，如一方未依要求另行提供資料，Ofcom除會將資

料提供予對造，亦未必於仲裁程序中採認。此外，如有

第三方將受仲裁影響，Ofcom亦允許其提供意見陳述；

（10）Ofcom所發出之仲裁可能為肯定、不肯定、部

分肯定。同樣地， Ofcom會將決定文字以「限閱本」

方式先行提供雙方檢視，如有基本事實錯誤，可於48小

時內更正；（11）仲裁一旦做出，Ofcom將以「廣電

國際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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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形式公布。倘使申訴成立或部分成立，Ofcom

會要求廣電業者播出一段摘要澄清說明；（12）此

外，先前提到的禁止揭露原則、時限、裁罰，以及處分

的規定於此類型情況也同樣適用。如果Ofcom認為案件

有處分廣電業者必要，並應將處分併仲裁以「廣電公布

欄」形式公布。 

相對於其他違反內容準則的申訴處理機制，此機

制的特色在以較長的處理時間、較隱密的處理方式，

使受影響當事人得以在較平等的基礎上與廣電業者對

話，主管機關作為仲裁者，加上回復損害的設計，應

有助於公平及隱私案件的處理。

三、代結

從以上整理可知，釐清各類爭議所涉關係，透過

通傳事業特許或廣電執照條件，分別設計爭議處理機

制，乃是英國通傳申訴處理機制的特色。與我國申訴

受理機制相對照，亦有若合符節之處。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英國通傳申訴受理機制，

於我國應仍有若干啟示：（1）相關申訴處理，其處理成

本，相當程度仍由業者負擔。即使是廣電持照者的申訴

處理，也建立在廣電持照者應依其屬性繳交一定比例營

業額予管制者的物質基礎之上；（2）除了有當事人利益

的案件，主管機關毋須逐案回覆，有助於節用管制資

源；（3）除與一般執照條件有關的申訴，管制者避免站

上第一線，且允許有業者先行處理、自我改善的機制；

（4）透過「廣電公布欄」機制，透過資訊公開以達促進

社會對話以及業者自我警惕的設計；（5）對於與內容爭

議有關的申訴，業者應自行留存相關爭議內容並提供作

為爭議解決之用；（6）在可能的情況下，建立管制輔助

機制，協助進行申訴處理。特別值得一提者，在此意義

下，為因應歐盟視聽服務指令的要求，Ofcom亦透過修

改2003年通傳法，將隨選視訊（On-demand program 

servicves，ODPS）納入其管制項目。然而，基於類

似精神，Ofcom亦委託英國隨選視訊監理機構（The 

Authority for Television On Demand，ATVOD）作為

其管制伙伴。依現行架構，ATVOD可向相關業者收取

Ofcom核定之管制費用，並且受理與隨選視訊服務提供

者相關的內容申訴。此外，ATVOD並就廣告管理事務，

與ASA分工。正值本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推動數

位匯流，未來如何依可能的爭議設計適當的申訴處理機

制，英國的經驗，相信可以提供國人不同的視野。

（作者為電臺與內容事務處科員）

表2 申訴類型與相應之處理方式

申訴類型 處理方式

消費爭議 通傳業者的消費爭議處理程序

執照條件相關申訴 一般執照相關申訴處理機制

與內容準則相關之爭議

（依2003年通傳法第319條所制訂之廣電內容準則）

違反內容準則（廣播、電視）程序

（有公共利益）

公平及隱私相關申訴（依1996年廣電法規定）
特別考量公平及隱私申訴有關之仲裁程序

（有當事人利益）

其他與公平及有效競爭相關之爭議
依競爭等相關規範或委由適格的評判員機制（adjudicator）處理

（如廣電平臺的上下架議題）

1 該組織也營運房地產仲介、能源產業的爭議處理機制。從由可知，類似的爭議處理計畫並不僅限於通傳領域，但於通傳業者許可或執照條件中載入此要
求，確為特色。

2 參與計畫如不足1年者，費用可按比例折減。

3 含2003年通傳法明訂的電視服務ITV、CH4、CH5以及在數位無線電視平臺上架的數位電視節目服務（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DTPS）、
地方性數位電視節目服務（Local DTPS）、數位電視附加服務（Digital Television Additional Service，DTAS）、在付費平臺上上架的電視執照內容服務
（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TLCS）、為了特定活動發出的賽事限定電視服務 (Restricted Television Service License for an Event，RTSL-E)，
以及多工傳輸平臺（Multiplex）等。

