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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台灣疫情升溫，民眾對於疫情資訊的需求持續增長，然而在寬
頻及行動裝置普及的環境下，台灣民眾獲取新聞資訊的來源管道有了轉變。本期
NCC News包含五篇文章，首先從2020年電視使用行為與滿意度調查看起，帶領
讀者了解台灣民眾影音節目使用行為的樣貌，以及民眾對於本會相關政策的滿意
度。

民眾影音使用行為的轉變與產業新型態服務勃興密切相關，隨著各式不同
OTT TV服務在台開展，台灣傳統廣電面對的競爭更為加劇，亞洲視訊產業協會

（Asia Video Industry Association, AVIA ）在今年舉行的高峰會亦以「 串流影音服
務-商業模式變化的面向 」等主題邀請全球影音產業界進行討論，本期內容將分享
高峰會相關內容作為各界面對產業變化之參照。

本會作為廣電監理主管機關，組織法第1條即明訂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維護國民權益並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為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本會近期透過編
輯室公約之簽署與實踐，賦予廣電產業工作者制度性保障，相關國外對於編輯室
公約之規範及國內近況可從「 編輯室公約研習及彙整 」一文中探詢。

在維護國民權益部分，性別平權為當代各國關注焦點之一，靜宜大學大眾
傳播學系陳韻如助理教授從英國與美國性平政策談起，給予我國廣告性平相關建
議。

若要促進產業健全發展，從業人員專業素養毫無疑問是重要的一環，本會自
2007年起針對廣電從業人員辦理專業培訓課程，在疫情影響下今年度首次以線上
方式舉行，參加人數一舉突破千人，創下14年課程以來最多人參與紀錄，並獲得
參與學員超過九成的滿意度，本期內容將分享培訓內容。

以上為本期NCC News 5篇文章內容概述，希望讀者有所收穫，也歡迎各界
為營造通訊傳播健全生態一起共同努力。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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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隨著寬頻網路與行動裝置快速發展，民眾接收影視內容的管道趨向多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作為電視媒體監理機關，為瞭解視聽眾收視行為，對節目內容之滿意情形，以及對於本會重要政策及法規之了解程
度及滿意度，自2008年起定期辦理「 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 」委託研究案，以量化及質化之研究方法探究與分
析相關變化趨勢，以作為未來本會政策研議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之研究方法，調查收視者對不同視訊媒介服務之使用行為，第一階段為量化研

究，運用「 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分別用市話及行動電話進行電話訪問，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法，將抽樣母
體依縣市分層，再依各縣市13歲以上之人口比率隨機抽出所需樣本數，在信賴度95%下，臺閩地區22縣市至少完成
2,000個有效樣本，估計誤差不超過2.19%；網路調查則以電腦輔助網路訪問系統進行調查。

市話正式調查期間於109年8月10日至9月2日執行，手機正式調查期間於109年9月8日至9月14日執行，網路問卷
調查期間於109年9月2日至9月23日執行，調查共計成功訪問9,789份（ 市話完成2,115份，行動電話完成2,537份，網
路調查有效樣本數為5,137份 ）臺閩地區民眾（ 包含電視收視群及非電視收視群 ）。

第二階段為質化研究，分別針對「 一般收視者 」、「 特殊收視者 」、「 專家學者 」舉辦「 焦點團體座談會 」。一
般收視者共舉辦4場焦點團體座談會，分別邀請北、中、南、東部4區的一般閱聽人，對於內容呈現、廣告呈現與主
管機關管理之相關政策等進行深入探討；特殊收視者共舉辦5場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身心障礙者（ 視障、聽障 ）、
新住民、原住民、兒少等特殊族群，以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之需求與意見；最後1場邀請「 學者專家 」，分別
從傳播權觀點針對「 電視節目 」與「 廣告呈現 」提出政策建議。

三、研究發現
（一）量化研究調查結果

洞察未來 掌握數位匯流趨勢

從2020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看未來
視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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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成五民眾最近一週內有收看影音節目，未收看者以
沒有時間比例最高

研究結果發現，85%民眾最近一星期有透過電視、
手機或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15%表示都沒
有。進一步深究民眾最近一星期沒有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原因以沒時間（ 56.65% ）的比例最高，其
次依序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 14.72% ）、家裡沒有電
視或其他設備可以收看（ 12.85% ）、沒有收看的習慣

（ 6.69% ）、年紀大視力差（ 1.94% ）。

2.5.23%民眾從有線電視轉換為網路收視

觀察民眾收視影音節目平臺的狀況，民眾大多沒有
轉變，僅有11.50%有轉換或新增，其中有改變者為從有
線電視轉換成網路收視比例最高，占5.23%，其次則為新
增網路平臺收視2.24%、1.01%從有線電視轉換為MOD。

3. 民眾對於收視平臺整體滿意度以網路平臺最高

民眾對於收視平臺整體滿意度，以網路影音平臺最
高，占86.71%，其次為MOD，占70.79%，無線電視滿
意度則為66.21%，有線電視滿意度最低，占59.40%。

4. 網路為民眾獲取新聞資訊來源主要管道

民 眾 平 常 獲 取 新 聞 資 訊 來 源 的 管 道 以 網 路
（ 74.55%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電視（ 63.02% ），其餘
管道皆不到一成；另有1.58%表示不看新聞。

次序 資訊來源 比例

1 網路 74.55%

2 電視 63.02%

3 紙本報紙 8.87%

4 廣播 2.23%

5. 電視與網路之主要收視時段及時數無明顯差異

本次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包含電視及網路平／假日收
視的主要黃金時段，收視人數比例集中趨勢明顯。整體
來看，平／假日主要收視時段皆為18:00~24:00之間，
且電視與網路並無差異。

平日比例
(電視節目)

假日比例
(電視節目)

平日比例
(網路影片)

假日比例
(網路影片)

18:00-19:59 54.20% 39.73% 27.53% 24.46%

20:00-21:59 66.01% 44.30% 47.65% 34.48%

22:00-23:59 35.64% 25.19% 39.05% 27.44%

（ 1 ）電視收視時段及時數

甲、平日：民眾平日收看電視節目的主要時段以晚收看影音節目平臺的轉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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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8:00-9:59（ 66.01% ）的比例最高，其次依序
為晚上6:00-7:59（ 54.20% ）、晚上10:00-11:59

（ 35.64% ），其餘皆不到一成， 民眾平日每
天收看電視節目的平均時數為3.18小時。

乙、假日：民眾假日收看電視節目的主要時段以
晚上8:00-9:59（ 44.30% ）的比例最高，其次
依序為晚上6:00-7:59（ 39.73% ）、晚上10:00-

11:59（ 25.19% ）、下午12:00-1:59（ 17.57% ）、
下午2:00-3:59（ 16.33% ）、下午4:00-5:59

（ 14.87% ）、不一定晚上為主（ 10.08% ），其餘
皆不到一成，民眾假日每天收看電視節目的平
均時數為3.53小時。

（ 2 ）網路收視時段及時數

甲、平日：民眾平日收看網路影片的時段以晚上
8:00-9:59（ 47.65% ）的比例最高，其次依序為
晚上10:00-11:59（ 39.05% ）、晚上 6:00-7:59

（ 27.53% ）、晚上12:00-5:59（ 13.42% ），其餘時
段皆不到一成，民眾平日收視網路影片的平均
時數為2.80小時。

乙 、 假日：民眾假日收看網路影片的時段以晚
上8:00-9:59（ 34.48% ）的比例最高，其次依
序為晚上10:00-11:59（ 27.44% ）、晚上6:00-

7:59（ 24.46% ）、下午2:00-3:59（ 19.87% ）、
下午4:00-5:59（ 17.39% ）、下午12:00-1:59

（ 12.15% ），其餘時段皆不到一成，民眾假日
收視網路影片的平均時數為3.34小時，比平日
收看的平均時數2.80小時高。

6. 超過三成民眾收看電視同時使用手機

38.97%的民眾收看電視時同時使用智慧型手機，
3.44%同時使用筆記型電腦，3.26%同時使用平板電
腦，2.20%同時使用桌上型電腦，另有57.78%民眾沒有
使用其他設備。

7. 超過三成民眾認為新聞報導不公正

民眾對於臺灣新聞報導節目的整體滿意度，33.60%

傾向滿意，47.94%傾向不滿意，民眾認為電視新聞需要
改善的地方以新聞報導不公正（ 32.94% ）的比例最高，其
次依序為針對單一新聞議題大量重複報導（ 24.18% ）、報
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 18.10% ）、新聞臺整
體新聞報導可信度不高（ 17.74% ）、新聞對臺灣整體社會
的正面影響力不高（ 15.65% ），其餘項目不到一成。

（二）本會重要政策之調查意見
1. 本國自製節目

針對本國自製節目政策部分，超過半數民眾認為
「 規定戲劇、綜藝、兒童及電影四種節目類型的自製比
例 」是足夠的，而本國自製節目新播比率超過半數民眾
認為剛好。

調查方式 調查結果

偏多
剛好

偏少

太多 有點多 太少 有點少

市話 3.28% 2% 58.31% 8.29% 5.79%

網路 2.88% 8.36% 64.31% 2.06% 22.38%

頭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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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級制度

市話調查結果顯示，民眾認為電視分級制度需要改善的前三名以更嚴格規定限制級節目內容的比例最高，其
次為加強各級別內容的情節標示以及分級標示說明應該要更明顯。網路調查結果則為，廣告內容也應該分級比例最
高，其次則為加強各級別內容的情節標示、新聞內容也應該分級。

調查方式 分級制度建議改分級制度建議改善及比例善及比例

市話調查
更嚴格規定限制級節目內容 加強各級別內容的情節標示 分級標示說明應該要更明顯 不須改進

3.15% 2.16% 1.82% 75.55%

網路調察
廣告內容也

應該分級

加強各級別
內容的情節

標示

新聞內容也
應該分級

分級標示說
明應該要更

明顯

更嚴格規定
限制級節目

內容

應放寬規定
不同級別節
目播放時段

應規劃更細
的分級制度

放寬限制級
節目內容 不須改進

30.57% 28.45% 23.33% 20.51% 20.06% 15.8% 15.72% 11.46% 17.78%

3. 冠名贊助

針對不滿意冠名贊助的民眾，不論市話或網路調查其需要改善的地方，前三名皆為：過度宣傳或全程出現廠商
名稱，降低收看意願最高，其次為廠商名稱過長或字體過大、贊助商或產品形象與節目屬性不符。

冠名贊助需改善 市話調查比例 網路調查比例

1 過度宣傳或全程出現廠商名稱，降低收看意願 39.44% 71.36%

2 廠商名稱過長或字體過大 18.77% 48.97%

3 贊助商或產品形象與節目屬性不符 14.46% 43.99%

4. 節目名稱與廠商名稱容易混淆 12.09% 35.68%

4. 多元族群需求

民眾對於臺灣的電視節目是否滿足多數民眾需求的部分，市話調查顯示49.82%認為滿足，網路調查則有61.23%

認為滿足。針對無法滿足部分追問應該增加那些族群的電視節目內容，市話調查顯示前三名為：銀髮族、兒童與少
年、身心障礙者；網路調查前三名則為兒童與少年、銀髮族、婦女。

調查方式 需增加多元族群收視電視節目內容及比例

市話調查
銀髮族 兒童與少年 身心障礙者 新住民 原住民 婦女

46.05% 35.26% 32.67% 24.02% 21.80% 15.64%

網路調查
兒童與少年 銀髮族 婦女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54.13% 38.82% 30.34% 28.29% 21.35% 14.81%

四、結語
透過本研究可發現數位匯流趨勢下，民眾收視習慣已有所轉變，網路成為民眾獲取新聞資訊首要管道，且收視

平臺滿意度也以網路平臺為最高，本會作為電視媒體監理機關，因應產業變化，將持續了解民眾收視行為，以作為
政策規劃之參考。

06 ｜ 2021．DEC

HEADLINE NEWS



一、編輯室公約起源
查編輯室公約之起源多以德國經驗為參照，因應當時媒體併購風潮，媒體工作者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而發起編輯

