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年第 ! 期 台湾研究集刊 /@] ! %&!’
(总第 !$! 期) +,-.,/ 0121,034 5670/,8 ^:A:>?< /@] !$!

基⾦金金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闽台传媒特区与两岸政治互信研究%( %&!$,&%() ;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项⽬目"台湾新闻⾃自由与两岸传媒交流合作研究%;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闽台传媒业交流合
作先⾏行行先试的体制机制及政策研究%( %&!!0&&#")

作者简介:谢清果，男，哲学博⼠士，历史学(传播史⽅方向)博⼠士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海峡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研
究⽣生导师，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曹艳辉，⼥女女，⽂文学硕⼠士，桂林林理理⼯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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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力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不是政
党⻆角⼒力力的⽬目的，只是权⼒力力⽃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
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
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了⼴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律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
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不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
承担"第四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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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年台湾解除"戒严%，次年年元旦"报禁#随之解除，台湾新闻⾃自由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令⼈人迷
惑的是，⾃自"解严#后，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却颇受争议’真相扑朔迷离)有的赞叹台湾新闻⾃自由在国际
排名上突⻜飞猛进，如今更更是⾼高居亚洲榜⾸首;［!］有的批判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
⽯石%;［%］也有些学者揭露露台湾没有实质性的新闻⾃自由，(看似数以百计的报纸电视，细数只有蓝绿两
家%，［$］新闻⾃自由受政党钳制)

新闻⾃自由通常被视为⺠民主政治不不坠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通常可以从其新闻

⾃自由的程度来评判)［’］那么，为何看似⾼高度发达的台湾新闻⾃自由却因政党因素遭世⼈人⾮非议? 鉴于台湾
媒体和政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欲从"政党⻆角⼒力力#和"新闻⾃自由#的关系视⻆角来探究:新闻⾃自由
在朝野政党⻆角⼒力力中扮演什什么⻆角⾊色，政党⻆角⼒力力对新闻⾃自由的发展有哪些正⾯面和负⾯面效应，并借此廓清台

湾新闻⾃自由真相的层层迷雾)
⼀一’多党纷争时期台湾新闻⾃自由意识井喷与媒体争夺( !"##&%&&&)

"解严#后，台湾的政党政治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多党纷争时期，然后步⼊入两党对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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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年 ! ⽉月蒋经国去世，) ⽉月李李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李李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开始内部分裂’党外组
党热情⾼高涨，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党#迅速崛起，纷纷参与岛内各级公职选举，形成多党竞争的初
始态势)［(］!""$ 年年，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的新党正式成⽴立，台湾形成国’⺠民’新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媒体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场域，以⺠民进党’新党为代表的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向国⺠民党争夺
媒体资源)

(⼀一)以"新闻⾃自由#为名的媒体争夺战
随着政治市场的开放竞争，媒体成为合法有效的竞争⼯工具)各政党都千⽅方百计争夺媒体宣传政

党理理念，形塑"⺠民意%，拉拢选票，台湾进⼊入"媒体政治#时期)竞争之初，国⺠民党垄断⼴广电媒体，(在野
党在国⺠民党和其控制下的媒体的打压下⽽而饱受*消⾳音(之苦)这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谁掌握了了⼤大众传
媒，谁掌握了了话语权，谁就掌握了了权⼒力力%&［*］⼀一场以政治权⼒力力为⽬目标的媒介争夺战不不断升级)

报禁解除意味着国⺠民党结束对报刊媒体的垄断，报业论述空间因政治格局的多元化⽽而骤然开阔)
在野党不不必再为购买报纸版⾯面或发表⾔言论⽽而受到过多压制)例例如 !"#" 年年 !! ⽉月 %# ⽇日，距离"⽴立委#选
举仅剩⼏几天的 后关头，时为⺠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陈⽔水扁，就在$⾃自⽴立晚报%刊登了了"台湾独⽴立万万
岁#的⼴广告，震惊了了选监单位)［)］由于报纸⾔言论开放’消息更更新快的优势，以挖掘政治内幕’传播⼩小道消
息⽽而吸引读者注意的党外杂志影响⼒力力骤减)因此，这时期政党⻆角⼒力力的媒介场所聚焦在⼴广播电视上)

