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報告 

一、 政策溝通 

（一）有線電視基本頻道分組付費溝通案 

    NCC 於 101 年度開始規劃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方案，經 102 年 7 月 3

日 545 次委員會議通過，已訂定 106 年度開始實施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

策，由於本案對於頻道產業之發展極為不利，本會陸續展開溝通協調及陳

情工作。包括 102 年 6 月 7 日舉辦分組付費行不行座談會、拜會學者專家、

立法委員尋求支持、多次向 NCC 表達產業意見、委請學者撰擬文章、102

年 10 月 28 日於自由時報刊載「崩盤的危機-有線電視分組付費全民真的

有利」等三篇學者文章、向行政院江院長、陳秘書長、立法院洪副院長及

消保會陳情等，本案雖已獲 NCC 的重視，並於 12 月 17 日發佈有利於產

業之新聞稿表示，其 102 年 5 月 17 日有線電視新進及跨區經營之補充公

告，並未強迫業者仿照其 106 年起適用之分組規劃，業者只要在政府核准

之收費上限下提出三種以上組合式基本頻道，讓訂戶實質選擇權增加，

NCC 都會加以同意，石主委又於 12 月 30 日邀請 CBIT 及本會代表就分組

付費政策案聽取產業意見，並表示預定於 106 年實施的分組付費政策，將

會在聽取各界意見後審慎研議。惟 NCC 於 103 年 1 月 17 日及 20 日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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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新進有線電視業者、頻道代理商召開「新進有線系統業者取得頻道授

權調會議」，不僅仍要求新進業者應依 NCC 想法(分大、中、小三組)實施

基本頻道分組，同時要求頻道商及代理商在無法確知”將會被系統安排於

何組且無法預知各組可能戶數”的情況下於 2 月 20 日前進行報價，會中

並請公平會代表與會在場，警告意味看似濃厚，足見 NCC 對於有線電視

基本頻道分組付費一事仍未鬆手，由於產業耽憂的問題依未能解決，而基

本頻道分組對於頻道產業崩盤的危機仍然存在，本會於 103 年 2 月 18 日

再次向行政院陳秘書長陳情，希望行政院能瞭解實情並予協助。對於分組

付費案本會仍將持續進行溝通協調與陳情工作。 

（二）針對分組付費案拜會立法院洪秀柱副院長及行政院江院長 

    鑒於有線電視分組付費制度的實施將對產業造成嚴重衝擊，本會練理

事長、陳副理事長、楊鳴理事、三立張榮華總經理、緯來鄭資益總經理及

鍾秘書長於 102 年 11 月 27 日拜會立法院洪副院長，就分組付費議題向洪

副院長陳情，產業代表表示：NCC 執意推動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並

且將透過行政解釋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增加無線電視必載，在此兩大政策之

夾擊下，頻道內容產業將陷入整體崩盤的危機，因此，希望洪副院長能理

解產業困境，協助安排產業代表向行政院江院長陳情，除應暫緩實施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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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分組付費政策外，對於 102 年 5 月 17 日 NCC 補充公告要求有線電視

跨區及新進業者必須實施分組付費之公告，應同時予以廢止。案經洪副院

長表示已充分了解產業之問題與需求，並協助安排於 12 月 10 日向行政院

江院長進行說明，江院長於聽取產業之意見後特別就無線必載與分組付費

議題之關聯性、分組付費對於廣告市場之影響及分組付費對於節目品質的

影響等問題請教產業意見，顯見院長已對相關議題深入了解，江院長並表

示將責成行政院幕僚單位深入研究，並將就本項議題再與 NCC 石主委溝

通及交換意見。 

（三）數位無線電視頻道於有線電視頻道必載議題 

    NCC 於 102 年 10 月間召集無線、有線、頻道業者協調，要求增加無

線電視頻道於有線電視系統必載，並表示不排除透過行政解釋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 37 條之方式以達此目的；另，無線電視學會亦透過立法院運作，

遊說立法委員支持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條(行政院修正版第 33條)有

關有線電視必載無線之規定，強制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增加必載無線電視數

位頻道，如此一來，數位無線電視平台將建構於有線電視數位平台之內，

不僅排擠其他衛星頻道的播出頻段，而導致產業間不公平競爭，亦與政府

扶植無線電視數位化之政策意旨背道而馳。103 年元月 2 日本案經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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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委員會召開朝野協商，然因爭議性頗高，最後仍維持目前必載一個頻

