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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鏡電視新聞台在今年2月10日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授予的衛

星電視執照，並且在5月8日正式開播。這份季報，是開播後第一次

發刊，內容上也因應開播而做了部分調整，將以更多的篇幅處裡公

共問責、申訴等議題，並提供更多有益於提升新聞工作者專業能力

的文章。不變的是，我們也會持續關注並研析公評人制度和新聞產

業最新的發展趨勢，成為一本不只對鏡電視有用，也能對整體產業

提供新知的刊物。

處理申訴，是全球公評人工作的主要項目之一，在鏡新聞當然也

不例外。公評人翁秀琪撰寫的〈從各國公評人處理申訴模式看鏡新聞

特別申訴模式〉一文，先簡單介紹加拿大CBC、英國衛報和英國BBC

的申訴制度與申訴報告的呈現方式後，再向讀者引介鏡電視新聞台的

申訴制度與流程；同時也於該文後，發表由公關客服中心4月至6月針

對「一般申訴」的「季閱聽人意見統計報告」。

提升新聞工作者專業能力是鏡新聞外部公評人辦公室另一項矢

志做好的工作。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主任羅君涵撰寫的〈記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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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被專業領域資訊來源綁架〉一文，就是這項努力的具體展現。

本文由具備電視製作、智慧財產權實務及法律本科訓練的作者，針

對媒體一則專利權相關報導進行剖析，最後提供新聞工作者完整可

操作的「報導專利和發明新聞查核清單」，並無私分享，相信有益

於提升媒體產業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能力。

公評人翁秀琪於2022年鏡電視取得執照後，即申請加入國際新

聞公評人組織ONO，並於3月正式成為該組織第一位來自台灣的公評

人。該組織於今年6月22日UTC時間中午12點（約為當日台北時間晚

上8點）舉辦的遠距年會中，由美聯社新聞驗證小組成員Ruth Brown

擔任主講人，以「查證」（verification）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更有趣

的是，主題演講後由本屆ONO主席――荷蘭公共電視的公評人Margo 

Smit帶領討論，這場討論也隨後在7月的ONO會員新聞信中以「壓力

下的公評人」為題做了進一步報導。

隨時觀察、引介全球公評人制度的最新發展趨勢，是鏡電視外

部公評人辦公室可以對媒體產業做出的貢獻。本期翁秀琪的〈壓力

鍋中工作的公評人：荷蘭和阿根廷案例〉一文，在簡述國際新聞公

評人組織ONO的歷史沿革後，聚焦於今年（2022）ONO年會討論

的議題之一「壓力下的公評人」之外，也兼論會後ONO會員新聞信

中對年會裡所提及荷蘭和阿根廷兩個個案的深入介紹。讀者讀完，

或可體會公評人一職除了是媒體組織中最寂寞的職務，可能也會是

組織中壓力最大的職務之一。

了解閱聽人對於鏡新聞節目製播表現的批評和看法，亦是鏡電

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的主要工作項目之一，因此自本期季報開始，

新闢「公民看新聞」單元，不定時邀請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和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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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針對鏡電視新聞台製播的各項節目提供意見。本次共收錄四位學

者的觀察，包含陳順孝針對《每日新聞》節目的〈守望環境，鏡新聞

做得夠好嗎？〉、魏玓的〈搭一座不好搭但是卻非搭不可的橋――鏡

新聞藝文類節目《文藝賦格》、《另一種注目》觀賞心得〉，李怡

志的〈《全球聊天室》及《鏡轉全球》觀後感〉則是針對鏡新聞國

際中心兩個專題節目的觀後心得。另外，家中有一位唸國中女兒的

魏玓自動請纓，在陪女兒一起觀賞《少年新聞週記》後，撰寫了〈

傳播新聞，也傳播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鏡新聞《少年新聞週記》

單元觀後心得〉。

本次「公評人翁秀琪專欄彙編」單元觸及議題多元，廣及：媒

體工作者網路使用原則、媒體產業如何實施ESG永續經營、臉書按

讚的效用、申訴與外部公評人制度，以及從兒少與性別暴力新聞看

合宜的新聞報導策略等，除部分已經上網分享外，另有幾篇則併同

收錄於本次季報中。

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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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國公評人處理申訴模式看鏡

新聞特別申訴模式

鏡新聞已經在2022年5月8日上架MOD 508頻道，正式開播。外

部公評人申訴頁面也於同日上網，接受閱聽人申訴。綜觀全球公評

人制度，處理特別申訴案，應該是公評人工作的主要項目之一，在

鏡新聞當然也不例外。

鏡電視新聞台在2021年1月1日設置外部公評人一職。公評人於

進駐後，由於當時尚未取得執照，所以，前一階段的工作都在為建

立制度做準備。對於申訴制度，也做了許多功課。因此，本文在詳

細說明鏡新聞特別申訴案的制度形成和處理流程前，先舉例說明世

界各國公評人的做法。

加拿大公共電視CBC的處理模式

在2021年2月，鏡電視公評人即著手研究加拿大公視CBC的公評

人處理申訴的回信模式，發現其回應模式相當制式。現以當時（2021

年1月15日）CBC英文公評人Jack Nagler1 處理觀眾申訴CBC未報導羥

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下簡稱奎寧）對Covid-19感染者具療效

文∕翁秀琪（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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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奎寧報導」，Reporting on Hydroxychloroquine）為例說明2

若讀者點入CBC官網的公評人專區，可以看到所有的公評人申訴處

理模式均與本例完全相同，結構大致如下：

（A） 被申訴的報導名稱：Reporting on Hydroxychloroquine Jan 15, 

2021。報告此處先呈現一個簡短的導言，綜述事件原委，並

列出申訴人的名字。在此，加拿大的作法與英國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 Organization，簡稱IPSO的保密規範明顯不同，

詳後述。

（B） 申訴內容（COMPLAINT）：詳細呈現申訴內容。

（C） 新聞部人員回應（MANAGEMENT RESPONSE）：詳細呈現

新聞部相關人員的回應。

（D） 調查過程說明（REQUEST FOR REVIEW）：詳述調查過

程。

（E） 核對CBC報導準則（REVIEW）：報告引述CBC內部的報導

準則相關規定，並述明其對本案的意見。最後由公評人簽名

押日期並公布於CBC官網。

對加拿大申訴制度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的讀者，也可以參考

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主任羅君涵於《公評人辦公室季報》創刊號與

NO.2兩篇對於加拿大CBC公評人如何處理申訴的詳細介紹。這兩篇

文章分別是：〈加拿大公共電視公評人處裡閱聽人申訴模式――以

Covid-19報導爭議為例（上）〉3和〈加拿大公共電視公評人處裡閱

聽人申訴模式――以Covid-19報導爭議為例（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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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的處理模式

至於英國《衛報》的申訴，則是區分讀者編輯（Readers’ Editor）

和公評人（Ombudsman）兩階段的申訴處理原則與方式。對於《衛

報》的兩階段處理模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翁秀琪在《鏡電視公

評人季報NO.2》〈從Noam Chomsky事件看《衛報》的內控機制〉5

，該文將《衛報》處理Noam Chomsky事件的過程敘述得非常清楚，

在此不再詳述，僅綜理大要如下。

簡單的說，本案起因於一則衛報記者Emma Brockes訪問國際知名

語言學家Noam Chomsky的報導。被報導者Chomsky因為對報導內容

不滿，所以對《衛報》提出申訴。此案第一階段由讀者編輯Ian Mayes

處理，處理結果是把該篇報導從衛報的官網移除。此時，又有支持

該報導的三位讀者向衛報的史考特基金會提出要求外部公評人John 

Willis介入處理6，最後，公評人Willis的結論是衛報並不需要把該篇

報導從官網移除。

換言之，「《衛報》讀者或被報導者如果對於內容不滿，可以

提出申訴，如果申訴被接受，就由讀者編輯進行處理。如果對於申

訴處理過程和結果不滿，可以向史考特基金會提出再申訴，如果被

接受，就會由外部公評人對整個案子再進行調查評估。」7 

在本案過程中，讀者編輯採取的方法是「參與任何他認為必要

參與的會議，查核所有他需要查核的資料檔案，而且他的決定必須

是獨立的。」8而公評人採取的方法是：「詳讀所有的申訴文件、相

關電郵，以及《衛報》處理訂正此案相關的所有文件。」9 公評人同

時也和讀者編輯、採訪撰寫該報導的記者以及第一階段申訴人Noam 

Chomsky，還有第二階段的三位申訴人均接觸詳談過，再做成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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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當時公評人John Willis對本案的申訴報告10呈現方式，是於

簡述案件發生原由後，再根據事件發展的時間序列條列式說明每一

過程如何調查，及調查結果為何。這種寫作方式幾乎和著名的「戴

森報告」（Dyson Report）如出一轍，似乎顯示這是英式調查報告的

呈現風格。

我們如果進入《衛報》官網搜尋「Readers’ Editor」一詞，可以

看到清楚的申訴指引11。目前的讀者編輯是Elisabeth Ribbans12 她在

《衛報》的專欄叫做「開門」（Open Door）13。官網上可以找到的

近期專欄，是她在距今已經一年多的2021年5月所寫的一篇文章，針

對許多讀者反應《衛報》對於伊莉莎白女王亡夫菲利浦親王的報導篇

幅是否太多一事，提出她個人的看法。但是，官網上找不到讀者編輯

處理申訴的個案，或是處理的步驟與方法。因此，僅能參考翁秀琪在

〈從Noam Chomsky事件看《衛報》的內控機制〉一文的資料，文中

提及前英國首相Cameron委託Lord Justice Leveson做成的調查報告，

建議廢除當初英國的PCC（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而成

立IPSO（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zation）；在IPSO有關申

訴的頁面上，可以看到與申訴相關的完整資料14，包括：誰可以申

訴、什麼內容可以申訴、什麼申訴內容不予處理、申訴期限多久、

申訴案要寄給誰、保密條款，還有申訴流程說明以及申訴表單等。

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保密條款：「作為我們保密程序的一部分，

報紙或雜誌(或其他處理申訴的媒體)不得公佈他們在投訴中收到的

任何信息。作為提出投訴的人，您也不得發布您從該出版物收到的

任何信息或信件。」15或許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在《衛報》官網上看不

到申訴資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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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BBC的處理模式16

BBC目前負責制定BBC編輯準則（the BBC’s Editorial Guidelines）

的人是David Jordan17，他在2007年10月成為BBC的編輯政策與標準

總監（Director, Editorial Policy and Standards—BBC）。在2017年4

月，Jordan開始被賦予監督BBC「對政黨選舉、政黨政治和公投活

動廣播的申訴」(complaints about party election, party political and 

referendum campaign broadcasts)的責任。他目前也是國際新聞公評人

組織ONO的董事。

B B C於 2 0 2 0年 6月發布「B B C申訴架構和程序」（B B C 

Complaints Framework and Procedures18），將申訴分為：編輯申訴

（editorial complaints）、一般申訴（general complaints）、電視執照

相關申訴（television licensing complaints）、對政黨選舉、政黨政治和

公投活動廣播的申訴，以及監管申訴（regulatory complaints）共五大

類。其中「編輯申訴」一項與鏡電視的申訴相關最高，簡述如下。

我們到BBC官網「Contact the BBC／Complaints」網頁上（見QR 

code 1）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申訴流程說明。如果再點進去下方「雙周

申訴報告」(Fortnightly complaints reports)一項（見QR code 2），即

可以看到BBC每兩周公布的申訴資料統計。另外，從這份申訴資料統

計中，可以看到BBC的申訴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申訴回應可

直接在「Complaints」子項目中（見QR code3）看到。報告內容非常

簡單，就是發佈日期、申訴摘要，和BBC對申訴的回應，內容篇幅往

往不會超過一個電腦桌機的頁面。

至於第一階段BBC處理的申訴件數，以2022年7月18至31日這

兩周來看，BBC One的「Our Next Prime Minister」報導收到2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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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Unvaccinated」報導收到133件申訴，BBC Two的「Women’s 