室公約運動，國外已簽署編輯室公約者多以平面媒體為主，較為人知者如《 明星週刊 》、《 南德日報 》等，內容包含

記者之觀點保障及良心保障、人事事項之共同決定權等（ 按：「 觀點保障 」指媒體工作者面臨經營權易主而未獲留用

或其觀點與新經營者傾向不同時，於轉職之過渡期間不應由其承擔經濟上之不利益；「 良心保障 」指媒體工作者無須

昧於其良心撰稿或署名 ）。德國編輯室公約之內涵包含「 編輯的自主性 」及「 媒體勞動者思想、信念自由的保護 」兩

大核心原則，藉簽署編輯室公約之方式以達成內部新聞自由之目的，主要內容包含以下制度性之設計，賦予媒體工作

者一定的權限並規範媒體經營者一定之義務：

（ 一 ）代表權：如組成工會，賦予媒體員工代表與資方進行協商的權利。

（ 二 ）意見諮詢權與內部資訊取得權：對於有關媒體工作者（ 如編輯及記者 ）之內部人事、相關預算及重大決定做成

前，媒體工作者有請求內部資訊取得及形成共識之共同決定權，且資方有義務於事前向員工進行意見諮詢。

（ 三 ）理由請求權：若資方欲就新聞節目進行中止或變更時，媒體工作者有請求其具體說明理由的權利。

（ 四 ）公開權：若在意見諮詢與理由請求權程序進行後，媒體工作者仍無法接受資方主張，工會有權對外公開內部爭

議內容，訴諸公民社會輿論監督。

（ 五 ）人事權：對於資方的人事決定（ 如總編輯之任用 ），媒體工作者具有共同決定權，如得參與聽證或協商。

（ 六 ）而內部新聞自由在德國之發展，其訴求除制定並公開編輯室公約外，尚包含記者之良心及觀點保障，出版事

項、人事事項及經濟事項之共同決定權。

媒體需自律 自由應保障

編輯室公約相關研析及彙整

文｜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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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德國經驗為例
（ 一 ）學者認為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手段，分為國家立法、編輯室公約（ 團體協約 ）及個別勞動契約。雖透過國家立

法較能提供保障，但法理疑慮較高（ 即國家可否透過立法規範報業內部 ）；而屬私法自治範疇之編輯室公約運

動雖曾於1960-1970年代興盛一時，惟實際簽署之平面媒體比例不高；另勞動契約部分，資方可透過解雇員工

方式免除內部新聞自由之拘束。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此德國經驗以事後結果看來稱不上成功。

（ 二 ）而德國後續推動內部新聞自由之歷程，因概念內涵及法律論述仍存有高度爭議，使其大多仍停留在理論探討及草

案階段，至於具體成果（ 如法案、編輯室公約及團體協約等內容 ）則十分有限，法案部分較為人所知者，如1972

年「 意見自由形成保障法草案 」、1974年「 新聞法框架法草案」及1993年「 布蘭登堡新聞法 」（ 按：為德國唯一

將內部新聞理念形諸於法條者，即該法第4條，納入勞動契約、明訂出版原則及立場應定期公開、編輯政策列為

共同協議事項、納入編輯人員之觀點保障及良心保障；惟編輯室公約之簽訂並不具強制性，且公約內容應規範事

項未於法條中明訂；勞動契約為規範資方與媒體工作者之根本文件 ）。

（ 三 ）然「 布蘭登堡新聞法 」立法通過至今，布蘭登堡邦內迄今未有媒體簽署編輯室公約且未產生媒體工作者發起之

編輯室公約運動，而編輯室公約運動後來亦逐漸歸於沉寂。相較於無制定新聞法之德國其他地區，擁有勞工運

動意識及傳統之平面媒體，多以簽訂團體協約或編輯室公約方式以實踐內部新聞自由。依學者觀察德國經驗，

相較於立法等國家介入規範，由勞資進行溝通及角力，以及媒體工作者自身的努力，更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成

功的關鍵因素。茲因目前國內針對此部分研究之文獻較為不足，尚無法得知於「 布蘭登堡新聞法 」立法後，於

實務上是否引發並帶動後續編輯室公約簽署之風潮。

三、爬梳本國經驗
（ 一 ）第一波：過去自立報系經營權轉移帶起之編輯室公約運動為簽署編輯室公約的契機。學者認為自立編輯室公約

受阻主因為新資方無簽署誠意，且雙方缺乏互信。而學者亦指出，在新聞公信力不足、新媒體設立時，就會出

現簽署編輯公約的討論，以保障新聞專業自主及內部新聞自由。而自立報系工會爭取編輯室公約雖未成功，後

續也促成「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的誕生。後續伴隨「 公共電視法 」之制定，為確保中立自主性而納入編輯室公

約，公視於2000年簽訂，率先為廣電媒體踏出內部新聞自由及專業自主之第一步。

（ 二 ）第二波：

1.隨著媒體併購潮（ 如壹傳媒交易案、茂德入主東森案 ），隨之而起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興起成為另一波編輯室

公約簽署的契機。如2013年蘋果日報的編輯室公約（ 按：具有團體協約效力，包含勞資共同維護公正客觀立

場，不受黨派、商業或利益團體左右，報導不被收買，不刊登偽裝成新聞的置入性行銷，並定期檢討疏失。

蘋果日報工會有權代表編輯部員工向總編輯提出其的重大缺失，要求總編輯正式回復。另針對編輯部員工

的人身安全、訴訟扶助等進行保障，提升編輯部工作者的勞動環境等 ）；而壹電視工會亦提出編輯室公約草

案，以爭取內部新聞自由。

2.另如2018年東森的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 按：2018年4月24日簽署並沿用至今，雖不具團體協約效

力，惟東森曾於2018年9月27日與工會之團體協商會議中，針對團體協約草案內容達成共識，草案內容包含

涉及員工權益之工作規則工會得提出協調，工會組織與活動相關規範，工時認定及延長工時計算，勞工安全

衛生與職業災害，勞資爭議及職業災害等事項；後續工會雖未通過該團體協約，惟每年仍定期於第四季由勞

資雙方召開團體協商會議 ）。

3.另學者認為我國編輯室公約的具體實踐較為稀少且內涵較為不明，亦較難落實為團體協約，為保障記者的獨

08 ｜ 2021．DEC

COLUMN STORY



立性及專業性，立法保障記者的良心自由及觀點自由更為關鍵（ 如「 布蘭登堡新聞法 」之規範模式 ），資方

若違反將產生勞動法上之法律效果，而媒體工作者即得中止勞動契約並得請求資遣費。

4.本會為因應外界對於提升新聞自由之呼籲，亦推動「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 」草案，惟立法尚未通過。

（ 三 ）第三波：近年廣電事業亦陸續簽署編輯室公約，藉以維護內部新聞自由。

四、對於內部新聞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內涵
透過編輯室公約簽訂保障新聞自由，亦涉及多元主義之實踐，並有學者建議制定「 新聞媒體事業經營法 」，以

明確界定媒體事業所有權、經營權及編輯權之間的關係，像是媒體內部的重要事項（ 人事制度及編輯政策 ）由資方與

媒體工作者共同協商決定，納入新聞報導原則（ 新聞倫理、編業分離、更正答辯權 ），媒體工作者之內部救濟制度及

權利保障（觀點保障、良心保障、涉己事件 ）等。然有關外部多元性之相關內涵較多聚焦於後續反壟法之制定，惟

目前國內「 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 」草案尚待立法完成。

五、新聞自由及憲法保障之空間
另有學者主張，新聞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含內部及外部新聞自由 ），應以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 憲法所保障之

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義務，經由各種組織、程序與

實體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訊壟斷，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臺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

領域。 」作為規範的目的及立法者積極立法義務的限縮準則，亦即只有在防止資訊壟斷或避免多元意見散布出現危及之

際，立法者才享有立法進行制度性保障及立法形塑之義務，換言之，在此脈絡下才有憲法上的規範義務，而此尚需符合

比例原則之要求及必要性之檢視。此外，立法者對新聞組織內部規範之介入前提為客觀上存有言論市場壟斷或多元化危

機，並應透過可信的調查及標準來檢視，以避免立法瑕疵。如要求媒體經營者與媒體工作者簽訂編輯室公約，其限制

了經營者之新聞自由，需先通過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檢視，即適當性（ 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 ）、必要性（ 最小侵害原

則 ）及衡平性原則（ 手段與目的之間須合乎比例 ），同時應考量行政程序法第7條行政行為之比例原則。

六、目前國內編輯室公約現況
查目前國內已簽署編輯室公約（ 包含新聞自主公約、新聞製播公約等 ）之廣電事業，包含三立、東森、聯利、公視

及中視等共11家，彙整如附錄（ 附錄共計15部編輯室公約，其中包含尚未簽署之草案及目前已無新聞頻道之中天公司。

資料彙整並更新至2021年10月18日 ）。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已於2012年簽署「 中天電視新聞自主公約 」，惟其所屬之中天新聞台已於2020年11月18

日不予換照，目前該公司所屬頻道已無製播新聞（ 按：「 中天亞洲台 」申設案刻正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

本會 ）審理中，該頻道為規劃有製播新聞之綜合頻道 ）。

目前申設中之衛廣事業，已承諾若申設成功後將簽署編輯室公約並提供預擬之草案者，如鏡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擬

申設之「 鏡電視新聞台 」、長和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之境外頻道「 東森亞洲新聞台 」（ 按：東森亞洲新聞台編輯

室公約草案與「 東森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 」內容相同，其擬申設之境外頻道「 東森亞洲新聞台 」及「 東森亞洲衛視

台 」規劃製播新聞，預訂簽署對象為原頻道授權方香港東森亞洲衛視有限公司；本會已於2021年9月29日不予許可長和

公司3境外頻道申設案 ）。 

另查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申設之「 台灣生活新聞 」頻道案，該公司業已於2021年5月4日簽署「 鑫傳

國際多媒體科技新聞部編輯室公約 」（ 按：鑫傳公司之編輯室公約與三立之「 三立電視新聞部編輯室公約 」條文內容相

專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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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簽署對象為董事長與新聞部最高主管-新聞部經理，該公司復於2021年8月17日及2021年8月27日增修條文。另鑫傳

公司目前尚未成立工會 ）。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及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於2021年6月30日簽署編輯室公約，並已公告於官

網；查「 壹電視新聞台編輯室公約 」內容與「年代新聞台編輯室公約 」內容相同（ 按：壹電視由董事長練台生與新聞

部總監／新聞部勞方代表人余朝為簽署；年代由董事長練台生與新聞部經理／新聞部勞方代表人簡振芳簽署 ）。 

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刻正評估簽訂編輯室公約之可行性，預計6個月內規畫完成；另說明後續若簽訂編輯

室公約，將依新聞台實際作業所需，單獨訂定工作規則（ 按：亞衛所屬寰宇新聞台灣台、寰宇新聞台及寰宇財經台

有製播新聞節目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2021年9月1日正式簽署「 編輯室公約 」，由總經理及新聞台台長與新聞台各中心代表

簽署，並已於官網公告。

經彙整目前國內編輯室公約，比較分析如下（ 詳如附錄 ）：

（ 一 ）內容公開：除中視、台視及鑫傳尚未公告外，目前已簽署者皆已將相關內容公告於官網（ 按：申設中之鏡電視

及長和屬草案；壹電視及年代已公告；聯利2021年2月修改後版本已於官網更新 ）。

（ 二 ）簽署對象：

1.總經理與新聞部代表簽署：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中視、公視、華視。

2.董事長與新聞部代表簽署：三立（ 董事長與新聞部資深副總 ）、鑫傳（ 董事長與新聞部總經理 ）、聯利（ 董事

長、總經理、新聞部及節目部主管 ）、民視（ 董事長與新聞傳播群 ）、原視（ 執行長與新聞部代表 ）、壹電視

及年代（ 董事長與新聞部最高主管，並以新聞部最高主管為新聞部勞方代表人 ）。

3.公司代表與新聞部代表簽署：中天。

4.公司代表與工會或新聞部員工簽署：鏡電視（ 草案 ）。

5.總經理、新聞部主管與企業工會簽署：台視。

（ 三 ）與勞動保護相連結：中視（ 按：2021年6月15日中視評鑑合格函將以下列為負擔，新聞製播公約應納入「 本公約為

本台新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台不得因新聞部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