道之方式定案。本會除於 102 年 12 月拜會行政院江院長時已當面向其說

明，並於 103 年 1 月初再次建請行政院重視本項議題。鑒於有線必載無線

之歷史因素，係因 82 年有線電視法立法時，考量無線電視傳輸環境不足，

部分地區仍有收視不良狀況，乃透過立法手段將無線電視頻道必載於有線

電視系統，以利於全國民眾得以收看；如今無線電視已於 101 年完成全數

位化，其傳輸技術大幅提昇已無任何收視死角，全國民眾均可經由裝設無

線機上盒(新生產之電視機都已內建)免費收視 20 個無線電視數位頻道， 

已無需透過有線電視平台來傳輸無線電視節目。在必載之目的性已失，再

以立法手段強制要求增加必載無線電視數位頻道，非但造成政府以行政手

段介入產業競爭(無線、有線、衛星)之疑慮，長遠而言更影響數位匯流發

展。因此，本會建議除公視所經營之無廣告頻道外，其餘台視、中視、華

視及民視等商業電視台以必載一個頻道為適當，以兼顧民眾收視權益並維

護產業公平競爭與發展。本會未來仍將朝此方向繼續與各界溝通協調。 

（四）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現況 

    立法院第八屆第五會期已於日前開議，據了解行政院已將衛星廣播電

視法及廣播電視法修法納入本會期之優先法案，本會練理事長及鍾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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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已針對本案拜會過立院兩黨黨團尋求支持本會建議版本，鍾秘書長並

陸續針對關心衛廣法修法議題的立委進行拜訪，包括楊麗環委員及管碧

玲、葉宜津、蔡其昌、陳雪生、陳根德等委員辦公室，希望能在朝野協商

時將本會之意見納入討論。本會擬提出之修法意見如下：1.本國節目自製

比例應以輔導獎勵代替管制處分。2.新聞自律應避免政府過度干預並予合

理之規範。3.廣告時間予以彈性處理，放寬主要時段之廣告時間。4.罰款

部分應比照無線電視台予以降低，以符合公平管理原則。本會將針對衛廣

法修法議題持續溝通協調，希望未來通過之條文能符合業界期待。 

（五）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經立法院初審通過 

     NCC 於 102 年 2 月 20 日正式對外提出「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

維護法草案」，由於 NCC 草案不僅侷限於避免言論集中，並且嚴格限制廣

電業者達成經濟規模，進而將全數的廣電業者一併納入其管制的範疇，本

會亦已於 102 年 3 月 8 日將修正意見正式向 NCC 提出。案經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於 102 年 5 月 30 日初審通過，主要的管制重點為：一、訂戶數占

全國訂戶數兩成以上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不得整合無線電視、新聞及財

經頻道、全國性廣播、全國性日報。二、無線電視彼此間不得結合，但公

視不受管制。三、結合後的媒體事業，不得在特定媒體市場占有率超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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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另外，金控、保險、銀行等機構負責人以及受捐助的財團法人，

持有媒體股權比重將受限制，以及未來不管是經營無線電視、新聞或財經

頻道及全國性廣播事業者，都必須在該法實施後一年內訂定編輯室公約、

設立獨立董事、獨立編審及自律機制，以確保多元意見並防止意見壟斷；

原先 NCC 所提之版本並未獲得支持，本會將持續關注本案之後續發展。 

（六）NCC 通過衛星廣播電視使用插播式字幕認定原則 

    為對插播式字幕的使用有更進一步的明確規範，NCC 於 102 年 5 月 9

日發布「衛星廣播電視使用插播式字幕認定原則」，由於 NCC 將插播式字

幕之定義擴大解釋，對於非屬節目拍攝之原有內容，另經編輯製作在電視

螢幕上呈現之文字或圖形都認定為插播式字幕，與業界及實務認定差距頗

大，且對於新聞頻道影響重大，案經本會多次與 NCC 溝通，NCC 仍不願

予以調整或修正，雖 NCC 已同意將此點列為各新聞頻道的自律事項，然

本會仍將持續就此點與 NCC 溝通。本案對於一般頻道之影響主要為節目

進行中不得對同頻道非該時段之節目進行預告或宣傳；至於 NCC 多次來

文要求本會與所屬會員就插播式字幕之播送位置及播送方式訂定自律規

範事，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陳主委仍將與新聞台總監研議因應之道。 

（七）文化部召開協助我國電視產業發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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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於 102 年 7 月 5 日召開協助我國電視產業發展座談會，會議由