Euros 2022」報導，收到107件申訴。總計兩周內收到466件申訴

案，BBC在十天回應期限內，總共回應了93%的申訴，約433件。19 

至於第二階段，內容包括：是BBC的哪一個單位（例如是BBC 

One、BBC Two、Radio 4、BBC News Channel等)、哪一個節目、播

出時間、引發申訴的爭議點、是否接受申訴等。所處理的件數比第

一階段少非常多，只有14件，其中只有一件不予處理，其餘13件（

占比93%）BBC皆進行了處理。以這兩周的數據來看，BBC的申訴

在第二階段的案數約僅占第一階段的3%，主要的原因是BBC規定只

有在第一階段提出申訴，且對申訴結果不滿，並敘明不滿原因者，

方可提出第二階段申訴。2022年7月18至31日這兩周的第二階段報告

結果同樣可以在「Complaints」子項目（見QR code 4）中看到。內

容也是非常簡單，跟第一階段一樣，就是發佈日期、申訴摘要，和

BBC對申訴的回應。

BBC在處理申訴報告的公布時，的確會注意保密原則。在「BBC

申訴架構和程序」的頁17，可以看到此說明:「BBC可能出於隱私或

保密原因，或其他法律義務，隱匿申訴案相關內容，不予公開。」20 

又，BBC主管機關是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下

QR code 1 QR code 2 QR code 3 QR co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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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OFCOM），所以如果申訴者對BBC第一和第二階段的處理和回應

都不滿意的話，BBC會建議並指導申訴者向OFCOM提出申訴。

小結

根據上面的討論，歐美申訴制度大同小異，通常必須有負責執

行申訴制度的人，儘管職務名稱相當分歧――包括Public Editor（

例如《紐約時報》）、Readers’ Editor（例如《衛報》）、Director, 

Editorial Policy and Standards（例如BBC，當然英國也有一個叫做

ombudsman-services.org21的組織，由於OFCOM也是此組織的成員，

所以BBC的電視執照相關申訴是由這個組織的ombudsman負責處理

22）、Ombudsman（例如加拿大CBC）、Public Defender（例如阿根

廷）等。申訴流程有的只有一階段，有的則有兩階段。執行申訴必

要的工具是編輯準則或製播準則，作為公評人核對編輯和記者處理

新聞是否妥適的標準量尺。另外就是提報和回復申訴的時效規範等

技術細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國IPSO的保密條款對於公布申訴

結果有嚴格規範，台灣媒體在公布申訴資料時，也應需特別注意《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

鏡電視新聞台申訴制度與流程說明

鏡電視新聞台的申訴制度，分「一般申訴」與「特殊申訴」。

一般申訴由「公關客服中心」負責處理，一般客服事項可打客服

專線：（02）7752-5678，或洽客服信箱：mnews.cs@mnews.com.tw。

特殊申訴由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負責處理。如果鏡電視新聞

台的閱聽人對於鏡新聞的新聞內容有意見，例如：事實錯誤、侵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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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違反新聞倫理等，可至官網公評人專區（https://www.mnews.

tw/ombuds）向公評人申訴，詳細申訴流程亦可在官網看到（https://

www.mnews.tw/story/complaint）。

「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設置章程」第十條授權外部公評人

處理觀眾向外部公評人提出之特別申訴案。據此，鏡電視外部公評

人辦公室就執行章程授權處理特別申訴案業務，訂定「鏡電視新聞

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別申訴作業流程準則」，作為辦公室內部工作

規則。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羅君涵除參與制定準則外，並依此工

作規則，在官網的申訴頁面，呈現含特別申訴定義、申訴流程、受

理申訴範圍、申訴案件受理時間及申訴表單等資料。23 

受理申訴範圍

「鏡新聞」製播之新聞報導與節目（包括兒少與藝文節目），

有違反《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疑義者。

申訴案件受理時間

「鏡新聞」製播之新聞報導與節目首播30日內。

以下事項不屬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申訴範疇

特別申訴制度旨在理性討論，以透過公評人審查觀眾意見及製播

單位理念是否有缺失，達成敦促「鏡新聞」追求更佳品質為目的。因

此，來信內容過於瑣碎、重複、明顯錯誤認知或假設性的問題，以及

使用仇恨言語或無端冒犯他人等內容，逕不予受理。

閱聽人欲提出申訴，需填寫表單（https://www.mnews.tw/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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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aint）。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申訴人在申訴表單上，必須填寫

真實姓名，可以確實聯絡到的電子郵件信箱和電話，並明列申訴主

旨，和申訴內容。用字遣詞必須理性，且不得有歧視或仇恨論述，

或其餘觸犯法律之內容。

公評人辦公室於收到申訴案後，會依照申訴流程，由公評人偕

同辦公室同仁向製播單位了解製播過程，如認有適法疑義及處理不

當處，將要求更正、改善及建議。若公評人認該案件應由製播單位

答覆觀眾者，將交由製播單位，於一個月內妥善回覆。

若申訴人不滿意製播單位的回覆，得於製播單位回覆申訴之20

日內提出申覆，要求公評人完整審查。申覆者須附前階段申訴日期

及申訴內容，並針對製播單位回應有疑義處再為論述。一般而言，

公評人將於兩個月內回覆再申訴者。

至於公評人的申訴報告，原則上會綜合參考前述CBC公評人和

BBC第二階段的做法，完善申訴報告，將報告於去識別化後，公告於

《鏡電視新聞台》官網。另外《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別申

訴作業流程準則》第十四條亦規定，「特別申訴案件處理過程之建議

事項及後續執行情形，外部公評人得以內部公告方式與全體同仁，並

列為教育訓練規劃、節目製播自律及內控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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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https://cbc.radio-canada.ca/en/ombudsman由於加拿大分英語區和法語區，所以CBC也針對
不同的語言設有兩位公評人。Jack Nagler是英語區的公評人。

2. https://cbc.radio-canada.ca/en/ombudsman/reviews/Reporting_on_Hydroxychloroquine
3.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static-mnews-tw-prod/assets/documents/20210730quarterly.pdf
4.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static-mnews-tw-prod/assets/documents/20211031quarterly.pdf
5.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static-mnews-tw-prod/assets/documents/20211031quarterly.pdf
6.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06/may/25/leadersandreply.mainsection
7.  同註5，頁57。
8.  同註5，頁54。
9.  同註5，頁54。
10. 同註6。
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info/2014/sep/12/-sp-how-to-make-a-complaint-about-guardian-

or-observer-content
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feb/02/guardian-new-readers-editor-

journalism-fairness-accountability
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series/open-door
14. https://www.ipso.co.uk/complain/
15. 同註12。
16. 對BBC的申訴處理方式更詳細的介紹可以參考翁秀琪〈英國BBC的申訴制度〉一文https://

www.mnews.tw/story/20220810omb001
17. https://pbibrussels2021.be/david-jordan
18. https://www.bbc.co.uk/contact/sites/default/files/2020-06/BBC_Complaints_Framework.pdf
19. https://www.bbc.co.uk/contact/complaint-service-reports
20. 同註17，頁17。
21. https://www.ombudsman-services.org/
22. 同註17，頁26。
23. https://www.mnews.tw/story/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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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新聞台 111 年 4 月至 6 月

閱聽人意見統計報告

本公司的客戶服務小組隸屬於公關客服中心，服務平臺有鏡新

聞台MOD508頻道及線上串流OTT平臺，負責閱聽人電話、電子信

箱意見回覆或疑難排除等工作，針對鏡電視新聞台111年4月至6月閱

聽人意見統計與分析說明如下。

一、閱聽人意見樣本描述

自111年04月01日至111年06月30日止，鏡電視新聞台客服中心

閱聽人意見調查統計所得，觀眾來電客服專線接獲14通，客服信箱

接獲32則，總計46件，與上一季35件相比較下，根據附表一中部門

別與意見內容的交叉表結果顯示，觀眾意見數主要集中在「當事人

申訴」、「新聞內容／畫面」、「系統台上架時間」方面的詢問。

文／公關客服中心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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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11年度4月至6月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

 

觀眾意見以「當事人申訴意見」、「新聞內容/畫面」、「系統

台上架時間」、「一般建議」較多，比例為15%、20%、18%、28%

（如附圖一）

圖一：111年度4月至6月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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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意見依部門別交叉統計可得，致電意見新聞部、工程製播

意見有關為最多，比例分別為76%、20%。總合佔所有觀眾意見的

92%。（如圖二）

圖二：111年度4月至6月觀眾意見各部門比較圖

111年度4月至6月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如表二、圖

三）所示，部門別則以新聞部、工程製播、意見有關為最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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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圖三：第二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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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如何避免被專業領域資訊來

源綁架
――別糊弄我不懂專利

前言

過往跑新聞做節目時，最悔最憤的就是播出後發現被受訪者糊

弄，明目張膽地被當作傳聲筒，實在讓人氣餒。有時不是記者不用

心查證，而是欠缺專業領域知識下，不知有疑、無從起疑。特別當

學術機構持經政府認證的文件發布訊息時，記者很容易落入「將說

法當成是真實（或是唯一解讀方式）」的圈套。今夏，鏡新聞製播

一則涉及專利和發明的新聞，就犯了直接輕信權威消息來源的錯。其

實有些具體的查核方法，可以讓記者不必懂專利，就能避免被糊弄。

如何警覺查證瑕疵？

今夏，鏡新聞製播一則「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1」的新聞中，

因直接採用新聞來源對各事件發生順序的說法，導致時序與因果關

文／羅君涵（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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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事實或有出入。其他平面及電視媒體對同一則新聞的報導也犯

了相同的錯誤。新聞經網友轉貼至智慧財產權社群後，引發網友討

論，鏡新聞網路觀眾留言中亦有類似疑問。

筆者兼有電視製作、智慧財產權實務及法律本科訓練的背景，

當天作為鏡新聞的觀眾收看當下，就覺得這則報導所提供的眾多資

訊間內部邏輯互相矛盾，簡言之，就是「感覺怪怪的」。好奇心驅

使下，拿起滑鼠右鍵一點，登上智慧財產局的專利檢索系統專頁，

查核專利申請案資訊。Bingo！果然，新聞當事人的專利權在他受訪

時所宣稱的放棄時間點前，就因未繳費而消滅了。也就是說，他早

就沒有權利可以放棄，因此新聞中所採用「基於公益考量放棄專利

權，連帶也放棄產品暢銷後能獲取的巨大財富」，也非常可能是一

個浪漫的說法。

隔天，筆者瀏覽智慧財產權網路社群，果不其然，討論串中也

有多名網友指出諸多疑點，甚至有人上傳他國發明專利註冊資料，

根本性地質疑「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這個說法。疑問之火不是

只在專業社群中悶燒，固定刊載鏡新聞報導的網路新聞平台上，亦

有多名網友留言吐槽新聞當事人吹牛。

是不是言過其實不好說，但更精確地說，沒有一家媒體在報導

「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時，提出證據佐證現在流行的商品就是

台灣發明。當然，單就網友上傳的他國發明專利註冊資料，也不足

以證明暢銷商品非源自新聞當事人的創造，但因為單就兩份專利說

明書內圖示看來，確實很相似，因此，的確值得提出來請新聞當事

人說明兩者間的差異。

嚴肅地說，鏡新聞製播的這則新聞，在此可能沒有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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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2 中「妥就消息來源、訊息內容正確性

進行嚴謹之查證，並力求證據充足」的要求。當然，這是採取嚴格

的標準來看。

不過，鏡新聞的報導有瑕疵是事實3。並且，於筆者來看，就這

則新聞中所呈現的瑕疵而言，記者是有機會發現進而修補――如果

採納筆者於後文分享的應警覺處、查詢方法及確認項目，就可以避

免。說破了，就不難。

媒體錯頒光環，替人抬轎傷害不大，但若報導間接影響商戰或法

庭訴訟的攻防，對真實權利人或合法使用技術者的傷害，有時難以回

復。韓國劇集《非常律師禹英禑》第五集的劇情相當有助於了解這種

難以回復的傷害：驗鈔機廠商梨花，利用核發新型專利僅經形式審查

的制度特性，將抄襲美國開源技術假稱為梨花辛苦研發的成果，成功

取得新型專利權。計謀環環相扣，梨花控告同樣採用這項開源技術的

競爭廠商金剛侵權。表面上梨花要在法庭爭是非，骨子裡真正的目的

是透過提告影響金剛上下游廠商和合作廠商的信心。上下游廠商為了

避免風險，紛紛向金剛催逼款項，導致金剛立刻陷入現金周轉不靈的

窘境。致命一擊的是，梨花成功說服法院以假處分禁止金剛銷售「侵

害專利權的驗鈔機」後，火速說服金剛的客戶改和自己簽約。故事最

終，梨花抄襲被揭發，輸掉了官司，但金剛的客戶已全被梨花搶走，

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非常律師禹英禑》談的是商場借刀傷人，專

利制度、法院和辯護律師在商戰中被利用來奪取財富。現實世界中，

利用媒體搶奪光環藉此動搖客戶和上下游廠商對競爭者和實質權利者

的合作意願，也是商戰慣用手法。在這種情形下，新聞報導錯誤，就

不只是予人虛榮的冠冕，而有可能影響一家工廠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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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將結合對過往研習智慧財產權法的心得，以及跑新