!]国⺠民党竭⼒力力保持⼴广电媒体垄断地位

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数⽬目激增’竞争空前激烈烈，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多现萎缩之势)为保持对媒
体的主导地位，国⺠民党以"频道已满#为借⼝口，拒绝在野党申办新的⼴广播’电视台)

⽆无线电视功率⼤大’覆盖⾯面⼴广，⽽而且⽆无需付费，属于传播影响⼒力力巨⼤大的媒体，这⼀一媒介资源⻓长期被国
⺠民党垄断)国⺠民党⻓长期控制台视’中视’华视⽆无线三台)直到 !"") 年年 ( ⽉月，台湾第四家⽆无线电视

台!!!⺠民视才正式开播，成为⺠民进党的重要传播基地)!""# 年年 ) ⽉月 ! ⽇日，台湾第五家⽆无线电视台!!!
公共电视台(简称公视)建台开播)名义上，(公视#是为服务公众⽽而成⽴立’独⽴立且全⺠民共同拥有的公
共媒体，不不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利益团体控制，但事实上，(公视#是国⺠民党因在野党和⺠民间要求开放⼴广
电频道的压⼒力力下化被动为主动的举措&(公视#的筹设⽬目的在⼀一开始就被标示为配合"国家#政策与
教育的需要，参与筹备⼯工作的⼈人员也基本都由亲国⺠民党⼈人⼠士组成)［#］另外，(公视#不不同于依靠⼴广告收
⼊入运营的商业电视台，其资⾦金金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预算，因此更更不不可避免地受制于国⺠民党政治⼒力力
量量的⼲干预)

有线电视台覆盖⾯面虽不不如⽆无线电视台，但声像兼备’传播迅速的特征仍然是政党传播的重要场
域)⾯面对⺠民进党在有线电视市场的攻城掠地，国⺠民党于 !""% 年年成⽴立了了"博新育乐股份有限公司%，介
⼊入到有线电视市场争夺战中)!""$ 年年 ) ⽉月台湾公布"有线电视法#后，经过合并整合，东森’和信连同
博新控制着台湾 )&g以上有线电视系统)［"］东森’和信两⼤大集团囊括 (#g有线电视收视户，［!&］占据台

湾有线电视市场的优势)⽽而和信的辜振甫和东森的王⼜又曾，都是国⺠民党⼗十四⼤大及⼗十五⼤大中常委，由此
可⻅见国⺠民党仍积极介⼊入媒体⼈人事经营权)

%]⺠民进党对⼴广电媒体的运作

⾯面对国⺠民党对⼴广电媒体的垄断，在野的⺠民进党⻓长期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通过⾮非法经营有线电
视台’操控地下电台’发动"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联盟#等⽅方式，迫使国⺠民党开放⼴广播电视媒体)⺠民进
党在合法申设电视频道⽽而不不得的情况下，转⽽而投⼊入有线电视台!!!(第四台%(台湾⺠民间对有线电视的
俗称)的⾮非法运营中&(第四台#⼤大多倾向⺠民进党，所以⼜又被称为"⺠民主台%&⾃自 !""& 年年"⾼高雄⺠民主有!*!!



线电视台#冲破禁令后，⺠民进党公职⼈人员便便纷纷投⼊入"第四台#的经营中)⼀一时之间，(喷射⺠民主电视
台%#(台湾⺠民主有线电视台⾸首都台%#(台湾⺠民主电视⾼高屏台#等"⺠民主电视台#在全岛遍地开花，达到
了了两三百家之多)［!!］虽然国⺠民党⼀一度采取强硬取缔政策，但遭到社会舆论反对，不不得不不从 !""( 年年起开