龍部長主持，受邀單位有相關節目製作公會、演藝公會、電視學會及本會

等。各相關公協會多在產業輔導、海外行銷及大陸政策等面向提出建言，

鍾秘書長會中提出：1.台灣影音市場較小，造成節目製作經費有限，應爭

取大陸市場開放來增加市場規模，目前我國放大陸節目播出時數為系統業

者可利用頻道之 16%，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建請文化部爭取相當程度之開

放。2.鑑於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將對產業產生嚴重衝擊，建請文化部基

於產業輔導之立場協調本案暫緩實施。會後龍部長亦請與會代表可就各單

位所面臨之相關問題以書面資料向該部提出，本會於 7 月 11 日邀請相關

頻道大陸業務主管開會研議後，並將建議事項送請文化部參辦。 

（八）辦理相關政府機關、學者專家溝通座談 

    為協助會員了解政府相關法規政策及學者專家之觀念並加強彼此之

溝通，本會自 100 年 3 月份起逐月安排 NCC 內容處、營管處、企劃處、、

公平會、衛生福利部及較常參與廣電政策諮詢之學者專家舉辦溝通座談，

並列為例行性事務，希望透過產、官、學定期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與互

動，減少政策討論的困難與隔閡，俾有助整體產業發展；102 年度共舉辦

11 場，邀請過 NCC 何吉森處長、黃金益處長、媒觀林福岳事務長、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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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宜會長、消基會黃鈺生董事、林維國教授、莊春發教授、彭芸教授、

黃長玲教授等，從不同領域的見解、想法與規範，與本會會員進行意見溝

通與交流。 

 

二、產業協調 

（一）持續辦理醫藥粧廣告之核對工作 

    爲避免本會會員播出醫藥粧之廣告，因與衛生單位核定之內容不符而

受 NCC 處分，本會自 100 年 8 月下旬開始協助會員辦理醫藥粧廣告之核

對工作，103 年度本會已協助核對完成 1,045 支廣告帶，藉由本會事先核

對後再行播出的作法，已有效控制醫藥粧廣告違規情事的發生。 

（二）持續進行音樂公播權認證工作 

    本會持續協助辦理廣告音樂公播權的認證工作，102年度共完成 7,734

支廣告音樂認證，音樂公播部分屬汪臨臨女士經紀的有 812 支，佔 10.5

％，屬 MUST 的有 2,240 支，佔 28.96％，屬証聲音樂的有 315 支，佔 4.07

％，屬久升音藝的有 368 支，佔 4.76％，其他的有 3,995 支，佔 51.66％；

另錄音公播部分屬 RPAT 的有 490 支，佔 6.34％，其他的有 7,244 支，佔

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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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管團體費率審議 

    99 年初集管團體條例修正後，其費率改為公告制，只要集管團體透

過網路公告一個月後，新費率立即生效，多數集管團體利用此點，於 99

年 7 月開始陸續公告調整費率，本會遂依法陸續向智慧局提起審議。103

年 1 月 2 日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RPAT)公告費率，

將營利衛星電視台之錄音著作公開播送費率由原先以上年度廣告收入的

0.048%之費率調漲為上年度廣告總收入加授權金收入合計的 0.048%，調

漲幅度達五成以上。該會不僅在調漲前未與本會會員溝通，且調漲幅度過

大本會會員均難以接受，本會於 2 月 10 日向智慧局提請審議。本會認為

RPAT 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在未與本會會員協商費率之情形下恣意調

漲，確實已對市場秩序產生嚴重影響，建議智慧局應維持 RPAT 原來之費

率，以符合公平合理之付費架構。 

（四）IXTV 侵害頻道著作權案一審宣判 

    艾克斯數位通訊科技公司(現更名為第八大道國際公司)在 98-99 年間

擷取有線電視之類比訊號，透過電腦設備重製為數位訊號，並暫存於電腦

記憶體中，另於網路販售隨身碟，藉由該公司所研發之 IXTV 程式，讓購

買隨身碟的消費者得以連結至該公司的 IP 位置收看有線電視節目。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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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反應，並經理監事會議決議由本會蒐集相關證據並委任律師提告。本