4 保障兒少、傷害或冒犯、犯罪、宗教、無私、精確及意見不當彰顯、選舉複決、商業指涉、收音機廣播的商業訊息、置入及贊助等。

5 提供民眾各業者包含執照屬性、執照號碼、服務電話、郵寄地址、電郵位址及公司網頁等資訊。

6 業者亦應告知申訴者另可在時限內向Ofcom提出申訴。

7 收音機廣播為42日、一般電視節目為60日，公廣及其他法定電視服務為90日。

8 依規定，其成員在區域組成應維持均衡，並應具廣電豐富經驗。此外，該會議應代表公民利益、超越消費視角、且涵蓋競爭管制及市場力不及的層面，包
括－不當內容處理、精確與不偏頗、公平與隱私、促進特定類型內容之播送比例及法定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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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近年民眾媒體素養提升，對新聞報導的呈現往往

有更殷切的期待。特別是重大社會案件因事涉廣泛，

引發輿論關注甚鉅。鑒於重大事件發生時，媒體非僅

傳播重要資訊，更肩負災難預警、守望聯繫、制衡監

督的社會功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於民國101年8月訂頒重大災難新聞採訪製播原

則，重大事件發生時，除公開籲請媒體自律、善盡社

會公器角色，並請各公協會啟動自律機制，轉知相關

會員應審慎報導。然而，針對103年5月21日臺北捷運

隨機殺人案件、103年7月與104年2月兩次空難意外

的相關媒體報導，仍有相當民眾向本會申訴媒體表現

容有改善空間。針對北捷不幸事件，約有38%陳情人

表達媒體過度揭露犯罪細節、英雄化罪嫌及恐引起模

仿效應的疑慮，並引發監察院關切。至於兩次空難事

件，約有85%的民眾反映103年媒體報導欠缺同理心、

消費罹難者家屬悲慟、使用罹難者生活照片侵犯隱

私，至於今（104）年的南港空難，亦有逾96%申訴意

見反映媒體報導內容錯誤。有鑑於此，本會特別於今

（104）年4月20日召開座談會，就相關表現進行研討。

自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談起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教授許華孚表示，目

前研究對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連，尚無定論。持

正相關者如涵化、社會學習、煽動理論；認為無相關

性者如無害理論、強化理論（強化閱聽者本身的善惡

傾向）。但媒體透過選擇題材、呈現手法，將真實事

件塑造成新聞事件，其中犯罪事件具有刺激、娛樂作

用，在於它是真實生活犯罪，敘事內容充滿興奮和道

德恐慌。而犯罪新聞如因記者於報導中添加個人主觀

意見、預設偏頗立場、採取極端採訪方式和毫不設限

的報導內容等，可能形成不良效應。

圖1 本會就重大社會新聞內容製播邀集專家學者及業者進行

研討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副教授柯舜智指出，媒體盛

行的當下，任何人都追求成名，爭奪媒體版面、掌握

話語權，藉此得到各種好處。媒體與記者本身亦追求

名聲，無所不用其極競逐收視利潤。然而，各種新聞

事件的媒體競逐占用許多版面、恐造成閱聽者的恐懼

永遠的三律－自律、他律、法律

探討媒體製播社會新聞內容座談會紀要

談如芬

  會務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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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過度渲染犯罪事件不僅讓罪嫌利用媒體披露個

人犯案動機、合理化其罪行、宣洩不滿而得其所償，

也可能在傳播過程中提供誘發環境，無意間召喚潛在

犯罪者。因此媒體報導應自制，「不描繪細節、不正

當化動機、不英雄化個人，也不煽情渲染報導，並應

考慮事件相關人感受及媒體社會責任」。

衛生福利部簡任視察郭彩榕談到，研究顯示目睹

家暴者日後成為家暴加害人或受害人的比例，是一般

人5至10倍。青少年暴力事件成因多與環境中的暴力行

為有關連，影響甚為深遠。鑒於兒少保護的立場，製

播新聞報導應謹守「普遍級」分級規範，避免助長潛

在犯罪者的模仿效應。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科長魏仕哲則認為，學生偏差

行為發生，緣自社會環境變遷、家庭功能不彰等因素

影響其錯誤的認知與行為。教育部就防治學生偏差行

為持續強化學生法治觀念，包括推動法治教育融入課

程、教師教學知能研習、親職法治觀念宣導等，並逐

年增置專任輔導老師及專業輔導人力，與警政署定期

召開聯繫會議建置通報平臺，以加強輔導協助。

針對學者及相關機關的看法，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商業同業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陳依玫回應，衛