放有线电视台)在政治理理念上倾向⺠民进党的"第四台#中政治类节⽬目⽐比例例甚⾼高，包括"⽴立法院%#街头
运动’⺠民进党宣传演讲会的剪辑报导等，借此向⼤大众宣扬⺠民进党的政治理理念)［!%］⺠民进党在积极运营有
线电视台的同时极⼒力力争取⽆无线电视台)!""( 年年 % ⽉月，⺠民进党联合 " 个社会运动团体组成"党政军退出
三台运动联盟%，逼迫国⺠民党退出三台股份)迫于压⼒力力，国⺠民党当局宣布开放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的申
请设⽴立)第四家⽆无线电视台!!!⺠民视于 !"") 年年 ( ⽉月正式开播，是⺠民进党在⽆无线电视媒体争夺中的重

要胜利利，该台由时任"台独联盟#主席的蔡同荣任董事⻓长，强烈烈⽀支持⺠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相对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的资⾦金金投⼊入⼩小’经营成本低’频率获取简单，是⺠民进党争夺媒介近⽤用权的

另⼀一重要场域)在合法申办⼴广播电台不不得的情况下，在野党纷纷运作地下⼴广播电台)!""! 年年成⽴立的"⺠民主之声调频⼴广播电台#是⺠民进党掌握的第⼀一个⼴广播电台，!""’ 年年全台湾有近 (& 家未经申请的地

下电台存在，除了了 !& 多家⽀支持新党外，其余都是⽀支持⺠民进党的，(甚⾄至可以直接协助⺠民进党指挥街头
的抗议活动%&［!$］⺠民进党对电视’电台媒体的控制⼒力力转化为竞选中的战⽃斗⼒力力)据$⾃自由时报%报道，
!""’ 年年选举期间，⺠民进党候选⼈人的选举⽂文宣在地下电台中独领⻛风骚，国⺠民党反⽽而在这场"电台⽂文宣
战#中成为了了"弱势的⼀一群%&［!’］这次选举⺠民进党⼜又⼀一次撼动了了国⺠民党的执政优势:⺠民进党的陈⽔水扁顺
利利当选为台北北市⻓长;陈定南虽然在省⻓长选举中落败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却仍然拿下了了 $%& 万的⾼高

票;⺠民进党还拿下了了 %$ 席的省议员’!# 席的台北北市议员和 !! 席的⾼高雄市议员，在席次上均⽐比往届有

了了显著的增加)［!(］
$]新党对⼴广电媒体的争夺

尽管新党相对国⺠民党’⺠民进党⽽而⾔言实⼒力力薄弱，但在媒体争夺战中也是竭尽全⼒力力建构新党的发声渠
道，宣传新党的政治理理念)在有线电视台领域，新党籍"⽴立委#周荃为"第四台#的代⾔言不不遗余⼒力力，得到"第四台#业者们的普遍尊重和推崇)!""$ 年年，周荃整编近 %&& 家有线电视业者，成⽴立"中华⺠民国有线
传播发展协进会%，⾃自任名誉理理事⻓长，同为新党创办⼈人之⼀一的李李胜峰为理理事⻓长)［!*］明确⽀支持新党的电
视有真相卫星台和华卫电视台，使得新党在⼀一⽚片"绿化#的第四台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广播电台⽅方⾯面，
!""* 年年赵少康创办⻜飞碟⼴广播电台(创办之初名"新希望电台%) ，整合全省 ) 家⼩小功率⼴广播电台，组成

⻜飞碟联播系统)当时，(新字辈#电视⼴广播观(听) 众，多是中产阶级和⼤大学⾥里里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党⾮非
主流派⼈人⼠士)［!)］

(⼆二)新闻⾃自由实践的进步和隐患

在国’⺠民’新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一场以夺取政治资源为⽬目的的媒体争夺战彻底颠覆了了国⺠民
党⼀一统媒介的格局)这个时期，台湾媒体总量量激增，各种媒体相继开放，⾔言论多元发展，钳制新闻⾃自由
的法律律法规⽇日趋成为历史，台湾新闻⾃自由实践有了了质的⻜飞跃)但在某种程度上，新闻⾃自由只是朝野政
党⻆角⼒力力的副产品)以公共利利益为幌⼦子谋取政治资本的政党，不不可避免对新闻媒体进⾏行行操控，给新闻⾃自
由的发展埋下隐患)

