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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 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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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6 年 /记者无国界组织 0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 ,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 日本 "1.2追

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 , 我们不难发现 ,不同时期其 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 "本文从戒严统治

时期 !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 ,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 ,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 , 以期

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

一 !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 ,台湾新闻丧失了 /第四权 0的本义 ,仅仅作为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0而存在 ,言论 !新闻自

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 新闻自由无法伸张 "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 /人民有言论 !讲学 !著作 !出

版之自由 "0其中的 /言论 自由 0 !/出版 自由 0概念表明 /宪法 0保障 /新闻自由 0 ,然而在解严前 ,台湾新闻自

由仅仅作为 /宪法 0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 ,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 "戒严统治时期 ,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

和民众 , 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 /限张 !限纸 !限证 !限价 !限印 0一报五禁的 /报禁 0,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

进行严密管制 ,还实施了 5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 < 九项禁令 > ) 6 !5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

物管制办法 6 !5出版法 6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 , /其中以1958 年 , -立法院 .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 ,赋予

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 ,对报刊警告 ,罚款 ,停止发行 ,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 ,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

害 "01.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 ,直到 1998 年 , 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 "在威权体制

下 , /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 , 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 ,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

极艰辛 "0[. 2虽有 /宪法 0保证言论 !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 ,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 !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 !

任务 ,介人媒介管理 ,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人到媒体检查工作中 ,对新闻媒体实行严

厉的事前请示 !事后检查制度 ,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 ,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 ,遥不

可及 "

(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 /侍从0"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 /反动言论0,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

的法宝,最首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1-2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
大众媒体 ,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 ,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 ,企图让人们接受权

威统治 ,放弃抗争 ,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 ,成为极权政府的 /侍从 0, 国民党政府对媒体 /不同声音 0进行打压迫害 "当

局根据尚未公布的 5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 6条文 ,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 6停刊三天 ,

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 "此后 ,查封 5天南 日报 6 !5中国时报 65民族报 6 !及 5民众 日报 6停刊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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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 5自立晚报 6 !5经济 日报 6休刊 ,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 !白克案 !船长事件以及电台

总经理刘晋钮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 ,制造了传播 !文化界的 /白色恐怖 0 "

另一方面 ,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 !奖励和优待 , 以收买人心 ,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

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 "政府对媒体的辅助 !奖励与优待 ,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 !二十

四 !二十五条 , 以及邮政法 !邮政规则 !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 "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1.2:配售

食米 !配售木材 !申请外汇 !办理新闻记者出国 !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 !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 "并通过暴力改

组 5公论报 6 !争夺 5工人报 6发行权 !5联合报 6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 , /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 !
广电法 !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 , 限制媒体的发展 , 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 "

一方面管制言论 !规范媒体内容 ,另一方面 ,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 ,更甚者 ,结合(国民)党 !
政 !军三者力量 ,直接介人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 01-j ,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 "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 !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

功能的局面 ,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 , 为新闻 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

努力 "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 ,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霆之中 ,其间最早与党国

机器相异的声音来 自对 5杂志不得设记者 6禁令的反对 "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

的争议 ,首开 /异声 0先河 " /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 0屡次选派代表向 /内政部 0陈情 ,还在 1969 年 2 月 4 日

以 /国协字 0第一五八号代电致 /内政部 0,请求 /内政部 0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 5杂志不得设有记者 6一

令 "1975 年 9 月 1 日, /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 0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 6的报告 ,从法理 !事实和性

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 ,却遭致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 "此场争议历时 10 年之久 , 1988 年新闻局长

邵玉铭才宣示 /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 ,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 ,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

法令排除 "01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 "1991 年 ,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 ,邵玉

铭当面告知 /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 0理事长 , /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川82"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

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 ,形成了媒介和政治

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 , 0 1.2从 1974 年到 1984 年 ro 年里 , 台湾一共出现了 55 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

志 ,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 ,挑战国民党政

府的言论尺度 "

此后 ,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 , 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 , 于

197 6 年 1 月 8 日公布广播电视法 ,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 , 明确权责分配 ,广电业务

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 ,频道使用和规范归 /交通部 0总管 ,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 /无法无天 0的 日子 , 电子

媒体这才 /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 "01."2

二 !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 年报禁解除后 ,台湾新闻业进人迅速发展时期 ,报刊 !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 ,言论相对开放 ,进人了

一个 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
(一) -.后报禁 0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 "进人政治多元时期后 ,台湾的威权体制 日渐被 /黑金体制 0 !政

