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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 政策溝通 

（一）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鑒於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之「衛星廣播電視法」新增加強內容問責機

制、增加本國節目、引進公民團體參與、專注兒少內容與廣告管理等條文，

對產業影響至鉅，本會經徵詢理、監事及會員意見後，採委託學者專家先

進行研究之方式，再依研究結果提出修法意見。案經五位教授協助撰擬專

論，並於 102 年初完成「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法建議及專論總輯」之彙整，

已陸續寄發相關學者專家、立法委員、本會會員、NCC 等參考。本會將

據此版本在立法院推動衛廣法之修正事宜。 

（二）有線電視基本頻道分組付費案 

    鑒於 NCC 擬修訂有線電視收費標準，並擬於有線電視全數位化後實

施基本頻道分組付費機制，此點對於頻道產業極為不利，案經本會 101

年 9 月 27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由公會委託熟悉產業發展之學者專家撰

寫專論，並朝”費率維持現狀、頻道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方向論述，目標

為 NCC 維持現行的有線電視收費機制。案經鍾秘書長邀請蔡念中、陳清

河、謝穎青、陳信宏、鄭自隆等五位教授協助，並分別請其就專長領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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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撰擬專論(消費權益、政策、法制、廣告及經濟)，後續委由蔡念中教

授協助彙整報告以提出研究結論。該項研究已於 102 年 2 月彙整完成，並

寄發相關學者專家、本會會員、NCC 長官、MSO 及系統等參考。未來將

據此向 NCC 提出建議，希望其制定本項政策時能將產業意見納入參採。 

（三）NCC 提出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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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徵詢各界意見。由於該草案對廣電產業發展影響深遠，鍾

秘書長與本會法律顧問謝穎青律師於 2 月 27 日邀請各頻道法務開會，聽

取會員對本案之相關看法。與會人士表示，NCC 把公平會主管的不公平

競爭、市場壟斷規定、廢除出版法的出版事業，以及非屬特許行業範疇的

頻道代理商都一併納入管理，已明顯超越其主管之權限，草案中並有許多

商業行為亦納入管制，如系統與代理商或代理商與頻道簽訂二年或累計達

三年以上之合約需申請核准，另對於廣電同業間或產業上下游間經濟規模

的整合亦增加不予許可之規定，此舉將對數位匯流之發展產生嚴重衝擊。

此外，NCC 本身並未確定其反廣電媒體壟斷管制的目的，如僅為了避免

言論集中，而大費周章的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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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不妥。本會委請謝律師撰擬產業意見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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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各會員之修正意見後於 3 月 8 日正式向 NCC 提出，本會亦將持續關

注本案之後續發展。 

（四）102 年度有線電視費率審議 

    101 年 10 月各界對於有線電視費率多所關注，並興起調降有線電視

費率之聲浪，為避免調降費率後影響頻道版權費用收入，本會於 101 年

11 月 1 日發函 NCC 及各縣市政府，希望主管機關在審議明年度有線電視

費率，考量產業合理生存空間，適度調升有線電視之費率，讓頻道業者有

機會收取較多的版權費用，以提供優質節目服務消費大眾。文中並說明收

視戶、系統與衛星電視間之關係，有線電視收視費之調降看似收視戶直接

受惠，實則影響頻道收入，造成節目品質下滑讓消費者受害，希望主管機

關在兩相權衡之下，做出有利於各方之費率審議結果。另外，本會亦與台

灣寬頻產業協會(CBIT)及下游之系統多次開會研議，分別就本案向關心的

議員、學者專家及審議委員進行說明與溝通，雖 102 年度之費率審議結果

部分縣市仍遭調降，但已較預期降幅趨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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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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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局、公平會、食品衛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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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度共舉辦 11 場，邀請過程予誠教授、卓美玲教授、關尚仁教授、洪瓊娟

教授、張錦華教授、NCC 何吉森處長、智慧局張玉英組長、章忠信教授、

廖緯民教授、世新大學梁世武院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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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會理監事會拜會 NCC 

    鑒於第四屆 NCC 委員甫於 101 年 8 月 1 日上任，為加強與 NCC 之

互動關係，並讓新任主委及委員對於產業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會練理

事長偕同理監事於 101 年 8 月 17 日拜會 NCC，並與 NCC 石主委進行對

談，石主委表示，未來會以依法行政為首要目標，所有規範、準則都以清

楚明白可供執行為主要考量，對於不合時宜的相關規定，都將適時檢討修

正改進，協助解決業界的共通問題；練理事長表示，希望透過公會這個平

台建立與 NCC 的良好對話機制，把產業的意見向主管機關報告說明，讓

主管機關制定的相關規範，較為合理及確實可行。其他理監事也針對產業

相關問題提出建議，亦獲石主委的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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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放寬跨頻節目宣傳案 