案經本會蒐證後向保二總隊檢舉、保二總隊赴該公司搜索、移送士林地檢

署偵辦起訴及士林地方法院審理後，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進行一審宣判，

被告徐義景(實際負責人)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併科罰金五十萬元，陸子

建(總經理)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併科罰金三十萬元，第八大道公司被處

以罰金六十萬元，另外，第八大道負責人羅藝薈因未參與 IXTV 之實際經

營而判處無罪，惟檢察官及被告均就本案提起上訴。 

（五）全視福違法侵權案 

    全視福公司透過販售機上盒的方式，提供消費者收看本會會員的頻道

節目，由於已侵害頻道的著作權益，經本會委請新永安有線電視協助蒐集

違法事證，並委請律師向台南市調查處檢舉，案經檢察官的偵辦，已於

102 年 9 月 3 日以違反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規定，將全視福負責人楊三興

等六人提起公訴。本會將委請律師協助後續法院訴訟之相關事宜，如法官

能將本案予以定罪，將有效嚇阻違法侵權的案件持續發生。 

（六）年代與福華飯店、三立與六福皇宮侵權官司宣判 

    經由九太公司協助側錄及蒐證，本會會員年代及三立分別就福華飯店

及六福皇宮飯店在未經頻道授權的情形下，於飯店內提供該等頻道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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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消費者收看，已侵害其著作權益，爰向智慧法院提起民事告訴。年代與

福華飯店訴訟案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宣判，被告福華飯店、百年科技、海

山豐公司不得以公開播送方式侵害年代公司「年代向前看」、「新聞面對

面」、「新聞追追追」等節目著作權，被告等連帶賠償原告 50 萬元，且被

告等應將本判決內容，以五號字體刊載於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及

蘋果日報。另三立與六福皇宮之訴訟案則於 103 年 1 月 8 日宣判，被告六

福皇宮、百年、海山豐公司不得以公開播送方式侵害原告「新台灣加油」

節目之視聽著作， 被告等連帶賠償原告 250,560 元，本案將成為判例，

未來可有效遏阻飯店業者侵害本會會員著作權情事之發生。 

（七）廣告自律情形 

    鑒於 NCC 對廣告內容與廣告製作商看法不一，為免因此受罰，本會

向 NCC 提出建議，如廣告有違反分級處理辦法之虞時，惠請通知本會，

再由本會啟動自律方式予以修改、停播或更改播出時段，近年來廣告違規

情形已大幅改善。102 年度僅有一件「迷你雲」服務之廣告，因宣稱智慧

型手機透過 Android 系統連接後可讓家中電視升級為可上網的 Smart 

TV，並將手機及遙控器二合一成為「智慧型遙控器」，標榜上網、觀看影

音、遠端家電遙控、升級智慧型住宅等功能，由於遭人檢舉僅係網路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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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播放器，只能上網及瀏覽影音，實際功能與其標榜的「智慧型遙控器」

無法相提並論，案經士林地檢署依詐欺罪進行偵辦。本案經 NCC 於 102

年 8 月 9 日轉送民眾檢舉該項服務已涉及詐欺，本會於收到 NCC 之通知

後立即啟動自律並將本案轉請全體會員參考審慎留意播出。 

（八）「2013 世新傳播資料庫-電視使用行為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會於 102 年度贊助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進行電視收視之質化研