聞製播節目的經驗，將鏡新聞每日新聞中，第一線跑新聞夥伴的時

間壓力和工作狀態考量在內，以多花十分鐘為限，設計出「鏡新聞

報導專利和發明新聞查核清單」，建議記者於採訪前、採訪時及採

訪後的檢索項目清單及查核警覺標示。當情況符合這些查核警覺標

示，請去電請教智慧財產權領域專家；同時，建議同仁訪問智財專

家時錄音，以便在查核無誤繼續製播該則新聞時作為素材，或豐富

新聞內容、或亦能符合製播準則中「避免單一消息來源」的要求。

【小辭典】何謂「新型專利」？其審查與其他專利有何不同？

筆者之所以提醒「鏡新聞」同仁，當受訪者握有的專利屬「新

型專利」時，記者應提高警覺，係因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

，也就是說，專利主管機關不會對新型專利申請案進行前案檢

索（即，不會查之前有沒有近似的申請案），以及不做是否滿

足實體要件之判斷（即，不似核發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前，需

要審查確保申請案具備專利三性的實體要件，專利三性為新穎

性 4、進步性5、產業利用性6 ）。換言之，通過形式審查就核准

專利，並繳費公告領證。這張新型專利證書雖由國家核發，但只

代表該案申請文件齊備，並不代表國家就該申請案有沒有獲得專

利的資格為實質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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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報導專利和發明新聞查核清單

※執行後請於□內打勾

一、採訪前

□ 線索來源為機構邀訪或跟隨其他媒體早先報導時，應特別記下

文件中發明者姓名、專利證書號數，若涉及握有多國專利，請

註記下國家名。

□ 若報導或參考新聞稿中提及該項發明已進軍海外市場，比對

與發明者握有的海外專利數和國名是否一致。不一致是警示

訊號，請透過採訪確認是（1）先前報導或文章漏列，若單純

漏列則解除警訊，（2）若非單純漏列，則為警示訊號。

二、採訪當事人時

□ 一個都不能少――檢視是否能拍攝到所有專利證書和專利說

明書

 要求受訪者出具「專利證書」及「專利說明書」以供攝影記

者拍攝。若具多國專利，需全數出具，作為報導佐證證據。

□ 「各國審查結果不同」為警示訊號

 當新聞當事人提出攻佔海外市場的名稱數量超過取得之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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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數時，求證是否有缺漏的國家專利。若有，則單純為前

報導漏記。若宣稱攻佔市場但卻未擁有該國專利，則追問是

否曾遞申請案？若未遞申請案，則為何不遞？若曾遞送，則

追問遭核駁理由為何？或是曾取得遭到舉發撤銷？

□ 「新型專利」為警示訊號 

 向受訪者確認各國取得專利的類型，是發明專利、新型專利，

還是設計專利。當受訪者取得所有專利權中有任何一國屬「新

型專利」，請提高警覺，若情況允許，請追問「有遞交技術報

告嗎？」

三、採訪當事人後

□ 請登入「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7查核。

 登入「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以發明者姓名或專利證

書號數為關鍵字搜尋（見圖一），於第一層結果頁面找到該項

申請案後，於橫向欄位逐一確認申請日（見圖二A處）、專利

權權利狀態是否已消滅（見圖二B處）8。

□ 若最後一欄案件狀態標示有紅色「消滅」字樣為警示訊號。

（見圖二B處）

□ 於倒數第二欄原件影像下載公告說明書（見圖二C處），以確

認專利類型。若為「新型專利」為警示訊號。（見圖三）

 □ 點選「消滅」字樣進入第二層，可得專利權消滅時間與原因。

（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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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警示訊號時，請備妥記者欲報導的內容、受訪者針對警示

訊號的回答及查詢專利檢索的結果，去電智慧財產權律師、

智財法務、專利師等領域專家，詢問「記者欲報導的內容及

採用當事人的訪問中，是否有漏未考慮或錯解形式審查、維

權規定或屬地主義，或其他問題」。如此，一般程度的領域

專家應可透過國內及全球的專利檢索系統，協助記者完備查

核工作。

建議將這段諮詢錄音，有必要時可充實素材外，於機構主動發

稿邀請的情況時，亦可滿足製播準則「避免單一消息來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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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圖一：於「中華民國專利資料檢索系統」首頁鍵入關鍵字搜尋 

圖二：第一層結果頁面可見申請人(或同名同姓者)名下所有申請案之重要

資訊：如案號、申請日期、狀態等等，亦可下載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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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下載公告說明書後，打開PDF檔，首頁上方可知該申請案申請的類

型。若為標題為「新型說明書」則為警示訊號。

圖四：點選消滅進入第二層頁面會出現消滅日期和消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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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謹草擬《「鏡新聞」報導專利或發明新聞查核清單》如

上，供第一線採訪同仁參考。若能於採訪前、採訪時和採訪後留意

是否有警示訊號，應可以避免許多因為不具專利法訓練背景，而被

專業領域資訊來源設定的框架綁架導致的報導瑕疵或錯誤。這麼一

來，我們也就能在心裡暗暗地喊聲，「《鏡新聞》的記者，可不是

那麼好糊弄的。」

【註解】

1. 為免探討如何優化新聞品質的文章誤傷新聞當事人，在觀眾並未寄信至公評人信箱，公
開公評人室審理的正當性略嫌不足的情況下，本文隱去可供辨識新聞當事人的資訊，僅

提供讓讀者了解此則新聞發生何種瑕疵及為何發生的情況，直接從如何發現可能有疑，

進而避免錯誤為文。至若筆者為了確認新聞確有瑕疵，就此案請教專門領域人員（智慧

財產局及專利權律師）及新聞當事人查證的內容亦一併跳過。惟《鏡新聞》同仁若有興

趣，筆者另撰有緊貼本則新聞內容檢討，並詳述專利規定（也就是說明領域內人為何會

發現問題）的文章，歡迎討論指教。

2. 《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第伍章第十八節事實查證相關處理第1條第1項：「報導
時應持質疑態度客觀檢視事件訊息之正確性、合理性，妥就消息來源、訊息內容正確性

進行嚴謹之查證，並力求證據充足、避免無根據猜測，以確保產出內容之正確性。」

3.  此處記者可能違犯《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要求報導應持質疑態度客觀檢視的規
定，有趣的是，本案記者面臨學術機構發稿和公家機關文件雙重權威，以及技術和專利

雙專門領域，恐怕真的未產生需要質疑事實的意識。若觀眾申訴此則新聞，在涵攝《鏡

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以判斷記者於此個案中是否違反查核規定時，真正要判斷的

是記者報導前使用專利檢索系統查核資訊這個步驟，是否落在記者查證事實的職責的文

義解釋範圍內。

4.  新穎性指的是是該專利申請案所欲申請專利，從未見於刊物上、未被公開實施、不被公
眾所知悉的情形，以及，與申請日前之現存既有技術有所不同。

  進步性指的是相較先前技術，欲申請專利之技術「非該技術領域者可以輕易可想到」，

「具備足夠的創作巧思」。進步性不是指申請案的技術較先前技術更好更進步，進步的

定義是因人而異的，這是我國專利領域以此名詞指稱時，容易讓非專利領域人望文生義

誤解之處。

5.  產業利用性指的是申請的專利案得以應用於產業製造，被具體的製造或使用，有幫助產業
發展的實效。具有崇高的學術評價的申請案，若無法利用於產業，幫助產業發展實效，

就無法通過產業利用性之審查。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https : / / twpat2 . t ipo.gov. tw/twpatc/
twpatkm?@@0.9523475400963495

7.  圖二、三及四為逐步操作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所得截圖，目的在圖示，其中的申請人及案
件皆非本文前言提及新聞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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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ONO 網路年會經驗分享
壓力鍋中工作的公評人：荷蘭和阿根廷案例

本文聚焦於2022年國際新聞公評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 and Standards Editors，下稱ONO）年會討論的議題之

一：「壓力下的公評人」，並兼及會後ONO會員新聞信中對於年會

中提及的荷蘭和阿根廷兩個個案深入介紹。進入本文主題前，先簡

述ONO的歷史沿革。

國際新聞公評人組織ONO的歷史沿革

ONO剛成立時，它的名稱是「報紙公評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Newspaper Ombudsmen），幾年之後，當第一位廣電媒體的公評人

參與組織時，即改名為「新聞公評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近期則因為成員職稱越來越多元化而變更為現在的名

稱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 and Standards Editors。

從報紙發展的歷史看來，早在19世紀的時候，標榜準確、公正

文／翁秀琪（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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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適宜的報導行為的編採標準，就已經被各報列入編採守則並予公

開。但是，一直要到「黃色新聞」1的過激報導行為，才引起真正的

關注。1913年，《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成立了「準確性和

公平競爭局」，記錄不滿讀者的投訴，1916年瑞典政府成立了「新聞

公平實踐委員會」，充當公眾與新聞界之間的中介。21922年，日本

的《朝日新聞》成立了接受讀者評論，並處理報導錯誤的小組，1938

年，《讀賣新聞》也成立了公評人委員會。3 

1967年6月，美國《路伊斯維爾信使報》（the 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 and Times）任命John Herchenroeder為該報的公評人，是美國

第一位公評人。4 

資料顯示，Herchenroeder在擔任公評人期間承擔了巨大的工作

量，除了積極與讀者互動，更公開、詳細地處理了來自讀者關心的

議題與意見。他每年處理大約三千件電話和信件，並為他服務的報

紙建立了每日更正專欄。

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全美國的公評人數量緩慢增加到35人左右，

後來因為財政壓力，人數急遽下降。然而，美國之外的公評人人數

卻逐年有所增加。到2022年7月，ONO官網上的資料顯示，ONO全

球會員人數共67人，分布在23個國家。5 

隨著全球公評人人數增加，希望成立一個國際公評人組織，以

便分享經驗，相互支持的呼聲日高。於是，一位來自加拿大《艾德

蒙頓報》（Edmonton Journal）的公評人John Brown在1970年代後期

寫了一系列的信給他的公評人夥伴們，建議成立一個組織來分享想

法並相互支援。6 

於是，ONO在1980年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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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的第一任主席（president）是Al JaCoby，他是《聖地牙哥

聯盟報》（the San Diego Union）的前城市和周日編輯，後來成為該

報的公評人。他在位五年之久，是迄今任職期間最長的主席，並在

1981年在聖地牙哥舉辦了第一屆ONO年會。

對於Al JaCoby這個人的評價，可以參考同樣也擔任過ONO主席

（1999–2000）和執行長（2001–2009）的Gina Lubrano寫的紀念文7

。Lubrano認為AlJaCoby是一個脾氣暴躁，但不說廢話、心地善良的

人。他的行事風格，後來也成為許多公評人的楷模。8 

另外一位在ONO官網的組織史中提到的公評人是《薩克拉門托

蜜蜂報》（Sacramento Bee Newspaper）的Arthur Nauman，他為ONO

前後服務了十六年之久。從最初的非正式同事團體到1996年正式成

為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註冊的非營利組織，他一直持續指導該組織。

當他在2020年退休時，曾經跟現任的執行長Alan Sunderland提到，之

所以能夠擔任所服務的報社的公評人，是因為某日總編輯走過他的座

位時，聽到他正和打電話來抱怨的憤怒讀者對話。良好的溝通技巧，

也讓他在公評人的位子上坐了十七年。他也提及，ONO扮演的重要

角色之一是把各國的公評人聚到一起，因為，如果這些公評人們專

心致力於做好他們公評人的職務，他們「可能是相當寂寞的人」。9 

Nauman在1989年於華盛頓參加了一場ONO研討會的圓桌討論，

名為「新聞倫理：一些補救措施、謙虛，以及其他」（Journalism 

Ethics: Some Remedies, Modest and Otherwise）。當時他長達六分鐘

的發言10被列入介紹ONO歷史的專文中11。專文作者並強調，這段發

言內容雖歷經三十多年，所談論的新聞公評人問題依然歷久彌新。

Nauman在發言的一開始，提到Ombudsman這個概念來自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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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是「掃街人或清理煙囪的人」，在此意義下公評人似乎是在記