!]新闻⾃自由的进步

这时期，新闻⾃自由提升 直观的标志是报纸’⼴广电媒体相继解禁，媒体⾔言论空间扩⼤大和媒体⾃自主
性增强&(解严#前，媒体乃国⺠民党的⽿耳⽬目喉⾆舌，媒体⾔言论极度单⼀一&(解严#后，政党之间的媒体争夺
战促进了了媒体资源的重新分配，国’⺠民’新三党都培育了了⽀支持⾃自身的媒体系统，⽤用以宣传各⾃自的政党纲!)!!



领和竞选优势)这在客观上打破了了国⺠民党主宰下的⾔言论禁忌，改变了了媒体整⻬齐划⼀一的报道视⻆角和态
度倾向)多元政党⾔言论在媒体领域利利于形成争鸣之势，提升了了⺠民众的政治判断⼒力力，解冻了了台湾⺠民众受
束缚的新闻观念，⾃自由⺠民主进⼀一步深⼊入⼈人⼼心，(社会⼤大众不不再安于国⺠民党当局强制性灌输的⽚片⾯面讯息，
采取多种渠道攫获资讯%&［!#］

其次，在野党为了了合法拥有媒体，不不断敦促国⺠民党当局废除钳制新闻⾃自由的法律律法规，落实有利利

于各种媒体开放的政策)!"## 年年元旦，(报禁#正式解除，办报⾃自由和报纸的⾔言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
的发展&(新闻⾃自由#是台湾当局解除"报禁#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原则，!"#) 年年"⾏行行政院⻓长#俞国华指
示:(在兼顾新闻⾃自由与报业善尽社会责任的原则下，尽速制定合适规范或办法，以促进今后报业的发
展&%［!"］⾯面对国⺠民党对⼴广电媒体的垄断，⺠民进党’新党⼀一⽅方⾯面⾮非法建设电视台’地下⼴广播电台击破国⺠民
党"频道已满#的借⼝口，另⼀一⽅方⾯面联合社会团体向国⺠民党施加压⼒力力，迫使国⺠民党开放⼴广电频道)!""$

年年 ! ⽉月，主管新闻媒体的"新闻局#和主管⼴广电媒体的"交通部#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开放 %# 个地区

性调频⼴广播频率供各界申请设⽴立电台; !""’ 年年 ! ⽉月国⺠民党当局受理理第 ’ 家⽆无线电视台的申请; !""(

年年，国⺠民党正式开放有线电视市场)［%&］随着⼴广电媒体解禁政策的实施，由在野党⼈人⼠士把持的⾮非法⼴广电
媒体⾛走向合法化，意味着⼴广电媒体的多元⾔言论也⾛走向合法化)!""" 年年，在朝野政党的不不断博弈下，(出
版法#正式废除，在"解严#前钳制台湾新闻⾃自由的恶法恶规废除殆尽)［%!］

此外，台湾新闻⾃自由的解放还体现为⺠民众使⽤用媒介权和⾔言论⾃自由的提升)媒体争夺战中，在野政
党纷纷利利⽤用⺠民意，结合社会运动迫使国⺠民党开放媒体资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了⺠民众接近使⽤用媒

体的需求)例例如由⺠民进党把持的⺠民视，其⼝口号是"来⾃自⺠民间，服务⺠民间%，以标榜公共利利益来吸引受众)"公视#的成⽴立虽然是国⺠民党的权宜之计，但其节⽬目制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保障⺠民众使⽤用媒介和
表达⾃自由的精神)⺠民众读者投书’3?<<NCA节⽬目等形式的兴起，成为⺠民众表达⼼心声’增强政治意识’提⾼高
政治参与能⼒力力的重要途径)

%]新闻⾃自由的隐患

虽然多党竞争时代的新闻⾃自由较"解严#前有了了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政党积极介⼊入媒体运营也给
新闻⾃自由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只是朝野政党竞争的副产品)
在野政党常常打着公共利利益的幌⼦子，向国⺠民党争取媒体开放，其真正⽬目的是为了了扩⼤大政党影响⼒力力，谋