治派系所取代 ,黑道 !金钱势力通过介人选举 !关说等途径利益 , 伴随着金钱 !派系控制的强化 ,媒体意识逐

渐觉醒 ,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 ,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 !研究的学者 , 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

法 !司法和行政之后的 /第四权 0,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

林子仪在 5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 6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 /宪法 0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 ,并以

/监督政府 0的第四权理论建构 /新闻自由 0理念 ,主张新闻媒体有别龄一般人民言论 自由那种 /个人的基本



权利 0 ,而是一种 /制度的基本权利 0巨川 "此后 ,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 , 强调媒体 /第四权 0的权利 , 寄希望

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 ,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 "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 ,宪法

保障 /新闻自由 0这一基本权利 , 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 /第四权 0,发挥监督政府 ,防止政

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 "林爱翎就曾提到 /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 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

进的关系 ,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 ,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 ,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 ,并扮

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 "0畔 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 ,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 !压力等 ,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 "台

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 ,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 /传声筒 0逐渐转变为民众 /良友 0的角

色 "无奈的是 ,受禁锢的台湾 /第四权 0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 ,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

重冲击 "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 ,政府 !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 日渐增加 ,新闻媒

体在享受 /无冕之王 0美誉的同时 ,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 其在 /监督政府 0的提示 ,是否也该接受他

方的监督? 对此 ,吴文成提出了 /第五权 0的概念 , /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 , 电子媒体是第五权

(相对地 ,平面媒体是第四权) ,学术界是第五权 ,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 , 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 ,

民众是第五权 "但是不管如何 ,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 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 ,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

来源朴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川 02

(二 ) /第四权 0的商业化 !市场化 "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 ,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 ,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

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 ,反而有 / 自愿被收买 0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 ,其发展就存在擅腥色 !植人式行

销 !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 "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 , /置人性行销

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 "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 ,就是要监督政府 ,防止政府滥权 ,如

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 ,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 ,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 ,跨越了媒体与政府

间的均衡界线 "0[l4 ]

2003 年年 12 月 5 日, 5中时晚报 6与 5联合晚报 6卖掉整个头版 ,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

告 "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 ,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 "作为媒体生存

的主要来源 ,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 ,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 ,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

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 ;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 ,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 /兴趣点 0的灾难 !情杀 !重大

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 ,徐佳士就认为 /第四权 0的本义已经被误解 !误用 ,甚至歪曲 ,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

了 /第四权 0的神圣使命 "

1999 年春节前 ,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 , /究其原因 , 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

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 ,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 "0102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

哀 "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 , 以 /第四权 0监督政府和社会 ,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 ,推动

民主化的进步 "但解严后 , 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 :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 /脚尾饭 0影带;

TV BS 记者自拍的 5周政保呛声录影带 6;还有 2004 年 3 月 , 电视台在 /总统 0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 ,欺

骗受众的丑闻等等 "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 /新闻自由 0蒙上了一层灰色 ,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

力急剧下降 ,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

(二) /新闻自由 0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 ,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

的功能不断丧失 ,受商业力量驱使周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 ,新闻自由对公权利 !私权利的侵犯 ,媒体

为了争阅听率 !发行量 !收视量 ,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 , 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 !外交机密泄

漏等公权利 ,隐私权 !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 !出卖版面 !植人式行销等等都备受

批判 "

解严之后 ,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 ,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 ,收视率 !发行量凌驾一切 ,

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 , /在整个转化过程中 ,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 ,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 "0[./2

在新的社会背景下 ,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 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 ,让媒体的新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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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 "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 , /过去 ,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 现在 ,享有

了新闻自由之后 ,我们才突然惊觉 ,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 ,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 0[.72因此 ,

学者提出 ,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 ,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 /在这种风气下 ,读者利益

便被牺牲了 "第一 :缺乏纯净的 ,客观的 ,平衡的报道 ,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 "所谓 -知的权利 .丧失

殆尽 "第二 :对于一切新闻事件 ,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 ,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 "0!-82

三 !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 年 ,台湾举行第二次 /总统直选 0,陈水扁胜选 , 民进党执政 , 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 "政治阵营

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 ,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 ,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

变化 "

(一 )新闻自由 /第四权 0的沦丧 "政党轮替后 , 台湾经济进人低谷期 ,股票大跌 !失业率亦创新高 ,媒体

首当其冲 ,发行量 !广告量直线下降 "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 ,各大报几乎全面 /苹果化 0,采用大图片 , 强化