者後面擔任清理工作的人。他認為，要新聞工作者百分之百依照新

聞倫理規範工作，就像一個無法企及的涅槃境界。僅僅是謙待讀者

並不能解決問題，也不是去訂正報導的錯字和文法錯誤就有用，重

要的是：公評人要把讀者（閱聽人）拉進來，對公眾坦誠以待，讓

他們能信任公評人。同時，讓新聞工作者能以更清晰、謹慎的態度

進行報導，使新聞品質更上層樓。

我們可以在ONO官網上看到這個國際組織對於公評人的定義12

：「公評人接收並調查報紙讀者或聽眾或廣播和電視台觀眾對新聞

報導的準確性、公平性、平衡性和良好品味的投訴。他或她建議適

當的補救措施或回應來糾正或澄清新聞報導。」

ONO的主要活動是其年度會議，該會議審查新聞媒體和新聞閱

聽人當前面臨的挑戰，以及這些問題如何影響其成員的工作。

ONO的2009年會議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華盛

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辦公室舉行；2010年會議在

英國牛津的路透社研究所和英國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舉行；2011年

會議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的加拿大廣播電視台CBC舉行。2013年

會議移至加州洛杉磯舉辦，隨後在丹麥的哥本哈根（2014年）、德

國漢堡（2015年）、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2016年）、印度的

欽奈（2017年）、荷蘭的阿姆斯特丹（2018年）和紐約（2019年）

等地都舉辦過會議。年度會議上討論的主題通常具有道德性質，過

去提出的一些主題包括：少數族群的報導、性犯罪的報導、與新聞

部門的關係、使用匿名消息來源、侵犯隱私、剽竊、利益衝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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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參與2022年ONO年會經驗分享

今（2022）年ONO的年會在6月22日（三）UTC時間中午

12點透過網路舉辦，演講主題（稱為shop ta lk）是查證／確認

（verification），由美聯社新聞驗證小組成員Ruth Brown擔任主講

人。她在演講中討論最新的網路科技查核工具以及處理假新聞、虛

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方法。Ruth Brown在紐約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簡稱AP）擔任周末新聞編輯負責新聞驗證，是美聯社驗證新

聞內容和新聞圖像團隊的一分子。她在演講中以一張照片為例，說

明團隊如何透過AP自己的相片庫和Google map資訊，最後確認照片

拍攝的地點在莫斯科而非法國巴黎。其實她介紹的方法並不複雜，

稍微有利用網路工具查核能力的記者或查核員應該都可以做到。相較

之下，我認為去看BBC的這支影片〈Cameroon: Anatomy of a Killing - 

BBC Africa Eye documentary〉（請見QR code），或許對於如何進行

影像查核可以有更清楚的概念。13比較有趣的是，演

講後有公評人提問：美國的媒體中，像AP這樣設有

機構內（In-house）查核部門的有多少？演講人Ruth

表示她並不清楚。

其實，這幾年網路調查非常專業，其中馬航MH370失蹤案已被

破案，新疆勞改營的報導有衛星資訊佐證，目前進行中的烏俄戰爭報

導也大量仰賴公開來源情報（Open-source Intelligence，簡稱OSINT）

，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紐約時報》等大報這幾年都成立了視覺調

查（visual investigation）專門小組，還原許多爭議事件的現場。在前

述BBC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BBC作為全球最大的公共媒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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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各項資源極為豐沛的查核部門。據了解，在前述影片中光是比對

山嵐就花了十幾個人、三個多月的時間。要提供新聞工作者如此豐厚

的查核資源，大概也只有BBC做得到吧！

除了主題演講外，個人覺得更值得分享的是ONO現任主席、荷

蘭公共媒體NPO的公評人Margo Smit在演講後主持的會員討論。本

次討論，Margo自己先提到她因閱聽眾檢舉申訴一家荷蘭新進廣播公

司Ongehoord Nederland（2022年ONO7月的會員新聞信將它英譯為

Unheard of Netherlands）而做出申訴報告，其引發一連串的攻擊。在

阿根廷Public Defender of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Services擔任公設

辯護人（Public Defender，類似於公評人的職務）的Miriam Lewin也

提到她在阿根廷遭受的待遇。由於會議時間有限，所以ONO的執行

長Alan Sunderland建議在7月新聞信中詳細介紹並討論荷蘭和阿根廷

的這兩個個案。

因此，7月的ONO會員新聞信中便以「被攻擊的公評人」為題，

提供了荷蘭和阿根廷這兩個國家公評人遭受攻擊的詳細資料。由於此

二個案，涉及歐洲和南美洲的公評人因為做出申訴報告而遭受攻擊的

親身經歷，值得進一步了解與探討，讀者藉此亦可了解身處在巨大壓

力下的荷蘭、阿根廷公評人如何進行各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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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個案：Ongehoord Nederland廣播電台爭議14  

背景

荷蘭的廣播電視最高管理機關是「荷蘭媒體管理局」

（Commissariaatvoor de Media 英文譯為 Dutch Media Authority），由

荷蘭的教育、文化及科學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依荷蘭2008年媒體法（the Media Act 2008）任命三位

委員掌理。「荷蘭媒體管理局」下轄：三個全國性公共廣電頻道（

荷蘭文為Nederlands Publieke Omroepbestel，簡稱NPO，英文譯為

PSB TV channels）、數個區域性公共廣電頻道、約300個地方性公

共廣電頻道、500個以上獲有執照的商業電視節目（其中含約十個

全國性私有頻道，許多衛星頻道，和提供文字服務的電視（text TV 

services）。15 

本案涉及的廣播電視台Ongehoord Nederland或可譯為「聞所未

聞的荷蘭」。16 

根據荷蘭文維基百科中譯版的介紹，Ongehoord Nederland（簡稱

ON）是一個政治右翼民粹主義廣播協會，自2022年1月1日起成為荷

蘭公共廣播系統的一部分。該廣播公司表示，它希望讓那些在主流政

治和媒體中沒有代表權的人發表意見。

ON的發起人是記者Arnold Karskens和Joost Niemöller、演員兼作

家Haye van der Heyden和前VVD MP Ybeltje Berckmoes。2020年12月

4日，他們主張ON的50,000名成員需要被接納為（荷蘭公共廣播系

統）NPO的廣播員。2021年7月，該廣播公司獲得了荷蘭的教育、文

化及科學部部的臨時認可。2022年1月5日，ON的第一次廣播首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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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Radio 1網站上播放，而第一次電視廣播則是在2022年2月22日

播送。

目前荷蘭公共媒體NPO的公評人是Margo Smit（她同時也是

本屆國際公評人組織ONO董事會主席）。她自1997年以來一直擔

任調查記者。此前也曾擔任荷蘭公共電視台（Nederlandse Omroep 

St icht ing，簡稱NOS）的公評人、荷蘭–佛蘭德調查記者協會主

任、VVOJ和格羅寧根國立大學（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In）的新

聞學教授。1989年，她開始在荷蘭電視台RTL4擔任新聞和專題報導

記者，後來成為政治記者。1997年，Smit轉入荷蘭公共電視台製作調

查電視紀錄片系列《KRO Reporter》和調查傳記系列《KRO Profile》

，製作過的調查題目包括荷蘭君主制、核能安全、跨國公司的會計透

明度、伊斯蘭教和煙草業等。她也曾共同製作過一部關於索馬利亞

裔荷蘭女權主義者 Ayaan Hirsi17生平的紀錄片，該紀錄片被提名參加

2005年歐洲紀錄片大獎賽。2012年，Smit為歐洲議會撰寫了一份關於

歐盟成員國內調查性新聞狀況和調查性新聞作用的報告。

NPO公評人Smit在經過近三個月詳細調查以後，於2022年6月7

日公布了一份長達49頁的調查報告。18報告共分六章：1.簡介，2.新

聞業的轉變，3.秩序、法律和規則：概述，4.ON電台介紹，及其違

反NPO新聞規範分析，5.結論，和6.建議。最後，公評人向NPO建

議：ON的節目因違反荷蘭公共電視NPO新聞守則，應該處以罰款19

。NPO董事會最後決議，ON因違反荷蘭公共廣播電視公司的新聞準

則，必須被罰款。罰款金額約為93,000歐元（約合台幣2,846,543元）

，佔該台年度預算的2.5%。20 

根據該調查報告，NPO在6月中旬已經打算對這家新的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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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處以罰款，因為ON在它的節目中未能充分區分事實和觀點。根

據Smit的說法，ON遭申訴的節目主持人，並未針對來賓的不實言論

繼續提出詰問，讓節目成為一個讓不實言論露出的管道。例如，在

ON的脫口秀節目Ongehoord Nieuws中，比利時的右翼政治人物菲利

普·德溫特（Filip Dewinter）21 可以毫無顧忌地宣傳極右翼人口理論。

公評人Smit在她的申訴調查報告中指出：「這是一個至少應該被質疑

證據的理論」。22 

ON在一次關於氮的報導中也犯了一個錯誤。該報導中，記者一

方面說農業是氮排放量最少的部門，另方面又說，86%的氮排放來自

農業。Smit在她的報告中說：「作為一名記者，你現在正在分享明顯

不正確的訊息，你沒有做好你的工作。」23 

最近幾週，ON回應了Smit的報告以及NPO處以罰款的決定；

其主席Arnold Karskens在公評人提出報告後表示他支持電視台的立

場。ON稱對廣播電視公司處以罰款的意圖是「對我們作為廣播電

視公司的生存和荷蘭新聞自由的正面攻擊」。24

根據荷蘭媒體法的規範，如果廣播電視公司受到兩次裁罰，可

以吊銷執照。但是，該決定不取決於NPO的董事會，而是取決於荷

蘭掌理廣播電視的教育、文化與科學部。

ON的反應 : 電台不服裁決，進入法律訴訟

ON表示「原則上不同意」荷蘭公共電視NPO董事會的決定，亦

無法接受罰款的決議。據該廣播電視公司稱，ON被處以罰款是因為

「表達了某些顯然不受歡迎的意見，例如，關於大規模移民以及我國

氣候和環境措施對農民和公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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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董事會主席Arnold Karskens則於2022年7月7日發表的聲明中

表示：25

「對於我們年輕的廣播公司來說，這仍然是一大筆錢，我們因

此不能把錢花在改進我們的節目上。更重要的是，ON原則上不同意

NPO董事會的觀點，即我們應該受到懲罰――因為我們表達了某些

顯然不受歡迎的觀點，例如，大規模移民以及我們的極端氣候和環

境措施的後果。國家，應該為農民和公民而存在。罰款，只是因為

我們允許民選代表在我們的廣播電視台中廣泛發言。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正在考慮對（荷蘭公共廣播公司）董事會採

取的懲罰措施採取法律行動。ON堅定支持言論自由，反對任何審查

措施。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必須繼續聽到未聽到的聲音。」

荷蘭的公共廣電系統NPO的董事會因為公評人的調查而可能和

今年初剛獲准加入公共廣電系統的新廣播電視台ON對簿公堂，本案

目前仍在進行中，後續如何發展需要持續關注。

至於國際公評人組織ONO對於本案所採取的立場是：ONO對荷

蘭廣播電視台ON法律訴訟的合法性不予置評，但是本案例有助於了

解，當公評人只是想好好地履行其職責時，情勢的演變往往可以快到

（甚至惡化到）甚麼程度。26 

阿根廷個案：公評人Miriam Lewin的經驗27 

ONO新聞信中以「被攻擊的公評人」為題所探討的第二個

個案，是南美洲阿根廷影音公共辯護機構DPSCA（Defensoria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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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o　Argetina，英譯 the Public Defender’s Office in Argentina）

。它是立法部門的一個自治組織，其成立的目標是加強和促進觀眾

的權利。

DPSCA透過教學工作，以提高觀眾和媒體工作者對敏感話題和

弱勢群體的識讀與報導意識。它主要接收來自全國廣播和電視觀眾

的詢問、申訴和報告，不管是什麼樣的詢問或申訴，它都採取調解

和教育宣導的方法（mediating and pedagotical approach），因為它沒

有制裁的權力。

NODIO——反對仇恨

本個案主角Miriam Lewin目前是DPSCA的公設辯護人，在上任幾

個月後的2020年10月，她創建了NODIO（NOHATE），這是一個媒

體和數位平台中虛假訊息和象徵性暴力的觀察站，旨在保護阿根廷的

公民免受虛假、惡意和謬誤新聞的侵害。該行動遭到反對派領導人的

批評，他們表示拒絕，並表示該網站的創建是一項「違憲」舉措。公

設辯護人辦公室與辯護人本人隨後在社交網絡上遭受攻擊與誹謗。

在NODIO上被揭露缺失的一名記者猛烈攻擊Miriam Lewin，

控訴L e w i n的作為是想讓自己消失（d i s a p p e a r）。值得注意的

是，Miriam Lewin才是在阿根廷上一次軍民獨裁期間曾經失踪、並

遭受酷刑的人。還有一位臉書使用者PO文稱，Miriam Lewin女士應

該洗個「Ziklon B 淋浴」——這是納粹毒殺猶太人的毒氣室中使用

的化學物質。Miriam Lewin將此案告上法庭，該位臉書使用者最終

同意參觀大屠殺博物館和安娜弗蘭克28中心，並向Miriam Lewin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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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道歉。