取政治资本)通过政党之间的媒体争夺战，媒体各拥其主，政党⾊色彩⽇日益浓重)以⺠民进党与国⺠民党⽃斗
争的政治胜利利品!!!⺠民视为例例，虽⼝口号强调"为⺠民服务%，其实质是为宣扬⺠民进党的政治理理念，(⺠民视新
闻只要锁住三个重点，以*⺠民进党"#$建国党"#$台湾独⽴立(的新闻为主%&［%%］

更更为严重的是，(政治⼈人物利利⽤用台湾的特殊情况，分化和操纵新闻界，凡是不不听话’不不合作’不不惬⼰己
意的媒体，被视为*维护既得利利益者"#$⺠民主改⾰革的绊脚⽯石"，甚⾄至被贴上*不不爱台湾(的标签，以削弱
其⾔言论的⼒力力量量，并使⾃自⼰己的任何违法乱纪⾏行行为都能得到*合理理化(的借⼝口%&［%$］在这个表⾯面上⾔言论⼤大鸣
⼤大放的时期，管窥其内却是朝野政党在媒体上的勾⼼心⽃斗⻆角，甚⾄至通过⾮非理理性的⾔言论混淆视听，不不惜背

离公共利利益)可⻅见在政治⽬目标的驱动下，媒体开放和多元⾔言论空间只是形式上的新闻⾃自由，媒体实际
上从过去⼀一党独⼤大控制媒体，转变为媒体各⾃自选择向不不同政党倾斜，再次使⾃自身⾯面临丧失客观’独⽴立’
公正性的危险)

(三)(第四权理理论#在台湾兴起
政党之间的媒体争夺战不不仅促进了了台湾新闻媒体的解放，也带来新闻⾃自由观念的更更新，(第四权#

理理论在台湾兴起，媒体监督政府’保障政治⺠民主的作⽤用得到重视)!#!!



"解严#后，在野党积极谋取政治媒体权利利的重新分配，(⺠民主⾃自由#成为权利利争夺战的 佳旗帜)
以⺠民进党为例例，为争夺⼴广电媒体控制权，在知识界’⺠民间’议会等各个层⾯面掀起讨伐国⺠民党垄断媒体⾏行行
为的⾼高潮，指责三台报道不不公’扭曲事实，倡导媒体为社会公器器’监督政府，⿎鼓动呼应"党政军退出三
台#⺠民间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第四权理理论#得以兴起)林林⼦子仪的$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
理理论基础%被认为是以"第四权理理论#建构"新闻⾃自由#理理论基础的滥觞)［%’］!")’ 年年 !! ⽉月，美国联邦

⾼高法院 Q@==:> 2=:F?>=⼤大法官在耶鲁⼤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提出"第四权%( =9: B@;>=9 :H=?=: =9:@>K) ，他

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成为政府三权之外

的⼀一种第四权，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的功能)［%(］林林⼦子仪援引此观点，论述了了"第四
权#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享有新闻⾃自由的理理论基础)在书中，林林⼦子仪还进⼀一步阐述了了为什什么政府需要
被监督，为什什么只有新闻媒体才能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能等观点)

尽管"解严#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实况与"第四权理理论#相去甚远)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媒体，包括
地下电台#(第四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监督⾏行行为往往偏激’不不科学’逆反，不不能算是⼀一种健康’客
观’积极的监督;［%*］但该理理论对台湾新闻⾃自由观念产⽣生了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
所在)同时，(第四权理理论#也成为"媒体应该为公共服务#的理理论⽀支撑)就在林林⼦子仪发表以"第四权
理理论#建构新闻⾃自由理理论基础的这⼀一年年，李李⾦金金诠呼吁政府:(政府必须体认媒体资源为社会公有，也应
为社会公有，因此必须在传播政策上保障其达成*公共服务"( P;E<CD H:>UCD:) 的⽬目的**%［%)］新闻⾃自
由是⼀一种⼯工具性权利利，是⼀一种有助于达成⼀一定社会⽬目的的⼯工具，其出发点不不是为了了保障新闻媒体的权