擅腥色新闻 ,将新闻广告化 ,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人式行销 "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 ,而

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 !经济结构 ,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 "这段时期的媒体 /第四权 0, 已经完全驯

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 !政治利益会选择迎

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 ,让媒体阿世媚俗 ,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 !低俗化的内容 "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

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人媒体 , /传道授业解惑 0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 ,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

体信息 ,但媒体的发行量 !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 ,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 ,新 闻工作者只

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 /正确 0的选择 "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 ,商业 !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 "邱奕篙就曾指出 /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

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 , 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 "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

者 , 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 ,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 "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

于现实压力之下 ,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 "0[02资本力的侵人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 ,让媒体工作者的

/理想 0都胎死腹中 ,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人 /乱源之一 0的浑水 "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

控制 ,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 ,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

但是 ,总体上看 /继 自由化之后 ,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 ) 参与和竞争 ) 开始发挥了

积极的贡献 "在这段期间 ,执政当局逐步检讨 ,改善相关法案 , 意在创造一个更 自由的媒体环境 ,不过除非

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 ,政治议程的扭曲 ,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 "0 7圳无法摆脱政治

力的制衡 ,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

不可否认的是 , 即便受媒体老板 !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 , 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

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 90 年代初 ,新媒体 (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

和观点 ,并且大量使用 /Call in 0的节 目形式 ,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 "自由化

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 ,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 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

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 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 /发声 0,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 ;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

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 ;最后是 /第四权 0发挥 /监督政府 0对选举 !制衡 !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 ,尽管

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 ,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 ,但对于选举 !制衡 !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

的监督作用 "

(二 )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 ,又受到了不

同政党的操控 "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 ,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 ,还采用

植人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 ;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 ,媒体为了广告收人 ,为了发行量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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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率 ,不得不做出牺牲 ,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 ,然而 , /由于缺乏社会责任 ,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 ,

再根据错误的 /事实 0大肆评论 "0上2, 2而这些扭曲 !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 ,会逐渐变成 /事

实 0,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 ,让人们不禁质疑 :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 "政治先行 !媒体

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 ,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 ,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 ,新闻自由

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 : /立委 0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 ,既享受

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 ;而媒体人介人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 ,这些人在媒体 !政治中均左右逢源 ,导

致媒体在结构 !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 "与此同时 ,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 !立场对立

放在新闻报道重心 ,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 "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

立 ,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 ,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 "政媒两栖 !政治报道单一化等

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 ,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 ,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

在媒体乱象 日益突出的现状下 ,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 ,各行各业 !士农工

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 !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 "学界和业界对于 /第四权 0提出质疑 ,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

要弊病在于忽视了 /社会公器 /的性质 ,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 ,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

规范 ,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 ,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

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 , 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 !/国家

机密 0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 , /大法官 0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 /减压 0的要求 "台湾在 5/大法官 0议决

释字第 656 号解释 6中 ,提出了 /媒体 自由权的 -减压制度 .必要性 0,在该解释书中 , /大法官 0首次提出了新

闻自由的概念 , /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 ,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 , 皆会有不同的 -宪

法 .意义 " -宪法 .对新闻媒体的保障 ,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 , 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 -加持 . ,而为后者所

涵括 "因此 ,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 -国家 .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 ,而邀得 -宪法 .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

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 0厂2, 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 ,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 ,社会应给予宽容 ,适当为媒体减压 ,

/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 !关心点不同 !教育程度 !专业不同 ,,等读者需求的

媒体 ,就必须考虑其必须 -快速且大量 .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 ,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 "故对于媒体所

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机率 ,一定比来 自于个人言论 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 "因此 , 为保障新闻自由 ,使媒

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 ,应当衡酌其 -行业特色 .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 ,而给予适度的 -减

压 , 0 12,] "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 ,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

间 !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 ,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 ,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 "总

之可以说 , 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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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语

总之 ,弘扬中华文化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 "然而这仅是基本原则和方向 ,

更重要的是如何加以切实的推动 "以往我们更多讲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衍和弘扬 ,较少关注台湾民众的文

化创造及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胡锦涛讲话提示我们:后者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要改变轻忽台湾文

化的偏向 ,充分认识和肯定台湾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整体的补充丰富并加以必要的彰扬 ,这样不仅可以总结

更多经验以造福两岸人民 ,还可以增加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有助于创

造两岸和谐融洽的气氛 ,促进两岸人民创建美好幸福的共同家园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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