另有一位阿根廷的國會議員發布了一張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約瑟

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照片，並反諷地提到了公設辯護人

Lewin創設的網站NODIO——反對仇恨。此舉十分惡劣，因為Miriam 

Lewin的家人在波蘭大屠殺期間29遭到屠殺。

儘管如此，阿根廷影音公共辯護機構DPSCA還是得到了大量記

者、傳播專家、基金會和大學的支持，例如Flacso、Fundación Walter 

Benjamin、傳播人權組織（Codhcom）、南方共同市場傳播者網絡

等。

Lewin對前述攻擊的回應是：「NODIO的目標是促進言論自由

和聲音的多樣性。每個人都可以在公開辯論中表達自己而不會被驅

逐。並且每個人都可以接近真實信息。」

2020年，10月13日，阿根廷一群國會議員就NODIO的創建對

Miriam Lewin提出了控訴；聯邦檢察官卡洛斯．斯託內利（Carlos 

Stornelli）指控Miriam Lewin濫用職權、事先審查和侵犯言論自

由。2021年3月，該指控最終被駁回。負責此案的聯邦法官瑪麗亞．

尤金妮亞．卡普切蒂（María Eugenia Capuchetti）認為，檢察官沒有

提供證據，只是依據「假設的損害」就提出控訴。她表示，該控訴

並未解釋NODIO的創建如何「因個人或一群人的政治思想而引發或

煽動迫害策略」的存在，也沒有解釋它是否「阻止、阻礙、限制」

，或如檢察官所稱，「損害了」個人權利和保障的行使，同時，也

提到了目前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歐盟等國際組織都正為打擊假

新聞而努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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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關閉公設辯護人辦公室

2022 年 6 月中旬，阿根廷國會在關於從特定撥款中為文化產業

和機構（包括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提供資金的立法辯論期間，一群反

對派國會議員提出了一項關閉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的法案。最後，文化

基金法案終於獲得通過，但反對該組織的運動仍在進行中。

國會議員Sabrina Carlota Ajmechet在推特上宣布提出旨在關閉

Defensoria的法案時說：「我們希望結束一個注定要進行言論審查、

並迫害那些想法不同的人的有機體。」儘管該法案尚未在國會討論，

但拒絕該法案的請願書已經收到來自不同機構、記者和通訊研究人

員共八百多個簽名聯署，他們肯定DPSCA的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是一

個促進自由和人權發展的組織。

結語

從上述發生在荷蘭和阿根廷的這兩個案例看來，公評人（或影

音公共辯護機構的公設辯護人）這種職務，不只是像ONO手冊中說

的「是機構中最寂寞的職務」，它可能也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職務。

許多公評人就像是在壓力鍋中工作一樣。但是，公評人就是要耐得住

寂寞、經得起攻擊，竭盡所能履行職務，捍衛新聞專業品質與尊嚴，

行所當行，才配享有這個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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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罰款最高可達540,000歐元。

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ip_Dewinter
22. https://nos.nl/artikel/2435714-npo-legt-ongehoord-nederland-boete-op-voor-schenden-

journalistieke-code
23. 同前註。
24. https://nos.nl/artikel/2435714-npo-legt-ongehoord-nederland-boete-op-voor-schenden-

journalistieke-code
25. https://ongehoordnederland.tv/2022/07/07/persberichten/persbericht-over-strafkorting-npo/27
26. 語見ONO7月會員新聞信頁2，由於該新聞信僅供正式會員閱讀，故無法附上連結。
27. 此個案資料為ONO會員7月號會員新聞信頁2所附的一個英文說明檔案，由於該新聞信僅
供正式會員閱讀，故無法附上連結。

28.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5%AE%89%E5%A6%AE%C2%B7%E5%BC%97%E
8%98%AD%E5%85%8B安內莉斯·瑪麗·「安妮」·法蘭克（德語：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德語音標：[ ] ；1929年6月12日－1945年2月／3月[2]），生
於德國的荷蘭猶太人的日記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

得年15歲。隨著《安妮日記[3]》的發行，當中記錄了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
間，安妮·法蘭克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佔領荷蘭的生活，此書於她去世後出
版，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

之一，此書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

29.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3%A2%E5%85%B0%E5%A2%83%E5%86%85%E
7%9A%84%E7%8A%B9%E5%A4%AA%E4%BA%BA%E5%A4%A7%E5%B1%A0%E6%
9D%80

 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是納粹德國在波蘭占領區內實施的種族滅絕行動，以專門建造

的滅絕營為特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三帝國的猶太人大屠殺奪走了300萬波蘭猶
太人的生命，占大屠殺中全部猶太人遇難者的半數。在德國的滅絕行動中，另有多達300
萬的波蘭裔受害者，但學者們對於是否將他們同樣歸於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仍有爭議。

納粹系統性殺害了超過90%的波蘭猶太人人口，德國建立的滅絕營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
用。

30. https://www.pagina12.com.ar/331300-la-creacion-del-observatorio-nodio-no-implica-ningun-
delito-





公民看鏡新聞

鏡電視新聞台已經在 2022 年 5 月 8 日透過 MOD 508

頻道正式開播，節目內容也在 YouTube 頻道和鏡新聞

手機 app 上同步上架。了解閱聽人對於鏡新聞節目製播

表現的批評和看法，是鏡電視外部公評人主要工作項目

之一，因此在《鏡電視公評人季報》中，特別開闢「公

民看新聞」單元，不定時邀請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和閱

聽大眾針對鏡電視新聞台製播的各項節目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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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環境，鏡新聞做得夠好嗎？ 

Google和Facebook崛起，鯨吞超過八成數位廣告，報紙和電

視營收陷入困境，紛紛精簡人力、縮減成本，新聞品質急速滑落：

地方記者縮編，報導範圍過度集中在雙北都會區；駐外記者裁撤，

國際新聞只剩編譯；調查採訪減少，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路

邊監視器成為報導利器；記者被要求衝刺報導則數，沒時間做好查

證，錯誤報導和假訊息充斥；專家解析影響力消退，名嘴爆料和黨

同伐異主導輿論；提綱挈領的精準標題沒落，用詞誇大、略去重點

的誘餌式標題氾濫成災。這時，鏡新聞開台，它能逆境突圍、撥亂

反正，帶來真實、周全的好新聞嗎？

什麼是真實、周全的好新聞？就是大眾傳播理論所述，有助於

民眾守望、決策、教育、娛樂的事實報導。守望是偵測社會環境變

化，覺察威脅和機會，例如 COVID-19疫情、美中貿易戰、俄烏戰

爭；決策是探討問題和解方，協助做好生活和政策抉擇，例如疫情

期間要不要進電影院、核四該不該重啟、候選人政見孰優孰劣；教

育是報導新知、傳承文化，增長知識和智慧，例如台灣團隊參與黑

文／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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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環境，鏡新聞做得夠好嗎？ 

洞攝影、日行7500步就有助健康長壽、噶瑪蘭族人復辦海祭；娛樂

是提供藝文、影劇、體育、休閒、人情趣味資訊，讓人舒壓放鬆，

例如電視劇《茶金》主人翁真人真事、戴資穎擊敗東奧羽球冠軍陳

雨菲、礁溪抹茶山螢火蟲飛舞。

自許為「民間版公共媒體」的鏡新聞有做到守望、決策、教

育、娛樂嗎？鏡新聞節目包括三類：每日即時新聞、每晚調查報

告，以及專題節目（國際的《全球聊天室》和《鏡轉全球》，藝

文的《文藝賦格》和《另一種注目》，兒少的《少年新聞週記》）

，本文聚焦在每日即時新聞，評估其「守望」表現，因為即時新聞

產製時間較短，在決策面難有調查報告、國際專題節目的深度，而

教育面已有兒少節目、娛樂面也有藝文節目，本文因此側重守望這

一項，分析鏡電視新聞台的即時新聞能否幫助觀眾偵測社會環境變

化，確實而周全地覺察威脅和機會。

筆者隨機選取5月11日（週三）全天報導作為分析對象，分析

重點是在守望環境時：（1）選材是否周全、（2）內容是否切身、

（3）敘事是否精確。本文並比較鏡新聞與公視新聞、公廣集團華

視新聞，看看同樣強調公共性的媒體，報導有何異同。分析素材從

三家媒體網站的即時新聞專區取得，5月11日鏡新聞共更新76則報

導，同屬新聞台的華視新聞90則，只播早午晚三節新聞的公視44

則；本文也會視案例分析需求，比較鏡新聞與公視、華視以外媒

體報導的異同。

一、選材是否周全

要幫公眾周全地守望環境，主題類型應該豐富多樣，報導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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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均衡全面。

在主題類型上，鏡新聞和華視、公視的分類不盡相同，筆者將

類目統整為13類：國內防疫、國際、兩岸、政治、財經、社會、生

活、教育、科技、影視、體育、人權、環境，並將三家媒體各類新

聞的則數和比率整理成表一（包含每則新聞標題的分類總表詳見附

錄： https://cutt.ly/tJiMX8l ），結果發現：（1）鏡新聞和華視新

聞、公視新聞報導最多都是國內防疫，比率都超過三成；（2）鏡的

國際新聞高達25%，明顯超過華視12%和公視18%；兩岸新聞8%，

和華視的6%和公視的5%相近；社會新聞9%，接近華視的11%，高

於公視的2%；生活新聞8%，與華視11%、公視5%差距不大；（3）

鏡沒有報導教育、科技和人權新聞，體育新聞只有1%，政治和影視

新聞只有3%，財經和環境新聞各只有4%。

簡言之，鏡新聞的國內防疫和國際新聞比率高，兩岸、社會、

生活新聞次之，政治、財經、教育、科技、影視、體育、人權、環

境比率低。政治新聞比率低，是因為多數政治新聞與防疫有關，歸

類在國內防疫；財經、教育、影視、人權新聞比率低，但另有專屬

的《鏡轉全球》、《少年新聞週記》、《文藝賦格》、《另一種注

目》節目探討，可補即時新聞的不足；環境新聞則數比率低，但當

日「鏡新聞調查報告」播出兩則外來種入侵報導，合計近30分鐘，

時間並不短；只有科技新聞掛零、體育新聞 1%，既無專屬節目，

比率又低。筆者因此認為，鏡新聞報導類型雖非面面俱到，但已堪

稱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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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鏡新聞、華視新聞、公視新聞 5 月 11 日新聞分類簡表

鏡新聞共 76 則 華視新聞共 90 則 公視新聞共 44 則

則數 比率 則數 比率 則數 比率

國內防疫 27 36 30 33 14 32

國際 19 25 11 12 8 18

兩岸 6 8 5 6 2 5

政治 2 3 3 3 4 9

財經 3 4 1 1 3 7

社會 7 9 10 11 1 2

生活 6 8 11 12 2 5

教育 0 0 7 8 0 0

科技 0 0 1 1 1 2

影視 2 3 3 3 2 5

體育 1 1 5 6 3 7

人權 0 0 2 2 2 5

環境 3 4 1 1 2 5

但在報導的地理區域方面，鏡新聞就出現明顯偏倚。鏡新聞5

月11日的國內報導大多集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雙北以外新聞只有

12%，只報導高雄、彰化、南投、嘉義市等4縣市；相對的，華視雙

北以外新聞高達34%，報導廣及高雄、台南、台中、新竹、苗栗、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市、屏東、宜蘭、台東等12 縣市；公視雙

北以外新聞也有23%，涵蓋高雄、雲林、嘉義市、屏東、宜蘭、花

蓮等6縣市。鏡新聞的報導把觀眾視野侷限在雙北，顯然不足以守望

整個台灣；期待鏡能強化地方新聞，建置自己的在地採訪團隊，或

者與各地現有採訪團隊（如有線電視新聞台）、各地大學新聞傳播

系所或社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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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方面同樣出現偏倚，報導區域集中在美、加、英、