    為盡速推動 NCC 開放頻道跨頻宣傳，本會於 101 年 10 月 4 日正式發

函 NCC 提出建議，已獲該會重視，並於同年 12 月 10 日邀集部分家族頻

道、單一頻道及本會代表等開會討論。經聽取各頻道代表之意見後，NCC

表示在不影響消費收視權益的前提下，將會朝開放同一家族誇頻宣傳不納

入廣告秒數計算之方向努力，並將著手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另今年初 NCC 何處長再次請本會就跨頻宣傳後所衍生之效

應致函該會俾憑辦理。本會於 1 月 21 日提出補充意見說明，開放家族頻

道的宣傳，將直接加深頻道的影響力，讓消費者同時得知頻道家族其他節

目的播送資訊，增加節目的宣傳管道，助於收視率的提升，對於頻道知名

度、指名度等綜合效益及整體產業之發展亦有所助益，消費者亦可藉此獲

知其他頻道節目的播出時間及內容，以方便其收視。 

（八）NCC 開放電視商業置入性行銷及贊助 

     NCC於 101年 8月 8日召開之委員會議中通過適度開放電視商業置

入性行銷及贊助，藉由挹注電視節目製作資金，來提升節目內容品質及影

音節目行銷海內外之競爭力。該會並於 8 月 22 日召開公聽會廣徵各界意

見，又於 8 月 24 日邀集無線與衛星頻道之廣告負責人就置入及贊助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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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作方式進行討論，希望電視學會及本會商討訂定自律準則，俾供全體

頻道業者在置入及贊助時有一致的約束規範。案經本會廣告協調委員會鄭

主任委員邀請電視學會廖秘書長研議，並於 8 月 31 日將相關自律規範送

請 NCC 審閱後開始執行。本案執行後，NCC 於 102 年初回覆民視詢問有

關贊助及置入規範時提到，贊助應明確揭露贊助者訊息，且不得於節目中

出現，而贊助者名稱出現的時間，將列入廣告時間計算。由於本項規定不

甚合理經本會於 1 月 17 日致函建議，該會並於 1 月 28 日回覆表示，可以

在片頭及片尾揭露贊助者之訊息，並不計入廣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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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本會已協助核對完成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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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音樂公播認證工作 

    本會持續協助辦理廣告音樂公播權的認證工作，101年度共完成 7,820

支廣告音樂，音樂公播部分屬汪臨臨女士經紀的 843 支，佔 10.78％，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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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2,395 支，佔 30.63％，屬証聲音樂 289 支，佔 3.7％，屬久升音藝

386 支，佔 4.94％，其他 3,902 支，佔 49.9％；另錄音公播部分 RPAT 有

422 支，佔 5.4％，其他 7,398 支，佔 94.6％。藉由認證制度的實施，確定

音樂公播的權利來源及取得播出授權，避免本會會員遭刑事追訴，使會員

在授權價格談判中取得較為平等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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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MUST、TMCS、RPAT、MCAT 等

等，其中 MUST 更要求依日本標準調整五倍之多，對利用人（本會會員）

影響甚鉅；本會遂依法向智慧局提起審議，並會同各法務主管建請智慧局

應從公平合理的費率制度來審酌本案，智慧局於 100 年 10 月審議完成

MCAT、RPAT 及 MUST 之費率，MCAT、RPAT 維持舊費率，MUST 依舊

費率調整 10％。鑑於調整理由並不十分明確合宜，且為避免日後再調整

之虞，本會已就 MUST 之核定費率部分向經濟部提起訴願，案經經濟部

維持智慧局審議結果，本會再度委請律師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訴訟當中。

另 TMCS 之費率業於 101 年 5 月 21 日審議完成，智慧局決議 TMCS 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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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收取使用報酬前，負有進行市場調查之義務，因此應先行調查利用

人利用其管理著作之多寡及比例，分析其著作被利用之情形後再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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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計有 

「賓士汽車廣告」、「突襲風暴 online」、「貞子 3D」、「寮國啤酒-流浪篇」、

「冰火系列-派對篇」等廣告，經由自律方式限制時段播出，廣告違規情

形已大幅降低與改善。 

（五）遊戲軟體標示級別案 

    依照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規定，遊戲軟體應在遊戲廣告明顯處揭露

該款遊戲分級級別，並於 10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為確保本會會員頻

道之權益，並遵循相關法令規定，經台北市電腦公會協助，本會於 102

年 1 月 3 日將相關規定轉發各會員法務及廣告總監，提醒各台在播放遊戲

軟體廣告前，務必先行留意該廣告是否已標示該款被廣告遊戲軟體的分級

級別(通常出現於廣告片尾)。未來各遊戲軟體廠商如對相關標示存有疑

慮，本會將居間委請電腦公會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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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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計有「藝人參加學測，採訪時不宜造成其他考生干擾」、「林

書豪的新聞採訪與報導」、「王建民緋聞報導」、「陳前總統戒護就醫採訪協

調」、「富少李宗瑞新聞」、「颱風災情報導提醒」及「法拉利姐張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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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高度自律與自制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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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召開 3 次會議，討論由