星公會自律機制每2個月定期開會檢討，在各種重大

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即發動自律，目前並持續努力再求

進步。惟網路盛行下媒體已非侷限於電視，電視效應

已不若從前；另倘若個案有問題，宜聚焦從個別報導

進行檢視。此外，鄭捷於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涉及重

大公共性，遠大於一般社會案件，因為被害者是隨機

的、任何人都可能遭遇的議題，因此受到新聞媒體高

度重視。公會自律公約對於勿過度描繪犯罪細節、血

腥暴力等已有規範，個別報導是否逾越界線允有討論

空間，藉此強化自律；但媒體不會因此而不去報導社

會新聞。

電視學會代表中視新聞部助理總監黃乃琦表示，

電視學會於104年3月26日已就重大社會事件報導所涉

及各項法律與自律問題開會討論，諮詢專家已提出各

項自律要求，例如避免血腥暴力畫面、避免侵犯家屬

隱私、兒少保護及注意群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惟

不可否認遇到重大事件時，由於國內警方並沒有像國

外採取拉封鎖線的作法，警方與記者在新聞現場難免

會亂成一團。此外，近年電視媒體的自我把關已有更

細微的操作，在重大案件發生時，主管機關宜僅督促

媒體強化自律作為，但不宜過度介入，否則即有干涉

新聞自由的疑慮。

東森新聞國內採訪處經理高振義則說明，媒體標

題處理並非刻意英雄化罪嫌，而係反映鄭嫌自述「立

志做大事」；部分血腥畫面確有不妥，事後公會立即

協調各新聞臺節制不再使用。關於青少年暴力犯罪成

因，倘若電玩不該無辜被歸因，媒體亦屬無辜；那些

在網路留言稱「某捷運路線交給我」正是追求成名15

分鐘的代表作，事實上後續並無任何於公共場所隨機

殺人的事件發生。

從空難報導論媒體製播社會新聞之自律
建議

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許瓊文指出，經研究各重

大事件各新聞臺收視率表現，結果發現－在重大事件

發生時各臺收視較平常均有所提升，但平時培養公信

力、保持客觀形象的媒體，在重大事件發生時，相對

收視增加最多，最受觀眾信賴。媒體在災難新聞中渲

染、播送家屬悲慟時刻的報導，不僅引發許多觀眾撻

伐，而可能揮霍掉平時累積的公正形象，並且在重要

事件發生時反而無法吸引收視。因此呼籲媒體基於尊

重人性尊嚴的立場，報導時應避免目睹生死關頭與脆

弱時刻。另建議各電視臺是否對民眾申訴提出解釋應

列為申換照評估標準。

圖2 政治大學廣電系許瓊文教授就空難報導提供自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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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法律系教授郭玲惠表示，經檢視2次空難

事件的報導，新聞自律已發揮功效。但仍應注意下列

情形：（一）新聞呈現必須符合普遍級，避免血腥不

妥畫面；（二）重大事件發生時消息來源必須統一，

避免謬誤發生；（三）空難事件涉及道義及法律責任

等重大爭議性問題，對事故發生原因不應過度揣測，

避免媒體審判使無辜人士受害；（四）避免誤用網路

上未經求證的消息來源，以免衍生複雜的法律後果，

例如將倖存者的畫面突顯並聲稱鬼魂附身，可能已涉

及民事損害賠償；（五）在不幸事件中，媒體不斷重

複播放死亡名單，對家屬而言是重複的創痛刺激，同

時媒體也不應該獵取家屬悲慟畫面或採取壓迫式採

訪；（六） 災難新聞亦應注意性別意識，避免特寫女

性死傷人員衣不蔽體的畫面。

對於與會者建議，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陳依玫認為，媒體採訪係以新聞專業為考量，並以公