歐、日、韓、中、俄等國際政經大國，以及近日遭俄入侵的烏克

蘭，在此之外只報導1則尼泊爾新聞；這不是一天特例，以緊鄰台

灣的東南亞國協10國為例，筆者檢索鏡新聞5月1日至27日將近1個

月報導，只檢索到21則東南亞新聞，其中當月舉行總統大選的菲律

賓佔13則，印尼4則，馬來西亞2則，新加坡、泰國各1則，越南、

緬甸、柬埔寨、寮國、汶萊掛零。這不是鏡新聞獨有問題，華視、

公視在5月11日也只各報導2則大國和烏克蘭以外新聞，但鏡新聞既

然強調多元、國際，就應該盡可能周延，對於與台灣經貿往來日趨

密切、且是移民工主要來源的鄰國更不應偏廢。

二、內容是否切身

守望環境不僅要類型多元、區域周延，更要實地採訪查證，提

供觀眾切身相關且切合需求，有助於趨利避害的資訊。

鏡新聞大幅探討國內外疫情，也報導俄烏戰事、美國考慮調整

對中關稅、中共武裝直升機擾台、國台辦反對台灣加入WHA，以及

台灣遭外來物種入侵、大雷雨來襲、避雷針沒裝好變「引雷針」，

都與民眾身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息息相關。

社會新聞也可圈可點，報導女嬰猝死而保母獲判無罪、雙北

市公布酒駕累犯姓名和照片、誘騙家庭主婦的假兼職真賭博案等

攸關民眾權益的新聞，而且都是實地採訪，無一取材自瀏覽器、

監視器、行車紀錄器；相對的，公視僅有的一則社會新聞是取材

行車紀錄器的行人遭撞，華視更有7則社會新聞是取自三器的轎車

相撞、轉彎撞車、老車起火、路邊動刀等報導；此外，華視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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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教育新聞「女大生遠距上課忘關麥！隱私全都露 網：男同學都臉

紅了」、一則生活新聞「便當配菜誰最雷？網批茄子反被打臉」，

分別引述自Dcard、PPT八卦板的貼文，鏡新聞則沒有從網路論壇

抄錄任何報導。

不過，鏡新聞5月11日19則國際新聞全數來自編譯，無一是自

家或特約記者採訪，而且影音畫面全部來自美聯社、路透社、法新

社、美國保守派聯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CNBC，

以及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即使5月12日報導半島電視台記

者阿克萊遭以軍射殺，畫面也來自路透社和法新社，而非半島電

視台。換言之，鏡的國際新聞只提供美、英、法、中視角，沒有

台灣觀點，也沒有半島電視台等非大國視野。這不是鏡新聞獨有

疏漏，而是台灣媒體普遍的問題；期待鏡新聞能率先突圍，與更

多元的國際新聞來源、或各國獨立記者合作，提供國人更豐富多

樣的世界觀。

另外，鏡的報導也有未臻完善之處。前副總統陳建仁5月12日

出席美國總統拜登主持的線上全球防疫高峰會，5月11日，公視、

華視、台視、民視、三立的報導重點都是陳建仁出席峰會分享台灣

模式，鏡新聞則以「頻建言疫情為接指揮官？ 陳建仁動向傳綠兩

難」為標題，內容雖提到出席峰會，重心卻放在「外界質疑，難不

成陳建仁準備接掌指揮官位置，好讓陳時中可以去選舉？」，把台

灣參與全球防疫的新聞，報導成政壇傳聞，而且一再使用「外界」

「政院派」「府院」「傳出」等不明來源，具名引述的話也是「是

不是有可能」的臆測，報導不夠嚴謹，有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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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敘事是否精確

守望環境，也要做到敘事精準具體，讓觀眾一目瞭然。電視新

聞敘事包括標題、視訊、音訊，筆者欠缺影音報導經驗，僅就標題

進行分析。

標題是新聞的題目、導言中的導言，是對新聞內容的濃縮、

提煉、詮釋和再創造；標題可以再現事實、建構意義、吸引閱

聽、形塑媒體風格。在訊息傳播過程中，標題首要功能在於幫助

民眾快速掌握新聞要點、判斷是否進一步閱聽整則報導；但近十

年來，報紙和電視網站製作大量略去重點、用詞誇大的誘餌式標

題（clickbait，又稱標題黨、殺人標題、釣魚標題），為了誘騙閱

聽人點閱，刻意隱藏甚至扭曲事件要點，形成新聞傳播的逆流。

筆者檢視鏡新聞5月11日76則報導的標題，都是提綱挈領、再

現真實，沒有任何誘餌式標題；而且，鏡新聞的標題大多能夠簡明

點出關鍵事實，幫助讀者快速掌握重點，例如：

「防疫險之亂 民眾擠醫院申請診斷通知」、「6/30前開放進口

國外快篩　每人限100劑免申請」、「單日確診為全球之冠？　陳

秀熙：死亡率極低僅萬分之2」、「台積電員工買股補助15%　10

月起執行」、「避雷針沒裝好變『引雷針』　豬舍160 豬傷亡」、

「中共3架直升機擾台　『武直-10』首碰海峽中線」、「外來種入

侵日月潭　生態威脅漁民頭痛」。

不過，也有部分標題還有精進空間。例如「行程喊卡！黃珊珊

曾『與柯同行』快篩陽　柯快篩陰」略嫌冗贅，雖比略去柯文哲篩

檢結果的中天誘餌式標題「黃珊珊快篩陽性『行程全取消』　柯文

哲急快篩結果出爐！」來得清楚，但不如民視「黃珊珊驚傳快篩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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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隔7天　柯文哲篩陰」、自由時報「黃珊珊快篩陽緊急取消行程　

柯文哲目前快篩陰性」簡單明瞭；再如「小摩報告『編輯錯誤』　

指中網路股『不可投資』釀禍」，語意略嫌晦澀，不如自由時報「

小摩稱中國互聯網股票『不可投資』　竟是編輯錯誤」、新加坡聯

合早報「摩根大通的中國網路股『不可投資』報告為誤發」直白；

又如「轟中央卡快篩！指揮中心批假消息沒擋朱回擊」，主詞不

明、語意不清，不如改為「中央卡快篩？陳時中澄清沒禁止 朱立

倫堅稱卡很久」來得明確。

總之，鏡新聞5月11日的即時新聞選材類型豐富多元、內容攸

關切身利害、標題扣緊新聞要點，而且不抄三器、踏實採訪，專

業表現和敬業精神值得肯定；但國際新聞過度集中政經大國、內容

全數來自編譯、而且只提供美、英、法、中觀點，雖非獨有問題而

是台灣媒體通病，仍應設法改善；至於國內新聞，過度集中雙北都

會區，未能守望整個台灣，偏倚程度超過華視、公視，更應積極改

進；此外，部分報導的切入角度和標題寫法不夠妥適、精準， 還有

待持續精進。

沒有媒體能做到百分百完善，鏡新聞的表現已經可圈可點，雖

不完美但值得鼓勵；期待鏡新聞能精益求精，幫觀眾周全偵測國內

外社會環境變動、精準指出切身相關的威脅和機會，做好守望環境

工作，成為更好的「民間版公共媒體」。

附錄：鏡新聞、華視新聞、公視新聞5月11日新聞分類總表
請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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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一座不好搭但是卻非搭不可的橋
鏡新聞藝文類節目《文藝賦格》、《另一種注目》

觀賞心得

我從2022年2月初鏡新聞在網路試播時就開始收看鏡新聞的各

類節目，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其中一類是藝文紀實節目。這類節目

包括以介紹台灣藝術家為主題的《文藝賦格》，還有以一般人物和

民眾生活議題為主的《另一種注目》。1

關於《文藝賦格》

先談《文藝賦格》。記得看的第一集《文藝賦格》主題是攝影

家阮義忠。經歷 1980 年代台灣社會劇烈變遷，讀過《漢聲雜誌》、

《人間雜誌》的人，應該都知道阮義忠，以及他那些充滿人文關懷

與溫度的人物攝影作品，但是記憶所及，用人物紀錄片方式介紹他

的，這是第一次看到。

這集人物紀錄手法的設計非常特別。劇組跟著阮義忠回到1980

年代他拍攝《四季》的宜蘭大同鄉四季部落，再穿插關於他的成長

與創作歷程片段，整體結構流暢、影像樸實優美，訪談精簡合度；

整個感覺跟阮義忠的作品一樣，溫暖而充滿感情。其中阮義忠重回

文／魏玓（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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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與三、四十年前他曾經拍攝過的人物或後代相逢，分享和對

話他的攝影創作，尤其動人。

接下來我又陸續看了十集的《文藝賦格》，他們紀錄的對象涵

蓋多種類型的藝術創作：有電影的鍾孟宏、戲曲的楊汗如、舞蹈的

古明伸，鳥類版畫的何華仁、建築的邱文傑、視覺藝術的姚瑞中等

等；而這個藝術類型範圍相信還會再擴充下去。一如前面所舉的阮

義忠那集的例子一般，各集皆以純熟的人物紀實手法，讓我們看到

一位位當代台灣傑出藝術家們的精采身影。

這樣的內容，在台灣電視圈已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當然是求

之不得。不過，對於這個主題與表現方式，我也有一些「不滿足」

。這個不滿足不是來自於目前看到的節目本身，而是根源於當前的

電視或說整體的文化接收環境。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說，《文藝賦

格》或許可以試著走得與一般觀眾更近些。

目前的節目形式，主要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傳達，讓我們

了解他們的理念、成長，以及創作的起伏過程。這對已經有著一

定接觸各種藝文資訊習慣的觀眾來說，產生連結和共鳴不難。但是

對其他更多的觀眾來說，《文藝賦格》或許可以轉換角度，從幫助

觀眾認識作品、認識藝術的目的出發，引導藝術家、或經過編輯的

轉譯，用更通俗的語言向大眾介紹或解說這些當代台灣藝術創作，

而不是只介紹藝術家本人，相信可以更充分發揮電視媒介的傳播功

能。當然，將藝術的意義和價值用通俗的方式傳達給更多的觀眾，

扮演藝術和民眾之間的橋樑，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覺

得把這樣的艱鉅任務放到《文藝賦格》製作團隊身上，並不是不切

實際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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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另一種注目》

相對的，我感覺《另一種注目》似乎已經找到了更能夠引起通

俗觀眾共鳴的方法。

《另一種注目》有三個特點。首先是選擇題材上的時效性和彈

性。事實上，正如新聞工作顛撲不破的真理：你我身邊皆是好的新

聞題材，就看記者們怎麼透過新聞的眼睛和耳朵去發掘和傳達。這

兩年台灣社會的首要議題毫無疑問就是Covid-19疫情。疫情人人皆

知，也無一不受到影響，但如果一天到晚只是看到確診數字或防疫

須知，不但會讓人疲乏、憂鬱，也無法用更深刻和積極的態度來認

識疫情跟我們的關係。

《另一種注目》試播以來，至少已經製作了六集跟疫情有關的

主題。從最直接相關，報導第一線防疫人員心境的〈三級警戒〉，

到直接受到衝擊的行業〈頭家的戰役〉（旅行社）、〈疫情下的老

字號〉（餐飲），再到一般人共有經驗的〈我們與畢業的距離〉、

〈我的暑假記事〉，都能夠切出觀眾非常有感、也非常想要知道的

面向。當然，除了疫情相關的主題之外，他們也開發出了好幾個兼

具趣味和社會價值的主題，像是自由潛水、高齡孕婦、同婚等等。

節目的第二個特點是熟練專業的訪談與紀錄。雖然不是耗時

數年的紀錄片，但是我在每一集都看到採訪者準確掌握受訪對象的

狀態、問出適當且有趣的問題，並引導受訪者願意在鏡頭前真誠表

白。我相信製作團隊一定是在有限的製作時間和條件下，花費了極

大的精神與力氣，也發揮了訓練有素的專業技巧，才能有這麼優異

的成果。



63公民看鏡新聞 

搭一座不好搭但是卻非搭不可的橋

第三個特點則是創新形式。這是讓我最為驚喜，也是對《另一

種注目》團隊的潛力充滿期待的理由。在〈我們與畢業的距離〉、

〈我的暑假記事〉以年輕世代、青少年為紀錄對象的這兩集裡，製

作團隊發揮了創意，利用拍攝手法和後製技術做了許多呼應當前數

位美學的新嘗試，但卻又能夠維持風格和品質，不至於走向晚近已

經失控的YouTube短片的一端，這不容易，重點是，還很好看。

努力搭橋

這幾個月來觀察《文藝賦格》與《另一種注目》，讓我想起，

前面舉例的攝影家阮義忠早期在平面攝影工作之外，也曾在1981年

跟張照堂、雷驤、梁光明、杜可風等人共同製作了非常著名的電視

紀錄片節目《印象之旅》。當時還是新聞局監製的「聯播節目」（

公共電視成立之前的類公共電視節目）時代，阮義忠等人運用旅遊

紀錄片的形式，帶領觀眾透過他們的藝術和美學之眼，重新看見台

灣社會與庶民生活的不同面向，不僅獲得許多好評，觀眾的反應也

很熱烈。

《印象之旅》在當時，可以說是開創了通俗形式（電視）與

嚴肅內容（藝文）結合的新典範。當然，我並不是說《印象之旅》

提供的就是標準答案，答案原本不只一種，而且必然隨著時代而改

變，只是可惜後來我們的電視環境並未能夠支持、鼓勵這樣的嘗試

繼續下去。

搭一座橋，讓優美的創作、重要的議題與有品質的資訊，流

通到每個家庭和每一個終端接收設備上是困難的，但卻是值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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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敗壞與低谷，就在台灣電視幾乎已經不被社