究，該研究於 102 年 8 月份完成，世新大學蘇建州教授並於 10 月 11 日為

本會廣告委員們舉辦「2013 台灣民眾電視收視與評鑑」成果發表會。該

調查指出，在 5 大媒體使用行為上，以電視使用率為最高，網路目前則已

經超越報紙，成為電視之外第二個主要的新聞來源。而所謂電視收視質調

查也是一種客觀、大量的收集閱聽人資料的調查，它代表收視眾對電視節

目滿意程度，而且可將觀眾的評價資料提供予各電視台參考。當日與會之

廣告委員均表示電視收視質調查確有必要性，因為透過收視質調查可以發

現，什麼樣的觀眾特質會欣賞哪一種節目，一來有助於提高廣告商區隔其

目標客戶的精準度，二來電視節目競爭的目標就不僅只有吸睛的效果，而

是要深入了解觀眾的喜好與趨勢。收視質一旦提高，不但可給予優秀媒體

工作者表現的機會，也能夠產生優質節目，便得以進入一個良性的競爭循

環。另外，與會委員也達成共識，2014 年度再進行此項研究調查時，各

電視台可提出更具體的指標項目，以廣泛納入調查當中，使未來的收視質

調查輪廓能更為鮮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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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自律 

（ㄧ）媒體自律行為獲得各界肯定 

    爲發揮媒體自律精神，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全體委員對於須啟動協商

機制之新聞時，都會在第一時間啟動或相互提醒，以強化新聞自律的成

效。102 年度計有「媽媽嘴命案」、「頭顱命案」、「洪仲丘案」、「吳憶樺回

國新聞」、「蔣友青事件」、「國人海外遭綁架案」及「家長登廣告投訴校園

霸凌案」等新聞都在第一時間經由媒體間的相互提醒，直接停播、修正或

留意播出內容，高度展現出媒體自律與自制之精神。 

（二）新聞案例檢討與改善 

    爲檢視新聞報導內容是否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以適時提供新聞頻

道改善之建議，本會新聞諮詢委員會在 102 年度召開 4 次會議，討論由

NCC、媒體觀察基金會或新聞諮詢委員所提供之民眾檢舉涉及違反自律綱

要之新聞報導共 17 件，相較於新聞自律初期每年動輒 40-50 件之檢舉大

幅減少，顯見媒體自律已具成效，經由諮詢委員提出之相關建議，並與各

家新聞台代表的互動交流後，已具體提供製播新聞的改善方向。 

 

四、公共關係與活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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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辦「2013 數位創世紀研討會」 

    103 年 9 月 27 日協助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舉辦「2014 媒體天空領航

員實務研討會」，該研討會主題為影音媒體數位化趨勢與挑戰、影音媒體

創新發展、影音媒體智慧財產權及影音媒體置入行銷等，研討會包括一場

專題演講、三場主題座談，並邀請各院校傳播界師生、相關政府機關、民

間團體、媒體及閱聽眾共同參與。 

（二）協辦 2014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03 年 5 月 9 日協助南華大學傳播系舉辦 2014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主題為全球化與台灣媒體、數位化發展與寬頻

生活、媒體經濟與產業政策及媒體與文化批判等，該研討會已成為南部地

區傳播學術界的年度盛事，並吸引南部地區相關傳播系所上百位師生熱烈

參與。 

（三）協辦中華傳播學會 2014 年年會 

    103年 6月 25-27日協助中華傳播學會舉辦 2014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跨媒介、文化創意與反思」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發表 150 餘篇論文，

並安排 45 個研討場次、2 場專題演講及 1 場大型論壇，本研討會為傳播

學術界的年度盛事，本次亦吸引 400 多位大眾傳播學術領域師生及實務界

菁英參與。 

（四）配合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舉辦「我們要健康的網路環境」記者會 

    103 年 8 月 21 日配合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舉辦「我們要健康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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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記者會，該記者會正式對外發表其委託國際研究單位進行之研究報

告，該研究報告發現台灣網民對於盜版就是偷竊行為、網路應有更多的規

範等均表達充分認同的態度，也期望有一個更安全更乾淨的網路環境，本

次活動對於消費者宣導、呼籲政府的重視深具意義。 

（五）協辦「2014 海峽兩岸數位匯流下之新聞與傳播學術研討會」 

    103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協助世新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產業研究中心舉

辦「2014 海峽兩岸數位匯流下之新聞與傳播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希望

透過對兩岸新聞、傳播產業共同面臨的問題進行分享與交流，提出因應方

向與建議，提供學界與業界實質幫助與建議，本會特別贊助該活動 10 月

3 日的歡迎晚宴，藉此與海峽兩岸的傳播學者進行互動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