予不利之處分 」之規定，並應依限修正暨完成公約簽署後函送本會備查；查該公司以2021年9月10日中視總法字

第110001600號函復本會，業已將「 本公約為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

成要件，中國電視公司不得因新聞部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 」納入「 中國電視公司新聞製播公

約 」條文中，並已於2021年8月11日由董事長兼總經理胡雪珠與新聞部代表彭愛佳、張騄遠、陳百嘉、胡志成、

熊海瑞簽署，惟目前尚未於官網公告 ）；公視；原視；鏡電視（ 草案 ）；鑫傳（ 按：該公司已於2021年8月17日修

訂，將「 本公約位階為本公司新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新聞部

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分」之條文納入 ）；三立（按：已於2021年6月18日將「 本公約為本公司新

聞部門基本勞動條件之一，由本公司董事長及新聞部門勞方代表簽署後作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本公司不因新聞

部同仁主張本公約權利而予以不利益處分 」之條文納入，修訂後之版本並已於官網公告 ）；華視（ 按：已將「 本

公約為華視基本勞動條件之一，且應納入勞動契約中，華視不得因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益之處分 」

納入「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台編輯室公約 」條文中 ）。

（ 四 ）修改權限：

1.公司與新聞部擁有修改權限：三立、鑫傳、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中天、鏡電視（ 草案 ）、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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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經理與新聞部代表擁有修改權限：中視。

3.新聞部同仁擁有修改權限：公視、原視。

4.總經理、新聞部主管與企業工會有修改權限：台視。

5.新聞部最高主管（ 新聞部勞方代表人 ）及董事長：壹電視、年代。

6.修改後需經董事會備查：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中視、公視、原視。

（ 五 ）納入涉己事件：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聯利、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華視。

（ 六 ）納入觀眾申訴及更正機制：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中天、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

（ 七 ）明訂不得以人事獎懲制度等不利員工處分干預員工之新聞專業自主（ 非工作規則 ）：東森、東森亞衛（ 草

案 ）、聯利、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華視。

（ 八 ）新聞部最高負責人之人事權：鏡電視（ 草案 ），由公司任命聘請，若有不適任情形可提出不信任案（ 經投票表

決後另聘 ）。

（ 九 ）與新聞自律規範相連結：三立、鑫傳、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聯利、民視、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

代、台視、華視。

（ 十 ）與內部自律機制相連結：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

（ 十一 ）與製播規範／編輯守則／編輯方針相連結：三立、鑫傳、東森、東森亞衛（ 草案 ）、聯利、民視、中視、公

視、原視、中天、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台視、華視。

（ 十二 ）救濟制度（ 如有違反公約或自律機制，新聞部員工得向倫委會提案要求公司改進 ）：東森、東森亞衛（ 草

案 ）、鏡電視（ 草案 ）、壹電視、年代、華視（ 違反公約，可由內部主管或向外部公評人舉報 ）。

（ 十三 ）另查國內廣電事業已組成工會者包含東森、壹電視、民視、公視、原視、中視、華視、台視及三立，共9

家；惟三立部分目前似無運作。無線電視部分皆已成立工會。

七、結語
依本會組織法第1條規定，本會成立之目的即在於落實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並為維護

媒體專業自主。而透過編輯室公約簽署及實踐，即在維護內部新聞自由及媒體工作者之專業自主；因此本會刻正鼓

勵並推動編輯室公約，期賦予廣電產業媒體工作者新聞自由之制度性保障，提供其編輯自主的空間，俾保障內部新

聞自由，進而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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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內編輯室公約現況彙整（本會業管事業） 電臺與內容事務處（資料彙整至2021.10.18）表1

事業 三立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全民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名稱 三立電視新聞部
編輯室公約

東森電視新聞部
編輯室公約

TVBS新聞
編輯室公約

民視新聞
自主公約

中國電視公司
新聞製播公約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公共電視台
新聞製播公約

已簽署 ○ ○ ○ ○ ○ ○

已公告於官網
○

（ 2021年6月18日
修訂版本已公告）

○
○

（ 2021年2月9日
版本已公告）

○ △
尚未公告於官網 ○

簽署對象

董事長與新聞部
最高主管簽署
（原由總經理簽
署，後於2021年
2月17日由董事
長與新聞部最高
主管簽署）

總經理與新聞部
主管簽署
（代理商長和擬申
設境外頻道東森
亞洲新聞台，編
輯室公約擬由原
頻道授權方東森
亞洲衛視與其新
聞部簽署）

董事長、總經理、
新聞部副總經理、
節目部總監簽署

董事長與新聞傳播
群簽署

董事長兼總經理
與新聞部代表簽
署

總經理與新聞部主管
簽署

簽署／修訂日
期

2020年12月15
日簽署，2021年
2月17日修訂；
2021年6月18日
再次修訂

2018年4月24日
簽署
（前任總經理王智
應簽署，目前新
任總經理徐瑞勇
沿用此版本，公
約具延續性）

2020年7月1日簽
署，2021年2月9
日修訂

2019年5月10日簽
署

2012年8月23日簽
訂，已重新簽署
（ 2021年8月11日
修訂）

2 0 0 0年 7月 1 7日施
行，2019年10月22日
修訂

制定宗旨 為保障新聞專業
自主

為保障新聞專業
自主

為確保符合專業
自主精神，以提
供專業真實、公
正客觀之新聞資
訊為宗旨

為落實新聞專業自
主，確保新聞公平
報導及新聞獨立原
則

為保障新聞專業
自主，提供公正、
確實、客觀、多元
化之新聞資訊為
宗旨。中視新聞部
同仁誓言遵守民
主自由進步多元
之原則

依公共電視法第27條，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
落實言論自由，提供公
正、確實、客觀、多元
化之新聞資訊為宗旨。
公視新聞部同仁誓言
遵守民主自由進步多
元的原則

製作人制／
獨立編審

新聞部編輯室，
由新聞編審把關

新聞部編輯室，
設置獨立編審

設置新聞編審落
實內控

新聞傳播群副總經
理指揮督導新聞傳
播群業務

採製作人制，對
節目內容負責

採製作人制，對節目
內容負責

專業自主
公司及新聞部員
工應共同維護新
聞專業自主

董事會、總經理
及各部門主管不
得干預新聞專業
和自律空間

董事會、經營階
層或其他業務、
行政等主管不得
以 違 背 新 聞 專
業精神之任何理
由，干預新聞內
容與自律空間

民視任何董監事及
股東不得干預新聞
傳播群自主運作；
新聞傳播群主管不
得施加非專業之干
預，新聞傳播群同
仁亦應尊重主管基
於專業之指導並符
合新聞專業之要求

董事會、總經理
及各部門主管不
得干預專業自主
及自律空間

董事會、總經理、經
理等主管不得干預專
業自主及自律空間

新聞製播原則

董事長、總經理
及非新聞部門主
管不得強迫新聞
部同仁從事違反
三立電視新聞自
律規範的新聞報
導

董事會、總經理
及各部門主管不
得強迫新聞部同
仁違反新聞編輯
守則

T V B S新聞十誡  
若遇外部不當干
預，聯利媒體董
事會、經營階層
應支持TVBS新聞
獨立自主運作

任何人不得強迫新
聞傳播群同仁從事
違反民視新聞宗旨
與新聞自律規範之
報導

任何人不得強迫
新聞部同仁，從
事違反專業倫理
之新聞報導

任何人不得強迫新聞
部同仁，從事違反新
聞部編輯方針新聞報
導

與勞動保護
相連結

為新聞部門基本
勞動條件之一，
為勞動契約之一
部分，不因新聞
部同仁主張本公
約權利而予以不
利益處分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為新聞部基本勞
動條件之一，為
勞動契約構成要
件（ 2 0 2 1年 6月
15日列為評鑑負
擔；2021年8月11
日已納入條文）

為公視新聞部基本勞
動條件之一，為勞動
契約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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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

壹傳媒電視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年代網際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族電視台
新聞製播自主公約

壹電視新聞台
編輯室公約

（公約內容與「年代新
聞台編輯室公約」相
同，目前已簽署）

年代新聞台
編輯室公約 台視新聞編輯室公約

中華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台編輯室公約

已簽署 ○ ○ ○ ○ ○

已公告於官網 ○ ○ ○ △
尚未公告於官網 ○

簽署對象 原文會執行長與新聞
部代表簽署

董事長與新聞部最高
主管（新聞部勞方代表
人）簽署

董事長與新聞部最高
主管（新聞部勞方代表
人）簽署

總經理、新聞部經理
及企業工會理事長簽
署

由華視經營團隊、新
聞台各中心代表共同
簽訂

簽署／修訂日
期

2018年7月9日董事會
備查 2021年6月30日簽署 2021年6月30日簽署 2021年4月8日簽署 2021年9月1日簽署

制定宗旨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
主，落實言論自由，
提供公正、確實、客
觀、多元化之新聞資
訊為宗旨。原視新聞
部同仁誓言遵守民主
自由、族群平等及原
住民族主體的原則

為保障公司及公司新
聞部全體員工雙方權
益，促進事業發展，
維持編輯自主與新聞
自由

為保障公司及公司新
聞部全體員工雙方權
益，促進事業發展，
維持編輯自主與新聞
自由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
獨立、公正、真實及客
觀

落實專業自主與言論自
由，提供真實、客觀、
多元新聞為宗旨。新聞
台同仁在編採、製播新
聞、新聞性節目時，須
遵守以公共利益為優先
的核心價值，堅守與落
實新聞的專業自主與自
由

製作人制／
獨立編審

每日新聞（含族語新
聞）採編輯會議制；其
他新聞節目採製作人
制。由新聞部編採會
議及製作人對節目內
容負全責

新聞部 新聞部 新聞部 華視新聞台為華視之
新聞編採、製播單位

專業自主

董監事會、董事長、
執行長、副執行長、
經理、副理、主任等
一級主管，不應干預
新聞專業與自主空間

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新聞部主管，應善
盡公共責任，並謹守
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不得有濫用媒體公器
及侵犯新聞專業自主
行為；公司支持本台
現有自律機制運作，
尊重倫委會決議，不
以任何形式阻撓或暫
緩會議進行

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新聞部主管，應善
盡公共責任，並謹守利
益衝突迴避原則，不
得有濫用媒體公器及
侵犯新聞專業自主行
為；公司支持本台現
有自律機制運作，尊
重新聞評議委員會決
議，不以任何形式阻
撓或暫緩會議進行

董事會、經營管理階
層及非新聞部門主管，
不得以任何有違新聞
專業，干預新聞專業
和自律空間；新聞部
各單位主管應符合新
聞專業並嚴守自律規
範；若遇外部不當干
預，應支持台視新聞
立自主運作

董事會、總經理、新
聞台主管及華視其他
部門主管，不得以任
何違反新聞專業精神
的理由，干預新聞專
業和自主空間

新聞製播原則
任何人（或機關單位）
不應強迫新聞部同
仁，從事違反原視新
聞自主基本精神

公司應全支持本台編、
採、播人員竭盡可能，
真實、完整報導所有公
共議題，不為私利、無
所偏袒與畏懼

公司應全支持本台編、
採、播人員竭盡可能，
真實、完整報導所有公
共議題，不為私利、無
所偏袒與畏懼

新聞部同仁依「新聞
編採製播作業注意事
項 」作業，並經由各
專業主管共同開會討
論確定議題，編、
採、審流程不受公司
非新聞部門之干預；
並依新聞專業，從法
令、閱聽眾權益、新
聞自律規範等層面為
新聞製播把關

全體同仁應共同維護
新聞專業自主，不得為
私利，強迫新聞台同
仁，從事違反「公眾利
益」的新聞報導，應堅
守不受任何政府、政
黨、企業、廣告商等直
接或間接影響；應堅守
編業分離，各節新聞、
新聞性節目不得作置
入性行銷報導；編採製
播過程需做事實查證

與勞動保護
相連結

為原視新聞部基本勞
動條件之一，為勞動
契約構成要件，不得
因主張公約權利而給
予不利處分

△
編輯室公約係保障新
聞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
編輯室公約係保障新
聞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未規定