會期待的今天，仍有電視媒體和電視人願意努力和嘗試，說感謝太

早，但有滿滿的期許。

【註解】

1. 我看完的《文藝賦格》：〈阮義忠－攝影〉、〈鍾孟宏－電影〉、〈何華仁－美術〉
、〈莊普－美術〉、〈楊汗如－崑曲〉、〈古明伸－舞蹈〉、〈藝術家書籍〉、〈邱

文傑－建築〉、〈薛保瑕－美術〉、〈吳天章－美術〉、〈落山風下唱民謠〉、〈陳

怡潔－光雕〉、〈姚瑞中－美術〉；我看完的《另一種注目》：〈三級警戒〉、〈疫

情下的老字號〉、〈若魚〉、〈久違海生館〉、〈頭家的戰役〉、〈時限下的自我實

現〉、〈高齡女子育兒夢〉、〈白沙屯媽祖進香故事一、二〉、〈我們與畢業的距

離〉、〈我的暑假記事〉、〈人生，父父母母養〉、〈我的雲端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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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聊天室》及《鏡轉全球》

觀後感

鏡電視開播後，為台灣的電視新聞帶來新的氣象，令讀者十分

期待。我受到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翁秀琪的邀請，試圖站在一

般觀眾的角度來看《全球聊天室》及《鏡轉全球》這兩個帶狀國際

新聞節目。

兩個節目我都在YouTube上連續看了7天，共14集，我試圖從國

際新聞的廣度、深度、與台灣的連結，以及我自己比較關心視覺敘

事這幾點，給一點粗淺的看法。

整體而言，這兩個節目都會邀請智庫、學者、專業人士等專家

來協助閱聽眾理解國際新聞以及與台灣的關係，並且會加上本地的

採訪或例證，來強化在地脈絡連結，是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其次，兩個節目都有試圖利用視覺化的方式來提供讀者資訊，

製作的品質也不錯，十分值得鼓勵。兩個節目的選材都還算多元，

兼顧深度與趣味，大致上符合國際局勢的發展。

從新聞取材來看《鏡轉全球》比較偏財經面向，幾乎天天都是

國際財經內容，並且可以整個時段只製作一個題目，例如ESG、日

文／李怡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前 Yahoo 台灣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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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濟兩集，內容完整並且加上在地脈絡的處理，閱聽人看完完整

一集，對於該議題的理解應該會有所提昇，節目中使用的圖表也可

以促進閱聽人對於節目內容的理解。《全球聊天室》共分為「說新

聞」、「跨觀點」和「夯甚麼」三個單元。「說新聞」由主播說新

聞，解說當天重要的國際新聞以及議題事件；「跨觀點」由專家跨

觀點針對議題接受訪問並進行討論；「夯甚麼」單元則從趣味的角

度解說世界上有趣的奇聞妙事與當時的熱議現象。

由於觀察的期間正是俄國入侵烏克蘭的第3個月底，俄軍奪下

亞速鋼鐵廠、烏東頓巴斯陷入苦戰，但是在兩個節目各7天的觀察

中，閱聽人不容易透過節目察覺到戰爭的進度，這一點與其他國家

此時的「國際新聞」步調不同，是我覺得比較不解與可惜的地方。

如果有一個觀眾認為自己非常關心國際時事，也就是在收視調查中

會在「我看國際新聞」打勾的這群，每天投資了整整一個小時看完

這兩個帶狀節目後，他很可能還是無法與別人談論烏克蘭戰局。

從兩個節目中也可以發現，鏡電視的駐外記者或特約記者應該

還不多，即便國內專家、國內脈絡可以自己出機，但國外的畫面、

評論，幾乎完全仰賴外電，特別是CNBC、Bloomberg、Reuters

等英、美為主的機構，使用非英語系國家的外電比較少，有觀察

到其中一集，三小段新聞全部仰賴CNBC的帶子， 等於是複製了

CNBC。

素材範圍的侷限也可能導致了在觀察的時間段中，選材脈絡

大多以美國為中心，即便有少數中南美、亞洲的報導，都是在美國

為首的國際政治、財經秩序下展開，非洲、中東、南美洲、東南亞

等地消失在框架之中，這部分的選材邏輯，與台灣其他媒體差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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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

國際新聞的範圍廣、專業性高，閱聽人具備的先驗知識通

常不足，在處理類似新聞時應該要更多仰賴「替代新聞形式」

（Alternative Story Forms），例如提到澳洲大選時，《全球聊

天室》雖然選擇了很好的題目，但只有使用外電的圖表與自行用

Google Maps製作的簡易地圖，但不論是新聞中或學者評論裡提到

的澳英美聯盟（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洲工黨及艾

班尼斯總理（Anthony Albanese），都需要額外對讀者解釋，簡單

的圖卡或許足矣。或者在法國選舉的報導中，由於缺乏對於法國最

近十年右派與極右派抬頭，此次選舉第一輪選舉情勢的說明，也提

高了閱聽人理解的門檻。

《全球聊天室》的主持人有比較強的表演風格，也很用力地說

明報導內容， 但有時候解釋反而增加新的知識負擔，例如主播在強

尼戴普官司中提到了「取消文化」，但對於閱聽人而言，取消文化

不一定是常識，這樣的說明未必讓讀者更容易理解。此外，中文名

詞若要搭配外語，應該在非常重要的名詞或者容易產生歧義時才如

此處理，不必要在墮胎後再說一遍 Abortion。

鏡電視願意投資大量時段在國際新聞上，十分值得贊許。這

兩個節目也都大幅拉近了國際新聞與台灣之間的距離，強化了本土

脈絡，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國際局勢。但選材上受到了駐外記者與外

電的限制，比較偏向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建議未來可以多報導亞

非、中東等地的新聞，並加強脈絡補充、增加視覺化與替代新聞形

式，讓閱聽人的國際視野更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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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新聞，也傳播勇於接受挑戰

的精神
鏡新聞《少年新聞週記》觀後心得

《少年新聞週記》（下稱《少週》）是鏡新聞的創舉，也是壯

舉，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艱困的挑戰。青少年與兒童節目一直是台灣

媒體的沙漠地帶，而相對於兒童節目，針對國中、高中生的青少年

節目，則更是沙漠中的沙漠。公共電視雖然是少數持續提供這類節

目的媒體，但數量仍少，而且通常是綜合類型的節目，不是新聞節

目。

要增加青少年觀眾的新聞素養，我想沒有人會反對，相信國、

高中老師和家長們更是會舉雙手贊成。尤其是108課綱的核心概念

就是「素養」，而顯然新聞節目可以提供的各種資訊，正是培養多

元和生活素養最好的幫手。然而，為什麼各大媒體都不願意推出類

似的青少年新聞節目呢？

依常理推估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產業考量，青少年

消費力較小，廣告來源不穩定，利潤誘因不高。第二個原因則是內

容製作的困難。青少年觀看內容的喜好變化快、難以掌握，更不用

說新聞這類較嚴肅的題材，在當前的資訊環境中要吸引他們也沒有

文／魏玓（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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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例可循，實在是困難重重。而這第二點原因，又使得第一個原因

更加惡劣，也就是說獲利可能性非常低。

這樣不利的條件下，《少週》仍然誕生了。從2月以來，《少

週》」每星期六和星期天各播出一集，每次內容長度大約48分鐘，

至今已經播出超過30集，有幾個特色也已經逐漸成形。

首先，《少週》所選擇的主要新聞相當能夠與目標觀眾（國、

高中生）貼近，例如108課綱帶來的各種疑問與難題，舉凡學習方

法、準備面試、資料整理，甚至是心理調適，還有家長和老師的角

色，都能適時提供，而且是非常實用的資訊。

第二，《少週》每集提供有助於培養青少年知識素養與國際觀

的內容。例如，2月他們就播出了關於烏俄戰爭的新聞，從烏俄衝突

的歷史脈絡談起，搭配烏克蘭留台學生訪談，深入淺出地讓觀眾了

解這場21世紀的最新戰爭。其他像是元宇宙、虛擬偶像產業、韓國

流行文化等，都是很好的題目。

第三，《少週》造訪遍及全國各地的中學校園，開發有趣的、

創新的校園教學案例與人物。像是愛情課、飛機維修課、走出校

園的地方文史課、以電動車為教材的理化課等等。而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除了這類正向勵志題材之外，《少週》也勇於處理爭議

話題，今年3月發生在台中一中的音樂老師與學生衝突事件，《少

週》也製作了將近15分鐘的專題，從各個面向來探討；我覺得這樣

的嘗試尤其難得。

第四、為了要能夠配合青少年觀眾，《少週》也適度融入活潑

多樣的形式，降低傳統新聞節目的嚴肅感，無論是主持人和記者的

播報、攝影棚虛擬場景的設計、活潑的剪接與節奏到各種過場小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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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安排，都可以看出製作團隊絞盡腦汁的痕跡。

當然，本文一開始就說到，做青少年新聞節目，絕對不是容

易的事，成效也恐怕不會立竿見影。《少週》在各種題材的選擇

以及呈現的深度和形式，都還有繼續鑽研、實驗和調整的空間。例

如，有時內容的目標觀眾設定會有點模糊，似乎是給家長或師長看

的，雖然說家長與孩子喜歡同一個內容並非不可能，但這是否是《

少週》的目標？或許可以進一步釐清。另外，一集48分鐘的長度，

對一般國、高中生來說，會不會太長？有什麼樣的彈性安排，可以

把豐富的內容分多次播出，或以串流或社群平台的方式發佈，應該

都是可以思考和嘗試的方向。

整體而言，我感覺到《少週》正在做一件明知難為而為之的事

情，這跟青少年們最寶貴的特質――勇於追求，可以說是一致的，

也更值得我們的鼓勵和期待。我誠摯地希望《少週》可以持續地製

作和播出下去，讓我們在青少年新聞素養的這個沙漠中，保有一塊

綠洲，並終有改造沙漠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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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如何避免被專業領域資訊來源綁架

別糊弄我不懂專利

73

公評人翁秀琪專欄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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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網路社群媒體使用須

注意哪些事

2021年，華視前總經理在臉書鎖好友的情境下發的一則「幽靈

國慶」貼文，在網路甚至立法院引發很多討論，媒體大幅報導，甚

至引發華視外部公評人、總經理本人、媒體工作者（《國際橋牌社

2》的製作人），和華視倫理委員會召集人間激烈的文字攻防。各方

參與者，因為立場及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重視的問題點也

不同。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各方皆較少提及、卻值得深入探究的，

亦即：媒體工作者在使用網路和社群媒體時，該注意那些問題。

在這次事件中，華視的外部公評人曾提及公廣集團對於公視基

金會員工在媒體平台上發言的一些原則。（參見文末附錄一）

其實，BBC 在 2020 年時曾發布「BBC 個人社群媒體使用指

南」（Guidance on individual use of social media，見QR code 1

），對BBC員工使用社群媒體的行為做出規範。有興趣了解的讀者

可以參考何鉅華〈BBC 嚴格社群媒體內規出爐: 不可在臉書推特隨

意表態〉（見QR code 2）及何國華〈BBC「個人社群媒體使用指

南」最重懲處解除雇傭關係〉二文（見QR co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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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網路社群媒體使用須注意哪些事

