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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不予換照給中天 
你有什麼看法？

NCC的理由是什麼？



你對中天新聞的印象 
是什麼？

新聞⾃由是什麼？

世界⼈權宣⾔ 第⼗九條 

⼈⼈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的⾃由；此項權利包
括持有主張⽽不受⼲涉的⾃由，和透過任何媒介和
不論國界以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由。

憲法所以要保障新聞⾃由的⽬的，是在保障新聞
媒體的獨立性及完整性，以維持新聞媒體的⾃主
性，使其能提供未被政府控制或影響的資訊、意
⾒及娛樂，以促使⼈們對政府及公共事務的關
⼼，並進⽽引起公眾討論，⽽能善盡監督政府的
功能。因此，新聞⾃由就是要保障新聞媒體能充
分發揮其監督政府功能的⼀種基本權利。



追求真相 監督權⼒ 公共討論

事實！

促成 
公共討論

監督 
權⼒者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哈伯⾺斯把公共領域定義為「⼀種⽤於交流訊
息和觀點的網絡」，是指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
的公共空間，市⺠們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中⾃
由⾔論，不受國家的⼲涉。對於政治權⼒是具
有批判性的，同時⼜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例如，18世紀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俱樂部、
咖啡館、沙龍、雜誌和報紙，是⼀個公眾們討
論公共問題、⾃由交往的公共領域，它形成了
政治權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礎。 

不過，當資本主義媒體集團興起，以及國家逐
漸採⾏公關⼿段，使得理想的公共領域受到嚴
重的侵蝕。

衛星電視執照 
⼀次六年

這是中天新聞 
第三次換照



2005年 
包括「東森S台」等七家頻道不予換照； 

2010年 
「年代綜合台」駁回換照

中天⼩歷史

于品海 江道⽣ 蔡衍明

2012年，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
報專訪時表⽰「關於六四天安
⾨事件的屠殺報導不是真

的」、「中國在許多地⽅是很
⺠主的」以及「記者雖然有批
評的⾃由，但是下筆前必須考
慮後果」。蔡衍明的親中⾔論
與過去《中國時報》報導六四
事件的立場截然不同，1989年
的《中國時報》曾以「共軍開
火鎮壓 學⽣⺠眾死傷無數」為
題，⼤幅報導北京政府的鎮壓
造成傷亡與全球聲援⾏動，連
⽇版⾯關注中國⾎腥鎮壓。但
沒想到後來接⼿的老闆，不但
打臉前老闆，並嚴重扭曲歷
史，引起台灣知識界反彈。






NCC不予換照的理由

依NCC受理⼈⺠陳情及申訴案件統計，⺠眾
申訴案件由106年72件(占本會受理電視類⼈
⺠陳情及申訴總量4.71%)增加⾄108年962
件(占NCC受理電視類⼈⺠陳情與申訴總量
31.55%)。





追求真相 監督權⼒ 公共討論

新聞⾃由

NCC的新聞稿中提出不予中天換照的理由，除了裁罰
項⽬外，還包括「中天新聞台」倫理委員會對觀眾申
訴幾未提出實質有效討論，失去批判矯正功能；教育
訓練規劃亦未能有效連結⺠眾申訴，且內容常與新聞
專業無關，有淪為表⾯功夫之嫌；中天亦未遵守⾃訂
之「中天專業倫理規範」及「中天涉⼰事務新聞製播
規範」，其內部控管與⾃律機制運作失靈。

NCC也說，在今年⼗⽉舉辦的換照開聽證會中，「中天新
聞台」未能就其「內控與⾃律失靈之原因」及「如何排除
上層股東⼲預與解決機制」提出有利之說明，⼤股東（指
蔡衍明）及⾼層，明顯違反該公司所訂「中天電視新聞⾃
主公約」，新聞部相關主管均未表⽰異議，亦未⾒⾃律內
控機制對此提出檢討與反省，印證該台營運不善。 

再加上，該台雖受到該會多次警⽰與要求落實附款，卻未
能如實執⾏。因此，中天公司未遵守⾃定之新聞製播規
範、多次虛偽陳述、選擇性執⾏⾃訂之相關⾃律規範，
NCC認為中天未改善過往違規情事，更難以落實未來6年
營運計畫，依衛廣法第19條規定駁回其申請不予換照。



但，衛廣法規定的 
換照標準是什麼？



從NCC的新聞稿來看，不予換照的理由包括裁罰及⺠
眾申訴、老闆⼲預、⾃律失靈、未能屢⾏附款與改善
承諾等，並認為過去表現及提出的改善措施並無法擔
保未來營運時能有所改善。不過，若將這些理由對照
換照標準來看，則幾乎集中在換照前三年的⾃律機
制、⼈員訓練等項⽬，若僅以此不予換照，理由略顯
不⾜。⾄於其它諸如財務結構的表現如何，主管機關
何以能從過去的表現推論未來營運，NCC也得有更多
說明才合理。

NCC的責任呢？



不過，NCC不讓「中天新聞台」換照，也為台灣頻道管
制立下極⾼的標準，畢竟，⼲預媒體⾃主的新聞台老闆
不是只有蔡衍明，在現實運作上比比皆是，未來NCC能
否⽤相同的標準審查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執照，是否能
讓⼈⼼服⼝服，也是NCC即將⾯臨的挑戰。