為華視基本勞動條件
之一，且應納入勞動
契約中，不得因同仁
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
給予不利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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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三立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全民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期限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以三年為期

修改權限

公司及新聞部得
依施行成效檢
討，如有增修變
更，新聞部最高
主管與董事長簽
訂後再行公布

公司及新聞部得
依施行成效檢討 未規定 未規定 總經理與新聞部

代表協商後修訂
新聞部同仁，必要時
得適度修改

修改是否需經
董事會 未規定

修改後應透過公
司官網公告，並向
董事會報告，以利
董事會共同遵循

未規定 未規定 修改後向董事會
報備後施行

修改後向董事會報備
後實行

涉己新聞處理
原則 未規定

涉己新聞定義：
涉及公司、關係
企業、股東、董監
事、員工之非公共
議題。報導、主播
及主持人之評論
應公正客觀，呈現
多元觀點。並應主
動揭露與新聞內
容間的關係及注
意報導比例

涉己新聞定義：若
涉及聯利媒體董
事會且非公共議
題。應依TVBS新
聞道德與採訪守
則規範之涉己新
聞原則處理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事實查證 合理查證 合理查證 反覆查證
真實至上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平衡報導 衡平報導 衡平報導 未規定

選舉新聞必須持平
衡報導原則，不可
偏袒，各方皆須報
導，避免私下參與
所主跑候選人的競
選活動

未規定 未規定

不當利益／
利益團體

不得收受不當利
益或受利益團體
利益交易或關說

公司及新聞部員
工不得收受不當
利益及受利益團
體利益交易或關
說

公司及新聞台員
工不得收受任何
不當利益，交換
或關說

如有衝突時，應多
迴避，並報請主管
另派其他同仁替代

未規定 未規定

觀眾申訴／
更正機制 未規定 查證後更正並應

立即回復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明訂不得以人
事獎懲制度等
不利員工處分
干預員工之新
聞專業自主

未規定

不得以人事獎懲
等不利新聞部員
工之處分，干預
或影響新聞部員
工對新聞處理之
不同觀點

不得以違背新聞
專業精神之任何
理由，干預新聞
內 容 與 自 律 空
間，包括人事獎
懲等方式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備註
已成立「三立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
工會」

已成立「東森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企業工會」

已成立「民間全民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工會」

已成立「臺北市中
國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企業工
會」

已成立「財團法人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企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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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

壹傳媒電視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年代網際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電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期限 以三年為期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修改權限 新聞部同仁，必要時
得適度修改

應由新聞部最高主管
（勞方代表人）與董事
長簽訂後公布

應由新聞部最高主管
（勞方代表人）與董事
長簽訂後公布

如有增修變更，應由
總經理、新聞部最高
主管及台視企業工會
簽訂後再行公布

納入內部法規，如遇
窒礙難行，得經華視
經營團隊、新聞台各
中心代表雙方合意後
進行修訂

修改是否需經
董事會

修改後向基金會董事
會備查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報請董事會核備通過

後施行

涉己新聞處理
原則 未規定

應依「壹電視涉己新聞
處理原則」辦理，遵守
自律規範及製播準則

應依「年代新聞台涉己
事務之製播規範 」辦
理，遵守自律規範及
製播準則

未規定

報導涉己新聞時應清
楚標示；應呈現多元
意見。嚴守公正報導
原則，提供各方當事
人說明機會，不應排
擠其他新聞篇幅

事實查證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合理查證 事實查證

平衡報導 未規定

處理新聞不得違反真
實與平衡原則  涉己新
聞應嚴守平衡報導原
則，不排擠其他新聞
露出

處理新聞不得違反真
實與平衡原則  涉己新
聞應嚴守平衡報導原
則，不排擠其他新聞
露出

平衡報導 真實與平衡原則

不當利益／
利益團體 未規定

本台不受政府、政黨、
宗教、商業或其他團體
左右，而有迴避或美化
負面新聞，渲染正面新
聞

本台不受政府、政黨、
宗教、商業或其他團體
左右，而有迴避或美化
負面新聞，渲染正面新
聞

公司及新聞部員工不得
收受任何不當利益，或
接受任何政府、政黨、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益團
體之利益交換或關說，
而製播任何悖於新聞自
律規範之報導

全體同仁不受任何黨
派、商業、宗教、或其
他利益團體左右，新聞
台不受任何政府、政
黨、企業、廣告商等直
接或間接影響

觀眾申訴／
更正機制 未規定

如經查證確認有誤，
或閱聽人／受訪者合
理批評，應遵照自律
範，予以澄清、更正

如經查證確認有誤，
或閱聽人／受訪者合
理批評，應遵照自律
範，予以澄清、更正

未規定 未規定

明訂不得以人
事獎懲制度等
不利員工處分
干預員工之新
聞專業自主

未規定

1.工作規則牴觸公約者
無效，公司無正當理
由不得以人事獎懲手
段等不利處分干預新
聞部之新聞專業與自
主空間

2.公約內容係保障新聞
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與公司工作規則，有
同一效力

1.工作規則牴觸公約者
無效，公司無正當理
由不得以人事獎懲手
段等不利處分干預新
聞部之新聞專業與自
主空間

2.公約內容係保障新聞
工作者之勞動權益，
與公司工作規則，有
同一效力

未規定
各部門主管不得對檢
舉人有任何不利之人
事措施或處分

備註
已成立「臺北市財團
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
業基金會企業工會」

1.已成立「壹電視工
會」

2.支持自律機制運作，
若其決議窒礙難行得
經新聞部同意後向倫
委會反映。違反編輯
室公約或自律機制之
決議，新聞部員工得
向倫委會提案要求公
司改進

3.如指派新聞部員工從
事高風險採訪，應為
員工投保，並落實人
身安全重於報導與設
備原則

1.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未成立工會

2.支持自律機制運作，
若其決議窒礙難行得
經新聞部同意後向新
聞評議委員會反映。
違反編輯室公約或自
律機制之決議，新聞
部員工得向新聞評議
委員會提案要求公司
改進

3.如指派新聞部員工從
事高風險採訪，應為
員工投保，並落實人
身安全重於報導與設
備原則

已成立「臺灣電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
工會」

1.已成立「台北市中華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企
業工會」

2.任何同仁違反本公約，
可由內部越級申訴方
式或向外部公評人舉
報。由內部主管或外
部公評人與新聞台各
中心代表召開會議，
進行調查。若對懲處
結果不服，可依人事
評議委員會設置管理
準則提出申訴

3.保護檢舉人。各部門
主管不得對檢舉人有
任何不利之人事措施
或處分

專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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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編輯室公約現況彙整（其他事業，為近期本會受理之申設案，其中包含申設中事業所提供尚未簽署之草案及目前已
無製播新聞之事業所提供已簽署之公約內容）  電臺與內容事務處（資料彙整至2021.10.18）表2

事業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長和傳媒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鏡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新聞部
編輯室公約
（公約內容與「三立電視新聞
部編輯室公約」相同；目前
「台灣生活新聞」尚在申設
中，刻正由本會審理中） 

東森亞洲新聞台編輯室公約
草案
（草案內容與「東森電視新聞
部編輯室公約」內容相同，
尚未簽署；本會已於110年9
月29日不予許可「東森亞洲
新聞台」等頻道申設案）

中天電視新聞自主公約
（目前該事業已無製播新聞之
頻道；「中天亞洲台」尚在
申設中，規劃為有製播新聞
之綜合頻道，刻正由本會審
理中）

鏡電視新聞台新聞編輯室公
約草案
（尚未簽署，目前「鏡電視新
聞台」尚在申設中，刻正由
本會審理中）

已簽署 ○ 尚未簽署 ○ 尚未簽署

已公告於官網 尚未公告 尚未公告 ○ 尚未公告

簽署對象 董事長與新聞部最高主管簽
署

總經理與新聞部主管簽署
（由代理商長和申設境外頻
道東森亞洲新聞台，編輯室
公約擬由原頻道授權方東森
亞洲衛視公司與其新聞部簽
署）

中天電視代表人與新聞部門
協調訂定

鏡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工會或
新聞部員工（甲方 ）與鏡電
視公司簽署（乙方）

簽署／
修訂日期

2021年5月4日簽署；2021
年8月17日（新增第7條，與
勞動保護相連結）；2021年
8月27日再次修訂

僅為草案 2012年8月 僅為草案

制定宗旨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

為確保公信力和專業水準，
提供公正、確實、客觀、多
元化之新聞資訊為宗旨；分
為中天電視代表人誓言及新
聞台同仁誓言

為保障雙方權益，促進事業
發展，維持鏡電視新聞台編
輯自主與新聞自由

製作人制／
獨立編審

新聞部採製作人制，由製作
人為新聞節目內容負責

新聞部編輯室，設置獨立編
審

新聞台同仁在新聞台編輯方
針指導下，對新聞及節目內
容負全責

新聞部副總為新聞部最高負
責人，由公司任命聘請，如
有不適任，可提出不信任
案，並經投票表決結果，另
聘新聞部副總

專業自主 公司及新聞部員工應共同維
護新聞專業自主

董事會、總經理及各部門主
管不得干預新聞專業和自律
空間

董事會、總經理、經理等主
管，不得以任何有違新聞專
業精深的理由干預新聞台之
新聞專業和自律空間

公司應尊重新聞部員工為專
業新聞工作者，不得要求新
聞部員工從事業外工作

新聞製播原則

董事長、總經理及各部門主
管不得強迫新聞部同仁從事
違反新聞自律規範的新聞報
導（2021年8月27日修訂，
修正後為各部門主管）

董事會、總經理及各部門主
管不得強迫新聞部同仁違反
新聞編輯守則

任何人都不得強迫新聞台同
仁，從事違反新聞基本精神
及新聞台編輯方針的新聞報
導；如遇外界不當干預，
董事會、總經理、經理等主
管，應維護新聞台之新聞獨
立自主

雙方應共同維護新聞專業自
主；堅守編業分離，不得刊
登置入性行銷報導；雙方共
同遵守現有自律機制（節目
製播準則，內容編審制度，
客服準則，新聞自律倫理委
員會）

與勞動保護相
連結

2021年8月17日修訂，為新
聞部基本勞動條件之一，應
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
件，不得因新聞部同仁主張
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
處分

未規定 未規定
效力視同團體協約法所稱之
團體協約，如團體協約未完
成，視同為雙方之團體協約

期限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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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長和傳媒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鏡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修改權限

公司及新聞部得依施行成效
檢討，如有增修變更，新聞
部最高主管與董事長簽訂後
再行公布

公司及新聞部得依施行成效
檢討

若有須修改或調整，得由新
聞台同仁與中天電視代表人
協調後進行修改

經一方提議，須徵得另一方
同意修訂，雙方協商修正

修改是否需經
董事會 未規定

修改後應透過公司官網公
告，並向董事會報告，以利
董事會共同遵循

未規定 未規定

涉己新聞處理
原則 未規定

涉己新聞定義：涉及公司、
關係企業、股東、董監事、
員工之非公共議題。報導、
主播及主持人之評論應公正
客觀，呈現多元觀點。並應
主動揭露與新聞內容間的關
係及注意報導比例

未規定

涉己新聞定義：報導內容涉
及公司、公司之股東和經營
團隊相關企業或人士之行
為、言論及其內容和產品。
應遵守涉己事務處理原則，
公司並應揭露利益關係。不
應排擠其他新聞版面