NCC 及媒體觀察基金會所提供之民眾檢舉涉及違反自律綱要之新聞報導

7 件，相較於 97 年度 50 餘件、98 年度 20 餘件、99 年度 16 件、100 年度

17 件為少，顯見媒體自律已具成效，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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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提供了製播新聞的改善方向。 

（三）NCC 要求各新聞台依其格式制定新聞倫理委員會及申訴機制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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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要點 

    101 年 10月 NCC 發文各新聞台，要求各台的新聞倫理委員會、觀眾

申訴機制等章程及要點，都須按照該會的格式修改，並納入營運計畫落實

執行，另要求於年底前向該會提出營運計畫變更；案經本會於同年 11 月

13 日致函 NCC 建議應就本案與新聞頻道磋商，並經該會於 12 月 13 日邀

集各頻道代表開會後仍未改變既定之時間及措施，本會練理事長、陳副理

事長遂於 12 月 20 日上午拜會 NCC 石主委，表達我方希望能以強化集體

自律之方式來落實，石主委對於我方提出集體自律之構想不表反對，然鑒

於 NCC 已依委員會決議發文，仍請各新聞台就未來自律之執行方式函覆

該會。因此，練理事長隨即於 12 月 21 日邀請各新聞台負責人開會研議後

決定，將由公會研擬強化集體自律之具體做法及方案，再函請各新聞台納

入其回復 NCC 的函文當中。本會並就集體自律等相關事宜邀集新聞自律

委員開會討論相關規定的修正與後續執行。 

四、公共關係與活動舉辦 

（一）協辦「2012 數位創世紀研討會」 

    101 年 5 月 11 至 12 日協助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舉辦「2012 數位創世

紀研討會」，該研討會主要在探討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後，如何教導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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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善用網路而不被網路所控制，研討會包括二場專題演講、五場主題

座談、四場學術論文發表等，並邀請各院校傳播界師生、關心兒少網路使

用之相關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媒體及閱聽眾共同參與。 

（二）協辦 2012 第五屆公關與廣告國際學術論壇 

    101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協助世新大學傳播學院舉辦 2012 第五屆公

關與廣告國際學術論壇，該研討會由世新、香港城市大學及武漢華中大學

等學術單位共同舉辦，結合兩岸三地學界與業界之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並

發表 156 篇的學術論文及 21 篇的壁報發表。 

（三）協辦電視科技與文化論壇 

    101 年 10月 6 日協助世新大學傳播學院舉辦「電視科技與文化論壇：

台灣電視 50 年回顧與前瞻」，該活動除於工博館進行台灣電視文物展之外

(包括早期的電視機、電視週刊、攝影棚、攝影機等設備)，並以影視人才

培訓、半世紀的台灣電視風華及數位電視藍圖等三項議題進行研討。 

（四）協辦「2012 數位化電視產業測量」高峰論壇 

    101 年 11 月 16 日協助世新大學傳播學院舉辦「2012 數位化電視產業

測量」高峰論壇，討論傳播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數位電視業者、網站業

者、廣告主及代理商面臨更多元化的數位匯流概念，新的媒體技術及傳播

管道將為數位測量帶來變化，如何有更好的測量及監測機制以營造更好的

電視生態。 

（五）協辦中華新聞傳播學術聯盟第四屆學術研討會 

    101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協助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以「新興傳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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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公民社會的衝擊」為題舉辦中華新聞傳播學術聯盟第四屆學術研討

會，本傳播學術聯盟係為促進臺灣與香港及中國大陸傳播學術研究交流，

由台大新聞所與香港城市大學媒傳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及復

旦大學新聞學院於 2009 年共同成立，並由各校輪流主辦研討會。本次研

討會由台大新聞所舉辦，深入討論新媒體社會角色、傳播者行為及其傳播

效應，包括網絡傳播規範、傳播內容、傳播行為、視覺傳播效果等，希透

過持續研討及交流，對於傳播媒體的表現及其影響層面有更全面及長遠的

關照。 

（六）協辦「2012 年兩岸影視產業發展論壇」 

    101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協助輔大傳播學院與上海交通大學共同舉

辦「2012 年兩岸影視產業發展論壇」，本次研討會在上海舉辦，希望能藉

由兩岸交流的學術交流及意見討論，進而對兩岸影視產業發展與趨勢進行

了解與認識。本次研討主題為影視產品的行銷、置入性行銷的應用、收視

率、產業與觀眾分析，活動並圓滿結束。 

（七）2012 台北電視節海峽兩岸電視台合作論壇 

    本會與節目製作公會於 101 年 9 月 19 日共同舉辦海峽兩岸電視台合

作論壇，就兩岸電視台的節目、人才及技術等交流問題交換意見。為歡迎

大陸人士的到訪，本會與節目製作公會特別於 18 日晚上假世貿聯誼社舉

辦迎賓晚宴，本會相關會員之總經理或負責人亦出席晚宴，增進彼此之互

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