新聞⾃由？ 
媒體公器？ 
私⼈公關？

「中天新聞台」並發表聲明直⽩地表⽰：「所有⼈都知道
蔡英⽂政府關掉中天新聞是叫中天閉嘴。來⾃蔡英⽂總統
⾝邊的消息，2018年以來選舉仇恨未消，蔡總統『要讓蔡
衍明痛』；蘇貞昌院長要關中天，因為中天緊咬他180萬
被竊卻不報案。關掉中天，這是⼀場政治裁定....」



對於學者及媒改團體的批評，蔡衍明同樣以頭版
廣告回應。中國時報的頭版刊登了「以和為貴」
標題，要求批評他的學者、媒體⼯作者向中時集
團道歉，否則將會提起訟訴。包括管中祥、瞿海
源、鄭秀玲、林惠玲、莊豐嘉、⽥習如、林倖妃
等7名學者與記者，就收到了旺中集團寄出的存
證信函，要求道歉否則將會提告。



此舉造成社會更⼤不滿，傳播學界發起連署譴責旺中，
三天內，⼆⼗三所傳播科系、超過⼀百五⼗名傳播學者
連署，是台灣新聞傳播史上最⼤規模的傳播學者串連抗
議⾏動。最後，在龐⼤壓⼒下，蔡衍明親⾃拜會幾位傳
播科系主任，才結束這場台灣新聞史上的鬧劇。

2009年2⽉，《天下雜誌》刊出記者林倖妃撰⽂，標題為
「報告主任，我們買了《中時》」，敘述旺旺集團在中國
發⾏的內部刊物《旺旺⽉刊》，在2008年12⽉刊登蔡衍明
買下「中國時報」後與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過程。 

⽂中照片蔡衍明拜訪王毅的照片，蔡挺直挺直背脊，以⾝
體三分之⼆坐姿坐在沙發上，雙⼿緊握放在⼤腿。他向王
毅「介紹前不久集團收購台灣《中國時報》媒體集團的有
關情況，董事長稱，此次收購的⽬的之⼀，是希望藉助媒
體的⼒量，來推進兩岸關係的進⼀步發展。」⽽王毅也回
答蔡衍明：「如果集團將來有需要，國台辦定會全⼒⽀
持。不但願意⽀持食品本業的壯⼤，對於未來兩岸電視節
⽬的互動交流，國台辦亦願意居中協助，」 



深媒體⼈陳守國，雖然不贊成
NCC的管制⽅式，但他仍然表
⽰： 

「蔡老闆把他偏好的意⾒內容
印製傳單、錄影上傳YT，這是
他的⾔論⾃由，應該受到保
障；但他漠視專業組織及過
程，把「公器」當成宣揚⾃⼰
偏好的「私器」，那就難以拿
新聞⾃由來說嘴了。個⼈的⾔
論⾃由不等於媒體的新聞⾃
由；媒體是公器，不是私⼈的
玩具！」 

嚴格來說，就算「中天新聞台」完全退出台灣電視
市場，台灣新聞媒體的品質也未必因此會更好，因
為如果市場結構不改變、媒體政策不檢討，砍掉
「中天」，也只是鋸箭法，殺了⼀個「中天」，還
會有千千萬萬個「中天」。

怎麼辦？ ⾃律才能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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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產權

媒體 
結構

媒體 
組織

公共 
近⽤

國家在政策上確立多元媒體產權，商業與非
營利媒體並立，透過徵稅、補貼維持多元

特許媒體產權公開透明，外國投資須受限
制，並要求公共義務，受公共監理

產業⺠主、多元組成、專業⾃主

保障公⺠傳播權，媒體提供公共論壇與觀眾
服務，執照核發考量多元及區域平衡。

⺠進黨曾表⽰要制定《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
法》，在NCC提出的草案中，除了防⽌媒體壟斷，
也將促成媒體⾃律的機制，如：獨立編審制度、新
聞編輯室公約、設置新聞倫理委員會等寫入法條當
中；此外，也明定廣電事業應提供時段或頻道並製
播弱勢族群視聽內容，政府應編列預算以⽤於健全
媒體環境、提升新聞製播質量等。然⽽這項有助於
改善台灣傳播產業的法律，卻仍只是「草案」，仍
未進⾏實質討論，⺠進黨就像許多違反⾃律的準則
的新聞媒體⼀樣，違反⾃⼰的承諾。

⺠進黨政府也主張建立公廣集團，修改公共電視
法，增加公共電視的規模，提⾼公共媒體預算，
但此⼀有助保障台灣多元⽂化，維護公共價值，
促成公共討論的媒體法律，⼀樣毫無實質進度。

⽀持獨立媒體



為義鬥爭．生生不息

l集體作戰：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報、公民
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上下游News & 
Market、全球之聲、⾃從六輕來了電⼦報、
焦點事件、報導者 

l鄉民正義：大暴龍、傑利、傅東森、

Peopo、網路直播組 
l獨立媒體人：朱淑娟、李惠仁、楊虔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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