事實查證 合理查證 合理查證 未規定 未規定

平衡報導 衡平報導 衡平報導 平衡的專業標準，處理新聞
資訊

處理新聞不得違反真實與平
衡原則；報導涉己新聞時，
應嚴守平衡報導原則

不當利益／
利益團體

不得收受不當利益或受利益
團體利益交易或關說

公司及新聞部員工不得收受
不當利益及受利益團體利益
交易或關說

遇有與職責可能牴觸的機
關、企業或金融利益時應主
動申報，新聞台主管應依利
益迴避原則分派任務；不利
用新聞媒體之身分謀取個人
利益

不受任何團體影響，迴避或
美化負面報導，刊登無新聞
價值報導；不受任何利益團
體交換、關說

觀眾申訴／
更正機制 未規定 查證後更正並應立即回復 若有錯誤發生，必須盡速更

正

若經查證確認有誤或利害關
係人合理之批評，應播送更
正啟事

明訂不得以人
事獎懲制度等
不利員工處分
干預員工之新
聞專業自主

未規定

不得以人事獎懲等不利新聞
部員工之處分，干預或影響
新聞部員工對新聞處理之不
同觀點

未規定

1 .工作規則牴觸公約者無
效，公司不得因工會及其
會員主張公約權利而給予
不利之處分

2.不得因新聞部員工對本台
缺失提出改進建議而給予
不利處分

3.不得以新聞部員工參與公
司團體活動（運動會或尾
牙 ）與否作為有利或不利
處分依據

4.不得以人事獎懲手段等任
何不利處分干預新聞部新
聞專業與自主空間

備註

1.尚未成立工會
2.該事業既有頻道「中台灣
生活網頻道 」及「冠軍夢
想台 」皆適用於「鑫傳國
際多媒體科技新聞部編輯
室公約」

1.納入工作倫理
2.新聞報導原則
3.新聞台同仁不擔任黨職，
參選公職均應事先辭去新
聞台職務

4.保護秘密消息來源
5.新聞台同仁在工作以外就
公共議題發表任何意見
時，須以個人身分發表

1.適用於具有工會會員資格
之鏡電視新聞部員工

2.明訂記者採訪的工作時間
計算，員工投保，職務涉
訟協助等

3.納入新聞倫理與自律機制
（若倫委會失去原有功能，
可組成臨時監督委員會）

4.甲方如認為乙方違反本公
約或自律機制決議時，應
向倫委會要求乙方改進

專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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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亞洲視訊產業協會（ Asia Video Industry Association，簡稱AVIA ）1991年5月28日在香港成立，原名「 亞洲有線

暨衛星廣播電視協會 」（ Cable and Satellite Broadcast Association of Asia, CASBAA），後隨著網路科技進步，為
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並持續促進亞洲影視產業環境持續茁壯成長，於2018年更名為AVIA，目前會員包含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內容製作、OTT、電信產業與諮詢顧問公司。

AVIA每年下半年定期舉辦的年會（ AVIA Video Summit，簡稱AVS ）暨政策圓桌論壇（ AVIA Policy Roundtable, 

簡稱PRT ），係為亞洲影音內容市場之重要交流互動平臺，固定與會來賓包含各國政府機關，業界來賓則包含有線電
視、衛星電視、內容製作、OTT（ Over The Top ）業者、電信產業與諮詢顧問公司等。為強化國際交流，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自2006年起每年均派員參與前揭年會暨政策圓桌論壇。

此外，該協會亦定期舉辦一系列影視產業相關之研討會，增加會員之間交流，OTT高峰會即屬於此類研討會性
質，該高峰會自2014年起每年召開，本年為第8年度舉辦，並邀請各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免費參加，本會今年首次獲
邀參與此會議，該會議於2021年3月29日至4月1日舉辦，據AVIA官方新聞稿統計，本年參與OTT高峰會之各國代表
約900人，包含80多位來自全球影音產業的專家及領導者。

二、OTT高峰會議程摘述及本會代表參與場次說明
2021年OTT高峰會因應新冠疫情關係，係透過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舉行，議程包含四大主題：「 串流影音服務-商

業模式變化的面向 」、「 內容與獲利 」、「 付費串流影音的廣告策略 」與「 投資新科技 」，充分反映匯流時代下影音
產業積極朝向串流影音服務發展，包含商業模式、內容策略、數位廣告及新科技投資等高度競爭的態勢。

本會代表參與線上會議之場次列出如下：

邁向後疫情時代 數位轉型襲捲而來

參加2021年OTT高峰會《串流影音的未來》
（ The Future of Video Streaming）心得分享

文｜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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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領未來：後疫情時代之串流影音新趨勢（ Pulling the Future Forward: What Video Trends Are We Seeing Post 

COVID-19? ）

（ 二 ）從串流影音集成商的觀點：討論如何推動串流影音服務（ The Aggregator View: What Does the Streaming 

Carriage Deal Look Like Today? ）

（ 三 ）從內容提供者的觀點：討論如何推動串流影音服務（ The Content Provider View: What Does the Streaming 

Carriage Deal Look Like Today? ）

（ 四 ）廣告制隨選視訊（ AVOD ）、訂閱制隨選視訊（ SVOD ）及免費增值（ Freemium ）：如何實驗這些商業模式
（ AVOD, SVOD, Freemium: How Has the Experiment Been? ）

三、OTT高峰會紀實（專題演講及OTT業者綜合與談）
（一）引領未來：後疫情時代之串流影音新趨勢專題演講

1.美國為目前全球串流影音發展最成熟、競爭最激烈市場

來自加拿大演講者Matthew Ball在該場演講一開始即先說明選擇美國串流影音市場進行全球趨勢觀察的原因如
下：

（ 1 ）美國是目前全球OTT發展最成熟的市場（ 根據講者的統計，全美OTT收視總時間約占全美總影音收視時間
25％以上 ）。

（ 2 ）美國是OTT競爭最激烈與最有價值的影音市場（ 價值預估達3,500億美元 ）。

（ 3 ）美國閱聽眾在影音內容消費時數最長（ 每天約收看5個小時以上影音內容 ）。

（ 4 ）目前全球領先的串流影音業者和OTT領導業者大多來自美國或是將總部設置於美國。

2.美國串流影音市場洞察：業者競爭情形 

美國OTT業者多採併購方式進軍OTT市場，美國從2019年底至2021年有許多大型媒體業者透過併購、整併方
式壯大影視內容，相關競爭情形，概述如下：

（ 1 ）2018年美國電信商龍頭之一AT&T併購時代華納公司（ Time Warner，現稱華納媒體 WarnerMedia ），後於2020年
推出HBO Max（ 僅先在美國提供服務，臺灣截至2021年11月底仍以HBO GO提供服務 ），自2021年開始，華納
兄弟電影出品的電影院線片上映首日，就會同步上架HBO Max。

（ 2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與維亞康姆媒體集團（ Viacom ）合併組成ViacomCBS公司，原隸屬於CBS旗下的
串流媒體CBS All Access正式更名為Paramount+，並擁有「 教父 」、「 變形金剛 」等派拉蒙影業知名電影版權。

（ 3 ）美國迪士尼公司於2019年收購 21 世紀福斯後，透過併購方式掌握美國串流影音平臺Hulu經營權，並於2019年底
推出Disney+（ 迪士尼自身的串流影音服務 ），2019年先於北美、荷蘭、澳洲、紐西蘭、波多黎各上線，2020年
於歐洲、印度、拉丁美洲提供服務，最近則在2021年2月23日於新加坡上線（ 臺灣於2021年11月12日上線 ），擁
有迪士尼、皮克斯、星際大戰、漫威影業等知名影視版權，被視為網飛（ 以下簡稱Netflix ）最強勁的對手。

（ 4 ）此外，在美國串流影音市場高度競爭之態勢下，未必每位業者都能成為贏家，例如索尼（ Sony ）已關閉直播電視
串流媒體服務 PlayStation Vue；主打「 行動優先 」的好萊塢精緻短影音串流平臺Quibi於2020年推出後，僅維持6

個月便宣告結束服務；YouTube亦宣布結束高質量原創劇集市場，不再投資原創劇集製作。

3.美國串流影音市場洞察：閱聽眾「 跳躍式 」訂閱行為

隨著串流影音服務選擇多元化，講者引述《 彭博 》（ Bloomberg ）報導指出，閱聽眾出現「 跳躍式」訂閱行
為，他們可能會前一個月為了追某劇而訂閱某平臺，並在不同的串流平臺間換來換去。據講者提供統計資料，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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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眾在去（ 2020 ）年第三季，約有6成家庭曾訂閱2

個以上串流服務，其中有3成家庭曾訂閱5個以上。而
在臺灣也有類似的使用行為，根據本會「 2020年通訊
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 」調查，臺灣閱聽眾家中有
付費訂閱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於2017年至2019年
間維持2成左右，但於2020年上升至35.4%，且根據關
鍵議題研究中心調查，我國閱聽眾每人平均會訂閱3.2

個串流影音產品，顯示我國閱聽眾也會為了喜歡某個
戲劇或電影而訂閱超過1個以上的串流影音產品。

4.持續強化自製內容投資，且發展在地化內容更為重要

美國OTT業者持續強化內容產製策略，諸如迪士尼
宣布加倍2021年OTT內容發行與製作計畫。Ruko（ 為全
美排名第一的OTT機上盒影音平臺，自行研發平臺作業
系統，並以出售電視盒、電視棒獲利，在美國市場市占
約4成 ）宣布開始投入自製原創內容。Paramount+著重
於投入運動賽事Live轉播。

另一方面，講者指出，在地化影音內容已經成為國
際串流影音業者留住在地閱聽眾之關鍵（ Loca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例如印度花了數十年打造自己
的寶萊塢電影產業，因此目前印度電影票房前50名中有
46部都是印度自製的寶萊塢電影。此外，中國大陸也是
類似的發展模式，從2009年、2019年及2020年下半年
中國大陸電影票房營收比較，2009年時中國大陸前10大
賣座電影中好萊塢電影占5部，到了2019年，中國大陸
前10大賣座電影好萊塢電影僅剩2部，2020年中國大陸

前10大賣座電影全部都是中國大陸自製電影，好萊塢電
影已跌出榜外。

（二）串流影音業者競爭策略綜合與談 
1.「 串流影音集成商 」及「 內容供應商 」名詞說明

AVIA執行長Louis Boswell先就「 串流影音集成
商 」及「 內容供應商 」進行說明，其中「 串流影音集成
商（ aggregator ）」係為「 整合各家串流影音內容商的
內容，上架於自身串流平臺並向閱聽眾提供服務及內
容 」，因此集成商大多為電信業者或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等大型媒體娛樂集團，例如新加坡電信（ Sintel ）、
新傳媒（ MediaCorp ）、馬來西亞Astro控股私人有限
公司（ 馬來西亞跨國傳媒娛樂投資公司 ）；在臺灣則類
似中華電信MOD、凱擘集團、遠傳電信等。「 內容供
應商 」則為「 自製或提供串流影音內容 」，像是BBC、
HBO、Discovery，另外像是Netflix、愛奇藝等也算
是內容供應商，除自製內容外也整合、購買不同版權
內容，而現在許多的內容供應商除了透過串流影音的
集成商平臺提供訂閱服務外（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B2B2C ），也可以透過本身的app／網站提供
閱聽眾直接訂閱（ Direct to consumer, D2C ）。

2.串流影音集成商與內容供應商互利結盟

對於串流影音集成商與內容供應商而言，與會代表
普遍同意，雙方互利結盟是維持穩定成長及持續獲利關
鍵，說明如下：

中國大陸2009年、2019年及2020年下半年賣座電影趨勢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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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於串流影音集成商而言：維持平臺中立性，透過
整合結盟提供多元內容留住閱聽眾。維持集成商之
平臺中立性有助於廣納多元的影音內容，而內容供
應商一直是串流影音集成商重要的結盟夥伴，雙
方互相合作，並透過集成商所提供單一平臺整合
多元內容與大數據分析，可根據不同的目標閱聽眾
族群提供差別化的內容與收費包裝，創造自身的品
牌價值，讓更多閱聽眾願意花更長時間，觀看其平
臺上多元授權內容。此外，持續優化閱聽眾的平臺
使用體驗，包含維持串流平臺使用上的流暢度和便
利性，確保影音播放畫質和穩定度，可以讓整體服
務更加分，此外，影音的分類整理也很重要，好的
分類能讓閱聽眾在尋找時更加快速地找到想要的內
容，增加競爭力。

（ 2 ）對於內容供應商而言：跨平臺合作提升內容兌現
（ monetisation ）綜效。現行串流影音內容供應商除
了Netflix、Amazon外，有多數為傳統跨國付費電
視頻道／娛樂內容製作商，包含BBC、Discovery、
WarnerMedia、Disney等，其中BBC與Discovery