利利)换⾔言之，如果新闻媒体不不能善尽社会责任，担负起监督政府的功能，就不不配享有新闻⾃自由)
⼆二’政党轮替后台湾新闻⾃自由实践:

蓝绿对决凸显与传媒"第四权⼒力力#沦丧( %&&&&%&!%)

%&&& 年年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取得执政权，标志着台湾两党制的初步形成)在⺠民进党执
政的 # 年年时间⾥里里，台湾形成"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

⼤大众传媒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型塑和强化’竞选期间的⽂文宣造势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
党轮替后，政党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力有增⽆无减，只是⽅方式更更加隐蔽’柔性和间接，也更更具有欺骗性)两
党政治的对抗导致台湾媒体⽴立场的蓝绿对决，蓝绿意识形态割裂台湾社会，新闻⾃自由变成政党随意攻

击政敌的⾃自由)
(⼀一)政党操控下媒体的蓝绿对决

⺠民进党在野时，以公共利利益为筹码要求国⺠民党释放媒体资源，为新闻⾃自由摇旗呐喊)当"第四权
理理论#得到⼴广泛认可后，(新闻⾃自由#成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民进党在 %&&& 年年⼤大选期间许下新闻

⾃自由的承诺，⼒力力争竞选成功)⺠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提出传播政策发展蓝图，政策⽴立意的⽬目的是保障新
闻⾃自由，强调媒体的⾃自主性和公共服务性)冯建三’⽯石世豪’林林丽云等台湾学者为陈⽔水扁撰写$传播政
策⽩白⽪皮书)，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化;将原来负有"媒体⾔言论监管#功
能的"新闻局#缩编为"政府发⾔言⼈人室%;推进⼴广播电视的公共化，保证⺠民众公共讨论空间和表达权;继
续采取开放政策促进报业出版⾃自由)［%#］陈⽔水扁上台后虽继续强调"追求百分之百的新闻⾃自由%，但实
际上并未遵守竞选承诺，⽽而是凭借执政优势，对媒体进⾏行行"绿化#改造，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力力)执政后
的⺠民进党取得公营媒体⽀支配权，通过⼈人事任命的⽅方式迅速实现对公营媒体的绿化，(使得台湾主要公!"!!



营⼴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负责⼈人与领导阶层，⼏几乎全由陈⽔水扁的亲信掌控%&［%"］其次是通过"财
务津贴%，拉拢⺠民营媒体，如购买媒体时段版⾯面进⾏行行⾃自我宣传和维系媒体关系)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
低迷，媒体竞争惨烈烈，财务压⼒力力使媒体对政党的财务津贴趋之若鹜)更更⾼高明的是"置⼊入式⾏行行销%，将政
令宣导与执政者形象，不不知不不觉"置⼊入#媒体节⽬目和新闻内，让⼈人感觉不不到宣导的存在)此外，⺠民进党
还利利⽤用消息来源控制媒体，(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仅局限于绿营媒体)更更为恶劣的是，⺠民进党及台⾯面
⼈人物还采取查禁’控告媒体的⽅方式，试图以强硬⼿手段逼迫媒体就范，使媒体⾔言论倾向利利⼰己的⼀一边)

尽管执政后的⺠民进党在媒体控制上如⻁虎添翼，但国⺠民党毕竟执政五⼗十多年年，积累了了各种有利利资

源，所拥有的媒体优势并不不亚于⺠民进党)学者陈敏敏凤⽐比较了了 %&&’ 年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台湾主

要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蓝绿⽴立场对⽐比，媒体的蓝绿⽴立场系数以选⺠民的选举投票⾏行行为和选⺠民对媒体的选

择为变量量的模型计算得出)该研究发现:台湾四⼤大报中，’联合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都是⽴立
场亲蓝，其中$联合报% 为亲蓝，⽽而只有$⾃自由时报%是亲绿的报纸;台湾的⼋八⼤大主要电视媒体中，倾
向泛蓝和泛绿的电视媒体各占⼀一半，⽴立场 为倾向泛蓝的是中视，+\Y2 电视台次之，⽴立场 为倾向泛