共利益為前提去做比例的衡量，因此單純以收視率解

讀媒體表現未必合理。此外，她也指出，電視媒體在

澄清事實、更正網路謠言上仍有效果，現行衛星公會

自律機制已協調採訪報導須儘量取得當事人同意，惟

家屬悲慟畫面是否報導，仍應回歸新聞專業判斷。

電視學會黃乃琦則回應，學者研究有助於提供

編輯方針思考，但重大事件往往有其發展後續，記者

須探求真相，仍應本於新聞倫理進行判斷。此外，即

時的災難報導中，傷亡人數未來就會隨事件發展而修

正，編輯臺在重大事件中做採訪議題規劃，當然包括

追查墜機原因，若屬記者本身專業素養不足，將再加

強媒體教育訓練。報導畫面亦盡可能自制，如SNG連

線時以背景糊焦處理。

中天電視公司資深編審何興邦則說明，今年2月4

日南港空難事件，中天新聞臺於第一時間即提供正確的

部分傷亡名單，惟因編輯臺作業人員疏忽，誤於12時

48分播出錯誤的完整名單。事後，隨即由主播承認錯誤

致歉。中天新聞臺並於事後召開新聞倫理委員會，討論

本次作業人員及製播流程疏失，確認修正製播流程及加

強查證工作，未來也會虛心接受各方指正。

三立電視公司編播中心副理王若庭則回應，過去

多次教育訓練均強調重大事件採訪須統一發言單位，

尤其傷亡名單、人數須來自官方消息來源。但本次鏡

面同時出現「43人恐罹難」及「46人搶救中」的出

入，係因新聞標題與插播式字幕由2組不同人員負責，

資訊更新未同步所致，將虛心檢討。

結論

針對重大社會案件，與會者傾向同意：（一）公

共場所無差別暴力犯罪事件係攸關社會安全，所涉公

共利益廣泛，媒體報導應以專業判斷為依歸。（二）

媒體應體認題材選擇與呈現方式可能造成干預，其他

諸如採取極端採訪方式、預設立場偏頗、添加個人主

觀意見等亦可能造成報導偏離事實而形成不良效應；

爰建議報導時應自制，不描繪細節、不正當化動機、

不英雄化個人、不煽情渲染，並應考慮利害關係人感

受與媒體社會責任。（三）青少年暴力犯罪成因複

雜，並非單一因素使然，應透過家庭、學校等多元管

道防治學生偏差行為，加強輔導與協助；惟新聞報導

應謹守普級規範，避免助長潛在犯罪者有心仿效。

至於重大災難新聞，與會者傾向認為：（一）

媒體自律作為已有所進展，值得鼓勵；然部分引起民

眾關切的報導及其取材，容有進一步提升自律及加強

改善的空間。（二）媒體報導重大災難事件應以人為

本，尊重人性尊嚴，勿過度獵取家屬悲慟或渲染災難

實景（如煉獄）；報導傷亡人數及名單宜務求謹慎，

避免錯誤。（三）媒體應體認一昧追求渲染或刺激的

報導已不符社會價值，宜長期建立公正客觀形象，獲

得視聽眾的信賴。

考量傳播內容監理涉及多元價值判斷，實有賴媒

體自律、他律及法律三管並行，本會未來亦將持續與

社會各界合作，共同改善我國視聽傳播環境。

（作者為電臺與內容事務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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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104年6月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

清單計400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9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1件。

一、許可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冠軍夢想台頻道換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

照。

二、許可家庭票房股份有限公司所屬HBO HD頻道、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亞洲美

食頻道、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所屬國家地理高畫質野生頻道及國家地

理高畫質悠人頻道等換發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

104年6月1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

清單計513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9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0件。

准予核配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4個單位（即40萬門號，0965-50-0000~0965-89-

9999）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提報行動電話業務（2G）核網共用改善計畫，仍應依本會104年5

月15日通傳平臺字第10441017380號裁處書所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依電信法第63條等相關規定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或廢止其特許。至

於該公司所提改善計畫及應履行義務仍應遵循相關法規辦理。

審議通過開放2500MHz及2600MHz頻段之行動寬頻業務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修正草

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核發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籌設同意書。

核准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前）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投資威邁思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1,008,000股。

 104.6.1-104.6.30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28

NCC NEWS



日       期 事                                  項

104年6月1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

清單計450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9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5件。

許可新北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新北市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並核發第1期之營運許可

證。

審議通過「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執行要點」第3點、第14點修正草案及函釋有線

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應提撥當年營業額1％至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專戶，並依本會法制作

業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104年6月2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

清單計468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9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7件。

審議通過：

一、核准三冠王及雙子星等2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每戶每月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

為新臺幣520元，並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二、前揭公司如履行下列事項，向本會陳報具體執行情形及後續辦理規劃，並經本會確認後

另函通知，自通知送達之次月一日起，本年度每戶每月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

535元：

（一）網路優化，進行光節點切割，提供訂戶至少200M以上之寬頻服務。

（二）建構能與訂戶互動，具主動外撥電話、工程主動檢測、業務巡迴服務、及年度活

動宣導等功能之數位服務平臺。

（三）配合臺南市政府電子化服務及低收入戶優惠服務。

三、對於前已預繳收視費用之訂戶，不得要求追繳差額；另重新核定收視費用自其生效日起第

1個月為優惠期，仍適用原核准之收視費率，且不得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

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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