代表均認為，經營傳統付費頻道是很重要經驗，現
在多數內容供應商均朝向跨平臺提供多元類型的影
音內容（包含付費電視頻道及串流影音平臺等）發
展，而與串流影音集成商合作的好處在於能更快速
觸及更多閱聽眾（ more accessible ），擴大其內容
兌現的範疇。另一方面，與會代表均同意，重視在
地市場並持續製作閱聽眾喜愛的內容（ the content 

for customer love ）是重要內容策略，包含3個重
點，其一為透過結盟策略進入在地市場，Netflix代
表及Discovery均認為，透過與串流影音集成商結盟
合作，讓他們的內容能上架在地集成商的平臺，發
展在地市場，而不必各自花費龐大的平臺營運成本
及行銷資源，並接觸到更多在地閱聽眾（ more set-

top boxes and be available to every consumer ）。
其二為投入更多資金製作與在地市場業者合作製作
在地化內容，有助於提高閱聽眾對內容投入及互動
率，據統計亞太地區國家包含中國大陸、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臺灣及泰國閱聽眾，對於在地化內
容喜好程度很高。其三為多元類型內容，例如BBC

及Discovery代表強調將持續投入製作包含戲劇、兒
童、動物、紀錄片等多元類型內容。

（三）OTT廣告制／訂閱制／免費增值商業
模式綜合與談

1. 串流影音服務之收費制度說明

現行串流影音的收費制度主要分成3種收費方式，
分別為訂閱制（ SVOD ）、廣告制（ AVOD ）及兩者混合
制-免費增值（ Freemium ）。訂閱制的OTT係由使用者
支付月租費即可不受限制地觀看隨選的影音內容，無
廣告且能享受更好的收視品質與操控快感。廣告制的
OTT，使用者雖然不需付費，但可觀看隨選的視訊內容
有限，而且播放過程中會插入廣告，廣告主支付的費用
就是用來補貼閱聽眾本應支付給內容供應者的費用。免
費增值（ Freemium ）商業模式，即只有在需要更多加值
服務時，才另外付費的網路影音平臺。

2.以廣告制吸引閱聽眾，再用訂閱制及綑綁銷售提高獲
利

有關前述3種模式，何種模式將會成為主流？與會
代表普遍認為在全球OTT產業高度競爭下，業者會依照
不同地區市場之閱聽眾消費行為差異，混合採取前述3

種商業模式，通常會先以廣告制提高市占率，讓OTT服
務觸及大量消費者，等市場規模夠大，就開始推出訂閱
服務，惟就近來實務而言，除了訂閱制成為主流商業
模式外，業者經常透過綑綁服務組合（ 例如透過綑綁有
線、無線電視、寬頻或行動用戶等，並提供免費OTT服
務作為誘因 ）來吸引閱聽眾付費觀賞。

與會代表均認同，對串流影音業者而言，不論採
取那一種商業模式，廣告仍然扮演重要營收來源之一，
妥善運用AI的力量與大數據可分析閱聽眾收視品味、行
為及預測消費習慣，將廣告更巧妙地置入影音內容，
創造更身臨其境的內容體驗，提高閱聽眾對於內容投
入，並藉此提升廣告接觸率（ Integrate better, better 

communication ）。

四、心得及建議

（一）扶植本土內容產製
本次高峰會之與會業者代表咸認OTT本質仍是一

場「 內容為王 」的戰爭，且將「 跨國合製在地化內容 」
視為區隔自身產品與吸引閱聽眾眼球的重要策略。近年
來，國際業者如Netflix、HBO、Disney相繼在臺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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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製作團隊合拍影視節目（ 近期知名的劇集如做工的人、戒指流浪記及想見你等 ），有助於我國影視產品打開國際市
場，惟發展我國本土內容除了資金挹注、國內產業的通力合作外，政府政策擘劃與協助也很重要。

有關扶植本土內容之政策，歐盟業於2020年修訂通過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AVMSD ），其中「歐洲作品準則
（ Guidelines on European works ）」要求隨選視訊服務的歐洲作品占比須達30%，而本會亦於研訂《 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法 》草案中有相關討論。

（二）關注國內外業者綑綁銷售商業模式，以確保閱聽眾權益
從串流影音集成商及內容供應商之互利結盟綜合與談中可觀察到，為豐厚自身服務，串流影音業者除了合縱

連橫整合多元版權內容，並將綑綁銷售視為有效且重要的營運策略，比較常見策略係透過整合傳統有線電視及電信
業者進行綑綁銷售，例如跨國媒體娛樂集團華納媒體（ 母集團為美國電信龍頭AT&T ），旗下擁有有線電視、無線
電視、寬頻或行動用戶等，現在也開始與其集團所推出的HBO Max串流影音服務進行綑綁銷售，冀望提高華納媒
體集團內所有商品／服務的附加價值。在臺灣也有類似的合作模式，包含Netflix與中華電信MOD進行銷售合作、
Disney+與台灣大哥大合作、LiTV提供整合電視頻道串流與隨選視訊之銷售合作、CATCHPLAY+與HBO GO合作，
將HBO GO 旗下全部內容上架到自家平臺上，並成立「 HBO GO 」專區。

針對業者整合結盟及綑綁銷售策略，值得本會注意之處在於，當串流影音業者持續替綑綁方案增加新東西時，
可能會到達一個認知落差的臨界點，串流影音業者覺得自己推出的方案「 很超值 」，惟亦存在閱聽眾有可能會感到

「 被綑綁銷售綁架 」隱憂，回到類似過去傳統有線電視為人詬病的吃到飽套裝，內容雖包山包海，但很多內容質量
不佳；本會身為通訊傳播產業之監理機關，建議可持續觀察國內外影音市場之跨平臺、跨媒體綑綁銷售情形，以保
障閱聽眾視聽權益（ 如：收視品質保護及閱聽眾個資保護等 ）。

（三）關注影視產業競爭情勢變化，作為研議相關法規政策之參考
串流影音服務已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並已帶來全球視訊產業競爭情勢變化與閱聽眾使用行為改變，而本次高峰

會亦提及閱聽眾出現「 跳躍式訂閱行為 」，且為避免閱聽眾出現訂閱疲勞，業者積極朝向跨平臺、跨媒體整合，形
塑大平臺競爭模式，諸如結合有線電視、IPTV之多頻道視訊與串流影音服務，壯大市占率並留住閱聽眾。

根據我國文化內容策進院所公布「 2020年臺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計畫 」，閱聽人使用社群網路平臺
（ 68.0% ）收看影劇節目的比例，已經幾乎等同於與一般電視管道（ 69.6% ）；收看時間甚至超越電視的一天1.59小
時，達到一天1.65小時，由此可知，我國閱聽眾愈來愈依賴串流影音服務。對於本會而言，密切關注串流影音服務
競爭情勢變化，除有助於保護閱聽眾權益外，觀察在地業者和國際串流影音業者產業競爭動態，將有益於敦促業者
善盡在地責任及義務、進而擘劃健康而公平競爭之產業環境。

綜上，考量匯流時代技術演進及創新商業模式不斷推陳出新，須確保管制政策能與時俱進，建議本會持續關注
影視產業變化對於我國所造成影響，包含在地影視產品競爭力、在地專業人才就業情形、市場壟斷情形及閱聽眾權
益等，作為後續制訂相關法規政策之重要參考，以促進我國通訊傳播產業健全發展，提升我國視訊產業於國內外之
競爭力。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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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許月苓（ 2020 ）。【 關鍵議題研究中心 】台灣六成人口使用線上影音服務，如何全盤了解OTT產業的使用者數據。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44728（ May 9, 2021 ）

3. 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0 ）。2020 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計畫。取自：https://taicca.tw/article/6ed44bb4（ May22,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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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性別迷思 提升平權意識

我國廣告性平建議―以英、美廣告性平政策為
參照

文｜陳韻如

一、前言
全球媒體監測計畫（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GMMP ）2015年報告1指出，2005年至2015年間全球媒

體的各項指標顯示改變都是緩慢、遲滯的，媒體中只有10%新聞主角是女性，挑戰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只有4%，與
2005年相比幾乎沒有改變。

近期英國和美國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來推動改變。2018年12月英國獨立機構廣告標準局（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公布禁止有害的性別刻板印象廣告，並於次年6月實施；在美國，則是美國最大的廣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廣告主協會（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於2016年聯合公民團體與廣告量測業者共同推動＃SeeHer運動，
並開發性別平權指標量測工具，希望提升女性在廣告與節目呈現中的真實性與正確性。

本文探討英國及美國近年推動的廣告性平政策與方案，從臺灣目前的問題及規範，以性平的觀點評估目前不足
之處，並提出未來政策之建議。

二、英國廣告的性平政策

（一）推動歷程
2018年12月，英國的獨立機構廣告標準局（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正式宣布禁止所有強化「 有害的

性別刻板印象 」（ harmful gender stereotypes ）的廣告內容。新規定已於2019年6月生效，廣電與非廣電媒體一體適
用。

針對性別歧視或刻板印象廣告的禁令早有先例，例如挪威早在1978年就禁止帶有性別歧視意味之廣告；西班牙
於2004年禁止包含性別暴力內容之廣告，其他有類似法令的國家還有比利時、法國、芬蘭、希臘、南非與印度2。事
實上，英國已於2015年第一次下架以骨瘦如柴模特兒為主角的廣告，接著於2017年提出廣告內容不得宣傳女性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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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者，男性成為科學家之內容，直到2018年才訂立
廣告新規定。

監管機構有權檢視並下架違規廣告的新規定在2019

年6月剛上路時，引發執行面與可行性之質疑。隨後於是
年8月，英國廣告標準局（ ASA ）在接獲民眾檢舉，經審
查後首度開鍘，禁播兩則廣告，其中一則為Volkswagan

電動車廣告，廣告標準局認為，該廣告內容展現男性與
女性性別刻板印象之直接對比，因而禁播 3；另一則為
Philadelphia的起司廣告，廣告標準局認為，該廣告助長
男性不太會照顧新生兒的刻板印象，也遭禁播。

（二）各推動機關權責
廣告新規定是由廣告事務委員會（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CAP ）與廣電廣告事務委員會
（ Broadcasting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  

BCAP ）共同擬出，由廣告標準局（ ASA ）判定並執行。
這兩個委員會與ASA同樣都屬英國廣告業的自律與共同
監管（ co-regulatory ）機制，但各司其職：CAP掌管非
廣電類廣告及直銷和行銷活動相關規範之訂定，涵蓋平
面媒體與電影及DVD等的廣告、促銷活動及直銷的傳
播；而BCAP則負責制定廣電類廣告的相關規定4，包含
電視購物、電視頻道的自我宣傳、互動電視的廣告，以
及廣電媒體中的節目贊助；而ASA負責執行CAP與
BCAP規範、監督廣告是否違規與執行下架廣告等處
分，ASA接受民眾對廣告的投訴並公告其審理結果。

2018年12月公布的新規定是ASA對廣告性平問題進
行調查之後向CAP與BCAP提出的建議。新規定在CAP

非廣電廣告規範（ the CAP Code ）第4-9條，與BCAP廣
電廣告規範（ the BCAP Code ）第4-14條載明：非廣電
類的廣告與行銷企劃與廣電類的廣告「 皆不得包含具嚴
重冒犯意味或可能造成傷害的性別刻板印象內容 」5 。
兩個委員會也針對2018年的新規定提供更明確的指引：

「 有害性別刻板印象廣告內容指引 」（ Advert is ing 

Guidance on Depicting Gender Stereotypes Likely to 

Cause Harm or Serious or Widespread Offense ），作為
廣告標準局（ ASA ）評斷廣告是否違反規定的依據。指
引詳細說明各種可能違規的性別刻板印象的廣告情節等
內容，也提供廣告與媒體業者製播之前能夠有所依循。