绿的则是⺠民视，其次是华视)［$&］需要指出的是，选⺠民的选举⾏行行为受到媒体以外其它因素⼲干扰，因此调
研得出的媒体蓝绿系数与实际的媒体政治版图有所出⼊入，但是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判断在

国⺠民两党的操控下，媒体已经呈现出明显蓝绿对决之势)另外，⾯面对⺠民进党的媒体绿化攻势，国⺠民党
还结合其他势⼒力力共同制衡⺠民进党的媒体控制权)在野的国⺠民党扮演监督者⻆角⾊色，和亲⺠民党及学术界
⼀一起敦促⺠民进党兑现上台前做出的媒体开放承诺)在双⽅方博弈下，%&&$ 年年 * ⽉月，⺠民进党蔡同荣辞去⺠民

视董事⻓长⼀一职，%&&$ 年年 !% ⽉月"⼴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将党政军退出媒体纳⼊入法律律规定，并以两年年为缓冲
期; %&&* 年年初通过"⽆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理条例例#决定，(台视#私有化，(华视#纳⼊入公共电视集团)［$!］
相应地，国⺠民党也放弃了了部分媒体经营权，此举⼀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国⺠民党垄断控制媒体的陈旧形象，

另⼀一⽅方也制衡⺠民进党利利⽤用执政优势，继续增强媒体控制⼒力力)
%&&# 年年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政党轮替带来的只是政党权⼒力力地

位的改变，两党对媒体的争夺和控制却未曾停⽌止)政治⼈人物的置⼊入式⾏行行销⼿手段更更加纷繁复杂，媒体成
为政党厮杀的舞台;媒体"选边站#的现象⼀一如既往，⼏几乎所有的媒体背后都有政治主⼈人，操控⺠民意⺠民
调，混淆⺠民众视听)%&!! 年年 $ ⽉月 %’ ⽇日台"⾏行行政院#通过"⼴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广播电视法%#(有线
⼴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及"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 ，为 /33 管理理提供法源依据，(未来官⽅方’其捐助成
⽴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将可容许于⼀一定范围内间接投资卫星⼴广播电视事业;明确规定官⽅方不不得置

⼊入营销，但可以出资’赞助’补助节⽬目%&［$%］"⼴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对党政军投资媒体和置⼊入营销的限
制，从反⾯面证明了了政党轮替后政治⼒力力量量控制媒体的客观存在，未来间接控制媒体的路路径尚未切断)
%&!$ 年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向国⺠民党喊话表示，此项修法应照⺠民进党版本三读通过，才是真改⾰革;为化

解"⼀一⼀一三⽕火⼤大游⾏行行#压⼒力力’不不让⺠民进党独占"反媒体垄断#改⾰革光环，原本对"反媒体垄断#⼊入法持保
留留态度的国⺠民党突然改变战略略，转⽽而⽀支持⺠民进党，%&!$ 年年 ! ⽉月 " ⽇日"朝野⽴立委#⽕火速初审通过"⼴广电三
法%&%&!$ 年年 ! ⽉月 !! ⽇日，国⺠民党急踩煞⻋车，重申主席⻢马英九指示"制定专法’周延审查#原则，⺠民进党
版"⼴广电三法#修正草案未能在当天三读通过)被视为"反媒体垄断#重要法案的"⼴广电三法%，其修正
⼊入法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又⼀一次成为朝野政党政治⻆角⼒力力的舞台)⾄至今，(⼴广电三法#修正案仅在台湾"⽴立法院#初审通过，⽬目前仍在协商争论之中，还没有结果)［$$］当前，台湾四⼤大报系中$联合报)#’中国
时报%亲蓝，’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倾绿，从数量量上蓝绿报纸各占⼀一半)电视媒体⽅方⾯面，+\Y2’中天’
中视等电视台是蓝营的喉⾆舌，⺠民视’三⽴立等电视台则具有强烈烈的绿营⾊色彩)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