負責執行廣告規範的ASA是由廣告業者出資成立但
獨立運作的監管機構，與CAP同為英國廣告業彰顯自律
的表徵，而ASA的管理權力由英國政府監管媒體與通訊

的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授權運作。ASA

執行之業務涵蓋規範頒布、監看各類廣告、以及接受民
眾的投訴，ASA內部設有獨立的委員會負責審查廣告是
否違反規範，並定期公布審查的結果。

ASA監看各類媒體中的廣告與促銷活動的傳播，檢
視廣告內容，並且提供廣告主、代理商及媒體業者相關規
定的諮詢。在CAP與BCAP制定的新規定公告實施之前，
ASA對廣告有違性別平權內容的審視標準與裁決也繼續
為通行的規範。2018年12月ASA於官網發布一項建議，內
容中指出有些廣告中的性感化與物化是一種冒犯6，特別
是與產品無關的性感，例如速食店廣告中穿著性感的女
性，或做出性感姿態的影像；另一項重要的規範是「 身
體形象 」的社會責任7，2015年ASA曾禁止聖羅蘭廣告採
用瘦骨如柴的模特兒，2018年10月指示整型美容業者不
應該在廣告中暗示整型沒什麼而且很多人都這麼做，這
會讓對自己身體欠缺安全感的年輕人構成順從的壓力。

（三）規範內容
廣 告 事 務 委 員 會（ C A P ）針 對 有 害 的 性 別 刻 板

印象廣告發布的新規定，也制定廣告內容指引（ the 

Advertising Guidance ），用以支援CAP規範第4-9條規
定與BCAP規範第4-14條規定，提供可能違規之廣告情
節與相關規定的詮釋，讓廣告業者與媒體可以有所遵
循。違反規定之廣告所描述的情景如下：

（ 一 ）呈現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廣告內容

1.家中髒亂不堪，男性在一旁休息，收拾環境的
工作全落在女性身上。

2.直接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如男性的大膽冒險直
接對比女性的敏感脆弱。

3.順應性別刻板印象而無法完成事情之描述，如
男性不會換尿布、女性不會停車。

4.描述女人不顧工作會議遲到也要化妝，暗示女
人重視外表甚於專業。

5.男性因展現情感脆弱的一面而遭貶低。

（ 二 ）呈現性別刻板印象中的「 理想體態 」

1.個人所有問題都因為符合刻板印象的體態改變
迎刃而解。

2.描繪個人的體態是在感情與社交關係成功的重
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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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以兒童為標的或聚焦於兒童的廣告內容

1.廣告不應明顯地描繪兒童因其性別而被排除或
退出一項活動。這並不反對廣告描繪兒童從事
與他們性別刻板印象相關聯之活動，使用與性
別刻板印象相關聯之顏色、語言、音樂或場
景。

2.廣告想要強調男孩與女孩刻板印象式的人格特
質的對比，例如男孩的勇敢和女孩的體貼，須
小心處理。以對比的刻板印象特徵明顯地將兒
童貼標籤，這種方式強化兒童認為因他們的性
別而什麼可以做或不能做，更可能有問題。

（ 四 ）以潛在脆弱群體為主的廣告內容

1.以新手媽媽為標的的廣告暗示迷人的外表或保
持家中一塵不染比諸如情緒健康等其他因素更
重要。

2.以年輕人為目標的廣告暗示一種理想化的、性別
刻板印象的身體外表或特定體型是社交或愛情成
功的必要條件，或暗示他們如要爭取他們同儕的
接納，就必須以外表為重，放棄其他特質。但這
並不排除廣告凸顯健康的或迷人的或成功的個人
或描繪充滿魅力或激勵人心的情景。

（ 五 ）呈現「 違反 」性別刻板印象之廣告內容

1.男性因為做了「 通常是女性的角色或工作 」而
遭到貶低。

2. 嘲笑違反性別刻板印象的個人或群體

三、美國節目及廣告性別平權推動- 
GEM性別平權量測推廣

（一）推動歷程
2016年，美國最大、有百年歷史的全國廣告主協會

（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ANA ）8及其次
級委員會家庭娛樂產業聯盟（ All iance for  Family 

Entertainment,AFE ）聯合促進性別平等的公司女性商
數（ The Female Quotient, TFQ ），與從事廣告量測的
廣告基準指標公司（ Advertising Benchmark Index, 

ABX ）共同推動 #SeeHer運動，期望在2020年前讓女性
在廣告／節目中呈現的真實性與正確性提升20%，以紀
念美國婦女投票權通過百年。隔年，ANA、TFQ與ABX

開發性別平權量測工具（ Gender Equality Measure, 

GEMTM ），提供廣告主對廣告與節目中無意識之偏見做
出更好之決策。

ANA更進一步向白宮倡議 #SeeHer運動，並在邀
請超過50位廣告主出席的2016年美國婦女峰會（ United 

State of Women Summit ）中進行討論 9，訴求更多關
注。白宮同時關注媒體在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領域中呈現女性形象偏低，期望透過 #SeeHer

提升更多關注。

（二）推動內容 
性別測量工具GEM透過量化方式詢問消費者對於

節目或廣告中女性形象的反應，以同意程度作答，來
衡量女性在媒體及廣告中的形象。GEM量測雖然在美
國才啟用4年多，但目前已由全球14國廣告市場採用，
GEM主要題項包括：

1.我對於女性在媒體中的呈現評價很高

2.媒體的描繪尊重女性

3.媒體對於女性的描繪不恰當

4.女性被呈現的方式能作為其他年輕女性或其他女性的
良好榜樣

如今已有上萬則廣告透過GEM方式量測，每年並
會有兩次針對Nielsen熱門節目衡量其GEM得分，美國
頂級廣告主正將GEM評分作為其廣告購買評估的創意
及媒體檢視過程指標。

從量測結果來看，GEM得分高的廣告提升了品牌
聲譽11%，同時提升消費者26%購買意願，其中女性消
費者更是提高了45%的購買意願。除此之外，結果亦顯
示GEM分數高的廣告，其廣告效果較佳 1 0，而分數低
的 廣 告 則 效 果 不 彰 。 A N A 與 A F E 也 會 藉 檢 視 廣 告

（ advertising ）與節目策劃（ programming ），讓廣告
主了解什麼樣的廣告內容是有效的，並借助廣告主的力
量，擴大＃SeeHer倡議的影響力。

2019年8月，SeeHer廣告導演研究（ the #SeeHer 

Advertising Directors Study ）以288則30秒的電視廣告做
為樣本，每則廣告都請150位民眾評分，民眾的性別比例
則比照美國人口比例資料。288則廣告中，49則為女性導
演作品，239則為男性導演作品。研究結果顯示，比起由
男性導演的廣告，女性觀眾認為女性導演的作品不須藉

國際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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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貶低男性，便能更真實、正確地呈現女性形象，89%

的女性導演廣告作品其GEM分數皆高於100。11 

在此研究之前，美國知名零售業與消費者分析公司
IRI針對SeeHer訴求，研究女性廣告呈現與銷售之間關
聯。結果顯示，高GEM分數與購買意願及銷售量呈正
相關。12 GEM分數高的廣告若搭配進同樣得到高分
GEM的節目當中，銷售量將大幅增加。13 具有開創性的
SeeHer運動利用推動女性的適當的廣告呈現，不僅以
數據分析證明在螢幕上正確呈現女性形象帶來的收益，
同時也帶動廣告業及媒體在性別平權上的努力。

四、我國的廣告性平政策

（一）現況
1.  廣告性別刻板印象

臺灣媒體的性別刻板印象也相當普遍，女性在媒體
的角色不是良家婦女就是性玩物，這現象可在廣告、電
影、音樂、雜誌、報紙女性版，或是新興線上遊戲等不
同媒體內容得到類似的觀察（ 楊芳枝、蕭蘋，2014 ）。

在社會對平等的要求下媒體也做了轉變，但即使
女性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已在家庭之外的公領域嶄露頭
角，但在相關的媒體再現與論述形構中，仍然總是將她
們在公領域的專業表現，連結至家庭與母職的形象（ 陳春
富，2011； 倪炎元，2002；陳志賢、蕭蘋，2008 ）。家
庭仍是持續不墜的主題，但對男性與女性則有不同的描
繪，家被視為女性角色展現的空間，對男性則代表著對
成家的承諾（ 陳春富，2011 ）；而且與家庭事務相關的這
類廣告之中，女性角色仍然佔了大部分，例如米（ 呂明心
等，2016 ）與家電（ 黃瑞禎2008 ）的廣告，流行文化中性
玩物形象則有朝向情慾主體化的發展，從玉女轉變為慾
女（ 楊芳枝，2012 ）；但女性身體的裸露和自我觸碰與屈
從退讓的姿態在廣告中仍然普遍，對女性身體的物化，
這些影響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 何欣容，2018 ）。

2. 我國對廣告的規範

臺灣現階段並沒有像歐美等國針對廣告的性平政
策，也沒有像英國一樣成立獨立的監管機構，由於廣告
同時涉及商品與服務行銷推廣，同時也是傳播且大多與
媒體有關，相關法規及主管機關相當分散。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NCC ）考量傳播媒體是形塑「社會
性別」形象的重要來源，以及民眾對性別角色偏見提出

質疑與檢討，於2010年首先制定「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
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以促進廣播電視節目、廣告內
容尊重性別、性傾向差異，並消除歧視、偏見、刻板印
象，進而呈現性別多元角色，創造友善性別空間。

NCC「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
提供廣電媒體製播性別相關議題內容之參考，而廣電媒
體於節目或廣告中對於性別相關議題內容之呈現也將納
入NCC的評鑑與換照之參考。

（二）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指導原則
2016年修正後的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指導原

則的主要內容如下：

1.  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 1 ）不得洩漏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之身分資訊。
（ 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

條 ）

（ 2 ）不得洩漏人口販運被害人之身分之資訊。（ 人口
販運防制法第22條 ）

（ 3 ）不得播出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及公序良俗之內容。
（ 廣播電視法第21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5條及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 ）

（ 4 ）不得對涉及裸露、性行為、色欲或具性意涵之電
視節目內容未依規定為適當之節目分級標示。

（ 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

條 ）

（ 5 ）不得於標示為普遍級之電視戲劇節目中出現任何
會加深暴力印象與衝擊之情節（ 例如家暴、霸凌
弱小劇情視為自然情節而未予譴責，或刻意呈現
掌摑婦女、兒童之暴戾畫面 ）。（ 電視節目分級
處理辦法附表2 ）

（ 6 ）不得播出猥褻、有傷害風化之化粧品廣告。（ 化
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 ）

（ 7 ）不得播送或刊登跨國（ 境 ）婚姻媒合廣告。（ 入
出國及移民法第58條 ）

（ 8 ）不得報導或記載遭受迫害（ 例如受到強迫、引
誘、容留或媒介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之兒童或少
年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 ）

（ 9 ）不得播送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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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播送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8、40、50條 ）

（ 10 ）不得恣意猜測或影射性侵害、不雅照之受害人
身分，使人名譽或權益受到損害。（ 廣播電視
法第22、23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4、45條；
民法第18條、刑法第309、310、313條 ）

2. 避免不宜之呈現方式

（ 1 ）不宜刻意以畫面、語音或文字凸顯任一性別之性
特徵。

（ 2 ）不宜以窺探、偷拍、嘲諷或誇大方式處理性別議
題。

（ 3 ）以事實為基礎之內容（ 如新聞、時事報導 ）：

1.涉及性犯罪、性暴力或與性別相關之內容時，
應謹慎處理畫面及聲音。

2.不洩漏家暴受害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之資訊。

3. 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或偏差性別觀念

（ 1 ）避免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刻板印象，而有歧
視、偏見、貶低、揶揄之言論或行為。

（ 2 ）不宜渲染特定性別特徵之優勢、描述其為人生成
功之有利條件、直接物化任一性別，或影射其與
金錢利益之關聯。

（ 3 ）探討社會事件應基於事實避免汙名化或對當事人
之性別、性傾向、性格等特質，或穿著、容貌等
外在身體特徵作不當之連結。

（ 4 ）於兒童及少年慣常收看電視之時段，宜特別注意
節目、廣告內容之情節，避免影響或誤導兒童、
少年之性別觀念。

（ 5 ）不宜讓兒童、少年從事與其年齡不相當的性感演
出或廣告。

4.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 1 ）積極消除或導正傳統習俗中對性別之偏見、禁忌
及刻板印象。