⾼高，媒体的蓝绿对决更更加鲜明，难怪美国学者会说台湾看似有数以百计的报纸’电视，细数其实只有
蓝’绿两家)

(⼆二)新闻⾃自由的批判与争论

政党轮替后，台湾媒体被公认为社会乱源，纵容社会对⽴立’混乱和撕裂，媒体公信⼒力力每况愈下)在
探究原因时，批判媒体过分享有新闻⾃自由和政商⼒力力量量打压新闻⾃自由的观点同时存在)换⾔言之，台湾媒
体究竟是⾃自由太过了了，还是仅仅徒有形式上的⾃自由呢? 笔者偏向后⾯面的观点，即当前台湾的新闻⾃自由

是被政商⼒力力量量共同扭曲的⾃自由，是不不顾⺠民众知情权’辱没"第四权#的⾃自由，其中政治⼒力力量量的操控更更是
罪恶之源)

新闻⾃自由的外显特征是媒体⾔言论多元化’党政军退出对媒体的直接⼲干预)就这⽅方⾯面⽽而⾔言，台湾的
确拥有⾼高度新闻⾃自由)台湾媒体似乎可以畅所欲⾔言，主张两岸统⼀一的，⿎鼓吹"台独#的，点名指责陈⽔水
扁，⾼高调号召"呛⻢马#⾏行行动，绘声绘⾊色渲染政坛⼝口⽔水战**各种对⽴立冲突的⾔言论应有尽有，新闻⾃自由程
度令⼈人惊叹)⽽而报纸解禁’/33独⽴立机构的建⽴立’⼴广电法规的多次修正，显示出党政军退出媒体经营
的诚意)部分学者认为，台湾媒体是因为过分⾃自由’滥⽤用⾃自由，才导致媒体专业性和公信⼒力力下降)如
张汉丽认为"新闻⾃自由的⾼高度发展和⽆无限上纲，不不仅国家事物’公众⼈人物，甚⾄至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
都可能成为了了新闻⾃自由的祭品%&［$’］台湾新闻公害防治基⾦金金会执⾏行行⻓长卢世祥先⽣生对此评价:(开放与
竞争⾄至今尚未带来品质提升，专业伦理理经常遭到践踏)媒体虽然⾃自由了了，新闻⼏几乎天天热闹，真相反
⽽而更更难明⽩白，基本事理理也常讲不不清楚&%［$(］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将媒体乱象归咎于媒体太过⾃自由)"第四权#理理论认为新闻⾃自由的内在指标是保障媒体的独⽴立性，以客观公正的报道保障⺠民众知情
权，肩负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责任)从这个视⻆角来看，台湾的新闻⾃自由是⼀一种表⾯面虚假的⾃自由，缺乏实
质效应的⾃自由)在台湾，媒体分化的政党倾向是政党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是政治打压新闻⾃自由的
铁证&(⽴立场的分化也造成⼀一些媒体与政治势⼒力力的结合，此虽然使得媒体的⾔言论表现更更加多元化，但
是由于新闻专业精神没有贯彻，所以，今天⽆无论报纸或电视都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以政治⽴立场

去主导新闻&%［$*］换⾔言之，多元⾔言论的争锋，实际只是政党和政治⼈人物相互攻击的表征)⽽而党政军退
出媒体经营的法律律法规多次修正，但政党通过商业机制间接控制’打压’制衡媒体的⾏行行为依旧猖獗)
政治娱乐化’社会割裂化’政党认同两极化都是政治和媒体的合谋)每⼀一次的竞选，蓝绿媒体两极分
化，沦为政党及政治⼈人物表演⻆角逐的舞台)政党和媒体都不不关注公共政策的讨论深究，⽽而是热衷于政
党纷争中的冲突对⽴立和花边新闻，执迷于两党意识形态的情绪煽动)公众真正需要的信息淹没在政
党⼈人物的戏剧性表演和意识形态统制之中，政党常常示意媒体炮制对⾃自⼰己有利利的⺠民调，真正的⺠民意常

常被误导歪曲甚⾄至造假，这样媒体便便有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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