（ 2 ）尊重多元性傾向者及多元性別角色之呈現，並維
護其表達自我權益。

（ 3 ）任何性別在多元社會各領域中，均應受到尊重，
並肯定其對社會貢獻之能力。

（ 4 ）傳達性別平等意識與消除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 5 ）給予關心性別平等議題之產、官、學界及民間組
織充份發聲空間，包容多元的意見。

（ 6 ）培養兒童、少年尊重多元性別、性別特質或性傾
向。

5. 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 1 ）廣電業者應提供其員工性別平權及包容多元性別
之相關教育訓練，並宜搭配具體案例分析比較，
以強化從業人員之性別平權觀念。

（ 2 ）廣電業者應參考本原則，針對不同之節目類型及
播出時段，於相關自律倫理規範中訂定具體落實
之執行細節。

五、推動政策建議
NCC除了針對性別平權制定「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

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也在為媒體業者舉辦的媒體識
讀研習中加入性別平權課程，期望媒體工作者就媒體與
性平的議題深入探討與意見交流。NCC的「 廣電媒體製
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並非以廣告為目標所制
定的規範，而且非廣電媒體的廣告也無法規範到；但是
作為廣電媒體的監管機關，開始將性平納入傳播的規範
的確是重要的一步，也符合國際的潮流。目前各國及相
關國際組織都鼓勵管制機構採取積極的政策介入，歐盟
2013年的報告指出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應鼓勵積極的實質
步驟，不應只是被動地承諾性別平等，還應促成積極的
行動方案（ 蕭蘋，2017: 151 ）。就廣告性平政策未來可
行的建議如下：

（一）推動廣告業專業公會的參與
NCC的指導原則涵蓋範圍廣，新聞、廣告及節目都

包含在內，因此規範的條文都比較籠統，相對地，英國
廣告標準局（ ASA ）在宣布禁止所有「 有害的性別刻板
印象 」新規定，並且提供「 有害性別刻板印象廣告內容
之判斷標準 」，內容詳細指出可能違規的情節，讓廣告
業者與媒體業者都能有所遵循。美國的方式採取性別平
權量測工具（ GEM ），由消費者對廣告進行評估，GEM

的結果可以讓廣告主參考。由於GEM高的廣告獲得較佳
的聲望，這方式可以鼓勵更多廣告主製作更具平權觀念
的廣告。英國與美國的推動者都是廣告業的專業公會，
英國由業界自主成立自我監管組織，美國的全國廣告主
協會（ ANA ）也建立業者自我監管的守則與措施，在性

國際瞭望

272021 NCCNEWS．12月號｜



平方面則是藉由推動#SeeHer運動以及推出性平量測工
具GEM，這也是NCC及各部會性平主責單位可以考量
的作法，鼓勵廣告與媒體業者建立性平的倫理守則，處
理民眾對廣告的投訴，同時由業者自我監管機構對廣告
進行監測與研究，並且將監測與投訴結果對公眾公開。

（二）建立橫跨各部會的性平推動平臺
廣告本身涉及不同政府部門與法規，而NCC只能

監管廣電媒體，至於戶外廣告以及網路與平面媒體的廣
告，都不屬於NCC的職權。若要推動更大範圍的性別
平等，政府可以考慮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設置推動跨部
會廣告平權的平臺。成立跨部會平臺的好處是可以統整
分散於兒童與少年福利、衛生、廣播電視、刑法與民法
等廣告相關法規，再加上性平與社會責任相關倫理守
則，提供更全面與完整的廣告規範給廣告與媒體業者遵
循。行動方面，性平處可委由學者就國內行銷活動與廣
告的性平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掌握我國行銷傳播與廣告
中的性平問題；另一方面邀集廣告主、代理商與媒體等
業者與推動性別平權的公民團體，共同討論如何改善行
銷活動與廣告對特定性別的歧視、物化、及刻板印象
化，以協商制定行銷與廣告的性平倫理守則，提供廣告
業者與媒體業者企劃與製播更具性別友善的廣告。最
後，行政院性平處應透過協調臺灣廣告主協會共同合作
建立GEM，或鼓勵專業公會或協會採用GEM，定期進

行消費者對廣告評估的調查，並且公布廣告的量測結
果，以鼓勵更多廣告與媒體業者採取對性別平權更積極
的行動與措施。

（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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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參與 學習無遠弗屆

辦理年度專業培訓課程
期許「優質廣電 陪你無限」

文｜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數位匯流浪潮改變普羅大眾閱聽型態，多元觀點百花齊放之際，媒體傳遞資訊的正確性對民主之影響受到關
注，為提升媒體專業，遏制不實資訊，並強化廣電從業人員專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辦理年度媒
體素養培訓課程。

一、累計逾千人參與線上課程
本年度課程分為「 廣播場 」4場、「 電視場 」3場次及「 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工作坊 」3場次，在疫情衝擊之

下，首次透過線上直播方式舉行，累計共1008人次參與培訓，創下本會辦理14年培訓課程以來最多人次參與的紀
錄。課程涵蓋事業營運發展、推動性別平權、健康傳播與消費者保護、隱私或被害人保護及司法人權、兒少保護、
維護身障權益、風險溝通、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等議題，整合邀請24位產、官、學及非營利組織講師協助授課，透
過相關講授帶給學員多元的觀點。

二、培訓課程涵蓋面向多元
考量學員皆為從業人員，為求課程帶給學員實質

幫助，縮小「 理論 」與「 實務 」的差距，除了邀請學術
界及中央或地方的專家學者擔任講師，亦邀請在人權推
動領域有豐富經驗的非營利組織，如中華民國聽障人協
會、台灣照顧管理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兒福聯
盟、靖娟基金會等，分享實務經驗及線上交流。另外也
邀請衛星公會、緯來及TVBS等產業先進擔任講師，分享
電視節目分級實務、新聞內容自律實務、廣告內容自律
實務等議題，提供業界經驗參考，促進產業自律，邁向
良性發展。

本年度以線上直播方式辦理培訓課程，邀請陳耀祥
主委致詞圖1

圖片來源：計畫執行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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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來勢洶洶的新媒體，本會也特別邀請OTT協會分享國際經驗及新媒體商業模式，希望能協助產業跳脫舊有
框架，在數位匯流媒體齊放的時代，找出新定位。

至於在假訊息防制部分，今年度3場工作坊的課程講師皆來自通過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FCN（ International Fact-

checking Network ）認證的機構，分別為：「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及「 MyGoPen 」，講師以同步國際的查核工具進行
案例解析，並與學員共享如何進行查核實作。

本會的「 電視社會新聞報導違法裁處案例分析研究計畫案 」成果甫於9月底出爐，為發揮研究成果的影響力，本
年度培訓課程邀請計畫主持人擔任「 電視社會新聞報導違法裁處案例 」講師，課程進行８則案例探討，總結電視新
聞的製播問題，如負向新聞主題、小報化的感官視覺處理等問題，最後再提供新聞主題、報導角度、素材來源、視
覺形式及聽覺呈現等五大製播建議。希望能透過理論與實務並行的課程內容，協助業者落實法遵。

三、經營社群平臺提供交流空間
本年度培訓除線上課程外，另透過經營社群，發布課程相

關資訊、提供疑問懶人包、當日即時課程花絮等，提供相關從
業人員下載、取閱，目前社團人數已達400餘人，藉此打造業
者可即時討論與交流分享之互動平臺。

四、課程滿意度超過九成
為瞭解專業培訓是否符合與會者需求，本年度培訓課程亦

安排課後滿意度問卷調查，針對課程內容、促進交流、業務助
益及整體滿意度等進行調查與了解；初步統計結果顯示本年度
滿意度超過90%，由此可見本會辦理年度培訓課程對廣電從業
人員有實質助益，本會後續將就調查內容進行綜合分析，以作
為後續辦理活動之調整參考。

邀請各領域非營利組織擔任講師，教材內容多元，促進多方對話圖2
圖片來源：計畫執行團隊

社團即時分享當日課程圖3
圖片來源：計畫執行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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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10.09.01-110.11.30

110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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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0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

許可國聲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
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

許可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
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

審議通過「 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後續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發布事宜。

110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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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3件。

審議通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管理法案件裁量基準 」（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
宜。

110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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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4件。

審議通過「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報請行政院續行討論，並依
行政程序函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10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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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8件。

長和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 東森亞洲衛視台 」、「 東森亞洲新聞台 」、「 東森亞洲幼幼台 」案，經審查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條第3項規定，不予許可，理由如下：
一、長和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3境外頻道之所有權、經營權、節目之產製及廣告排播之決定，均屬東森電

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惟該公司既為本國公司且領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以代理人模式申設境外頻道，
顯為規避管制。

二、長和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3境外頻道之人力及片庫等軟硬體資源仍多與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疊，針對製播本國節目之人力配置及投資本國節目之相關資源，亦未見顯著投入，節目內容與東森電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頻道相較，亦無充足之區隔或互補，於市場多元性、消費者收視權益、本國節目內容投
資、整體產業發展及促進區域文化交流，增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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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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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件。

審議通過「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110年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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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6件。

審議通過「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電信管理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
第14條附表9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規費法函洽財政部同意「 電信管理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修正草
案後，再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併為辦理發布事宜。

110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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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11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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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件。

110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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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6件。

一、以附負擔許可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緯來戲劇台 」、「 緯來育樂台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負擔內
容為：該公司應自許可換照之日起3年內改正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1項規定情事。該公司如未於期限
內改正完成，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廢止許可並註銷執照。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以附負擔許可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負擔內容為：該公司
應自許可換照之日起3年內改正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第1項之黨政軍條款情事。如該公司未於期限內改
正完成，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廢止許可並註銷執照。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11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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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許可中嘉集團所屬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家和、北健、三冠王、慶聯、港都、雙子星及數位天空服
務等12家系統經營者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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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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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1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0件。

一、民視新聞台110年3月15日播出「 民視晚間新聞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並提出書面具體改善
計畫：

（ 一 ）製播新聞應善盡查證，引用網路資訊因非第一手資料，仍應向當事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查證，且不應過
度推斷。另引用新聞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舊資料畫面時，應明確標示訪問時間，避免造成閱聽眾錯誤
認知。

（ 二 ）日後辦理教育訓練時，將本案列為教育訓練資料。
二、民視新聞台110年4月5日播出「 台灣最前線 」節目，不予處理。
三、東森新聞台110年1月29日播出「 關鍵時刻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並提出書面具體改善計

畫：
（ 一 ）政論節目來賓言論不宜使用誇張、煽動、過度推論之用語，節目主持人亦應適時提醒與監督來賓言論，

並提供多方說法予以平衡。如涉及具體明確資訊者，應落實事實查證，倘涉及政府施政，亦應向相關單
位查詢確認。

（ 二 ）日後辦理教育訓練時，請將本案列為教育訓練資料。
四、中視新聞台110年2月22日播出「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並提出書面具體

改善計畫：
（ 一 ）引用其他媒體播出內容作為新聞素材時，應就引述內容多方查證、比對，善盡合理查證原則。
（ 二 ）平衡報導須符合比例原則，對於兩造相對內容呈現及時間長度等差異，不宜有明顯落差。
（ 三 ）新聞標題與敘事框架宜中立，不應武斷或具引導性。
（ 四 ）與疫情相關之新聞內容應避免以聳動性方式呈現，以免造成民眾恐慌而致有妨害公共秩序之情形。

五、三立新聞台110年5月24日播出「 新台灣加油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 一 ）應落實內部控管機制，加強標題編審作業之精確性，避免將特定區域標籤化。
（ 二 ）節目來賓評論應保持客觀理性，對特定行業從業人員應避免歧視或汙名化。
（ 三 ）節目針對不妥內容致歉應具體明確，主播口述內容應與標題同步連結。
（ 四 ）本案列入教育訓練之案例。

六、三立新聞台110年5月26日播出「 新台灣加油」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並提出書面具體改善計
畫：

（ 一 ）節目來賓發言應善盡事實查證，尤其在指涉特定人事物等事實時，應再三確認，避免錯誤。
（ 二 ）節目製作及後製程序應更為嚴謹，本案請列為內部教育訓練案例，以強化新聞專業。

11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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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2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9件。

11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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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2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4件。

審議通過特定電信服務市場界定公開諮詢意見研析及預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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