鏡電視的節目製播準則在「第伍章、專業操守」中，也訂有相

關條文（全章完整文字，請參閱附錄二），其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

以下三條規範：

「五、不得針對公司之節目內容，對外公開發言或發表文章

影射或批評特定人物，以免影響新聞之獨立公正客觀，或造成他

人名譽受損或身心受創。」「六、公司職員擔任主播或節目主持

人一職，應維持客觀、公正、專業之立場，除為公益社團或事前

提報經公司同意者外，不得為任何企業或組織進行任何宣傳或支

持活動。」

「七、官方網站或網路自媒體管理者應謹守公正性，發言或貼

文內容必須客觀、正確、平衡，不應表露個人立場。」

為什麼BBC、台灣的公廣集團，和鏡電視新聞台都對於員工在

媒體領域的行為作嚴格的規範？我們先來看看身居全球公共媒體龍

頭的BBC這麼作的理由。綜合上述何國華和何鉅華二文對於BBC「

個人社群媒體使用指南」的評介，最主要的原因是「信任」：因為

「員工行為舉止對於維繫閱聽人對BBC的信任關係至深且重，新修

社群媒體指南將可確保 BBC 公正性的最高標準，同時也符合閱聽

人的期待和要求。」（何國華，2020）

BBC在指南中要求員工應該避免因為轉傳、按讚，或參加線上

行動等來進行所謂的「美德表態」（virtual signaling，也就是以某

QR code 1 QR code 2 QR co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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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言論舉止表態，彰顯自己站在其所謂的道德正義的一方）。不可

以批評同事，更不允許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帳號搶先發布消息。

何鉅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BBC這次的規範是玩真的，有明確

的懲處規範，最重可以解雇。且規定，即使個人貼文附上免責聲明

（例如在貼文中說：上述貼文純屬個人觀點，並非BBC觀點），也

不能提供任何免責保障。

「BBC新聞、時事和各類資訊節目的各級人員，以及公司所有

管理層同事，比起其他員工都應該抱持更高的客觀公正標準，各

人應將自己的個人帳戶，視同BBC出品一樣必須遵守嚴格的編輯標

準，換言之，若放在 BBC 節目或網站上不會播出的任何內容，個

人帳戶是不應發布的。」（何鉅華，2020）

建立個人網路品牌並不是BBC員工的主要工作。「如果BBC員

工想要成為社群媒體的意見領袖，或是行動的倡議者，這是你的

人生選擇，就只好請你離開BBC」。（何國華，2020）

這次「幽靈國慶」貼文雖是華視茶壺裡的風暴，但之所以引爆

成輿論熱議焦點，與各造當事者對於網路與社群媒體使用的認知與

行為不無關聯。殷鑑在前，所有媒體工作者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宜

乎謹言慎行。新媒體使用的媒介素養，應該也是大家必須趕緊做好

做滿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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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網路社群媒體使用須注意哪些事

附錄一：公廣集團節目製播準則

6.2 明顯代表公視基金會者

6.2.1 因擔任幕前工作而容易被辨識出是公視基金會員工，以及

公視基金會內製作人、主持人、新聞編輯、主播、記者等

同仁，需謹記其於網路或社群媒體發表之言論足以代表公

視基金會，不應影響公視基金會新聞及節目之公信力及專

業性，避免在公共議題、政治、或者是爭議性的主題上發

表意見。外聘主持人適用本條文之程度，得依節目性質與

個別狀況，由部室依比例原則判定，並於合約另定之。

6.2.2 負責每日新聞及新聞節目製作，主持，播報及採訪者，不

應於社群網站上顯示政治偏好。於社群網站討論相關政策

或法案，或爭議性議題時，應針對所提及之個案，提供相

關證據之論述與佐證，而非居於特定立場，以維護公視基

金會客觀，公正，中立的媒體公信力。

6.3 員工職位能被辨識的個人帳號

6.3.1 員工可以揭露自己在公視基金會工作，但不得揭露公視基

金會內部機密資訊，包含公視基金會策略或內部業務細節

等。若涉及公視基金會相關討論，員工必須清楚表明發言

內容僅為個人意見，不代表公視基金會。

6.3.2 公視基金會員工應對自身於網路或新媒體相關平台之發言

負責，須審慎注意事實根據，避免觸法。

6.3.3 公視基金會同仁必須瞭解，即使個人言行與公視基金會無

直接關聯，但仍會隨時並自然而然地與公視基金會品牌產

生連結，因此必須謹慎思考個人於社群網站之言行是否得

宜，以及對公視基金會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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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第伍章、專業操守」

一、 除一般人情往來之餐敘或價值不超過 1000 元之紀念品外，

不接受與工作有關之招待與饋贈；如有招待或餽贈，應拒

絕或退還，並告知部門主管。

二、 工作內容與個人有利益衝突時，應本於專業考量向主管

報告，有影響工作專業或對公司造成損害之虞時，應迴避

之。

三、 不得利用工作謀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亦不得以職務之

便利對他人為特殊待遇。

四、 不得利用工作取得之資訊，謀求不當利益，例如：股市內

線交易等。

五、 不得針對公司之節目內容，對外公開發言或發表文章影射

或批評特定人物，以免影響新聞之獨立公正客觀，或造成

他人名譽受損或身心受創。

六、 公司職員擔任主播或與節目主持人一職，應維持客觀、公

正、專業之立場，除為公益社團外或事前提報經公司同意

者外，不得為任何企業或組織進行任何宣傳或支持活動，

應維持客觀、中立之立場。

七、 官方網站或網路自媒體管理者應謹守公正性，發言或貼文

內容必須客觀、正確、平衡，不應表露個人立場。

八、 不得於節目內容加入個人政治、宗教立場，應秉持公正客

觀之專業立場製播節目。

九、 避免以公司職員或媒體之身分，參加政黨活動，包括：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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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網路社群媒體使用須注意哪些事

署、抗議、遊行。

十、 公司職員不得同時兼任政黨工作人員或候選人，若宣布參

選，應辭去公司職務。

十一、 使用他人所有之文字、相片、影音作品，不得抄襲或剽竊

需取得授權，且應清楚標示資訊來源。

【參考文獻】

BBC,“Guidance on individual use of social media.” https://www.bbc.co.uk/

editorialguidelines/guidance/individual-use-of-social-media

何國華（2020），〈BBC「個人社群媒體使用指南」最重懲處解除雇傭關係〉，

公視岩花館，10.30。https://rnd.pts.org.tw/Home/Article/FL20201030170526

何鉅華（2020），〈BBC嚴格社群媒體內規出爐：不可在臉書推特隨意表態〉，卓

越新聞獎基金會電子報，12.21。（https://www.feja.org.tw/5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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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產業如何實施 ESG 永續經營

E S G是環境保護（ E， E n v i r o n m e n t）、社會責任

（S，Social）和公司治理（G，Governance）這3個英文單字的縮

寫，被當作衡量一間企業永續性的指標。其中，環境保護包含溫室

氣體排放、污染、水資源耗用等；社會責任著重於勞動人權、員工

照顧等；公司治理則關乎董事會運作和績效、貪腐、商業倫理等議

題。（見QR code 1）

ESG最早於2004年由聯合國《Who Cares Wins》報告中正式

提出，在歐美國家已經行之有年，而台灣則是在2020下半年由金

管會推出的「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中，規定上市櫃公

司將原先編撰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更名為「永續

報告書」，並具體要求企業揭露ESG資訊，並推動發布英文版永

續報告書。

那麼，ESG和傳播產業的關聯何在？傳播產業如何實施ESG、

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首先，傳播產業可以透過倡議ESG理念，

達到協助其他產業和自我提升的目標。例如：天下雜誌在2020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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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個ESG平台「天下永續會」，倡議並推動企業以ESG永續為

目標經營。又如，由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主辦、世新大學及聯

合報系願景工程協辦的《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見QR code 2）

，目的也在鼓勵優秀新聞人才重視並深入報導永續發展議題，擴大

傳播媒體在此範疇之效應與影響力。

根據資誠2021全球消費者洞察報告，永續品牌已成為消費者

購買的重要因素之一，有70％消費者認同「信任」是購買商品的重

要因素。例如星巴克為了洗刷剝削供應商的污名，從去年開始在美

國推出以區塊鏈技術披露咖啡豆生產流程的服務，增強品牌資訊揭

露，促進消費者對品牌的信心。

「信任」和「可信度」更是新聞媒體的核心價值，是比業務

營收更重要的無形資產，它同時也是創造業務營收的利基。全球的

優質媒體，如《紐約時報》、《衛報》、BBC、NHK等，都會把「

信任」和「可信度」作為打造品牌形象的標準，並運用各種品質內

控機制，如完善的報導和製播準則、公評人制度、public editor制

度、內部編審制度和外聘倫理委員等，為報導的品質層層把關，以

建立媒體可信度。

就報導內容而言，ESG重視的議題，舉凡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和公司治理，都可以成為媒體關注報導的內容。就勞資關係而言，

當然可以透過對於員工勞動權益的重視，或在報導中強化勞工議題

QR code 1 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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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落實。

除了各國政策推動，消費者的行動也是一股由下而上的推力，

在資訊傳播愈來愈快的情況下，企業只要一發生問題，很快就會被

大眾所知，例如近幾年不少跨國品牌因童工、勞工人權議題遭到消

費者拒買抵制，都使得企業更加重視ESG目標，以回應消費者的要

求。

媒體的消費者就是閱聽人，傾聽閱聽人的需求、建立與閱聽人

互動的機制，也是媒體產業實施ESG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全球公評

人制度中，這一部分被稱為公共問責，其實換個角度看，也可以看

成是企業落實ESG的一環。

在美國，甚至已經有公司針對媒體與娛樂產業進行ESG的

評鑑，例如S&P Global Ratings。在底下的這份評鑑報告中（

見QR code 4），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媒體及娛樂產業（如

CBS、Discovery、Fox、Netflix及Viacom等），透過哪些指標被

評鑑，以及評鑑結果如何。

台灣媒體在ESG永續經營這個領域還在剛起步的階段，不過，

企業落實ESG，已是全球趨勢，它追求的永續經營三大目標，確實

也是在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加上疫情鋪天蓋地襲來的情境下，維

繫企業永續經營的利器。難怪光是在Yahoo奇摩搜尋引擎上鍵入

「ESG」，就有超過三千萬筆資料，是個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與趨

勢。

QR co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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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　HR3.0 跟電視台什麼關係 ? 

如何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

HR3.0 跟電視台什麼關係 ?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簡稱HR）在商業中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作為企業處理公共衛生、復原力、社會動盪和快速

業務等問題轉型的主責單位，人力資源部門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更加重要。

最近友人傳了一份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的研究資

料給我，這是IBM與知名的人力資源公司Josh Bersin Academy1共

同完成的一份報告2。這份報告並不長，Josh Bersin Academy 的

全球企業分析師、也是該機構的院長 Josh Bersin在前言中說，人

力資源的再創造時期已經到了。

從歷史上看，人力資源部門主要是行政部門。他們的責任主要

在招聘、薪酬、合規性和基本工作設計。然而，全球的企業剛從疫

情中恢復過來的此刻，都需要人力資源部門關注員工體驗並推動技

能再培訓、文化轉型，並發展新的工作模式。

Bersin指出，他們的研究清楚顯示，能夠實現這種演變的公司

在績效上遠遠優於同行。他們花了兩年的時間研究了數百家全球公



84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No.3

司，發現HR部門主要分為三類：傳統 HR 1.0部門專注於合規性、

管理和高效率的服務交付；HR 2.0團隊朝向整合卓越中心，並專注

於培訓和賦權業務合作夥伴，並在他們需要時提供解決方案。至於

HR 3.0――其實全球只有約10%左右的公司已經實現，是將HR轉變

為一個敏捷的諮詢組織，不僅提供高效的服務，同時還實踐設計思

維以推動創新解決方案、認知工具和對組織的透明度。

Bersin特別強調，HR 3.0不是一個想法，而是一套可以被踐

行的工作方式。包括：設計思維的原則、高度使用智慧型認知工

具，以及對透明度、包容性和變革的關注等，都是可以被實現的目

標。為了支持這些新的原則，企業需要不斷培訓和提升人力資源本

身。HR 3.0是一個每個公司都可以實現的目標。

在這份報告中，作者首先以一個圖表來比較

HR1.0、HR2.0和HR3.0在人資部門是如何演化。　

（見右方QR code，文件P4的表一）

而作為數位時代人資思維的HR3.0，它的主要焦點（key 

focus）在員工經驗、認知、個人化，和透明化。其產品設計是與使

用者一起打造，決策則是透過可以預測的人工智慧和豐富的外部／

內部數據所建立的可操作洞察力。它的主要觀察指標（Key area of 

measurement）在於員工的關鍵技能、領導管道的多樣性、組織

的包容性、損失率，和NPS Pulse調查3。因此，品牌應該追踪他們

的NPS分數，因為它是客戶忠誠度的首要指標之一；最好的方法是

執行NPS調查。對於這種調查法有興趣的人，建議可以去詳讀關於

NPS Pulse調查的資料。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HR3.0跟電視台營運的關係？如果從H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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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　HR3.0 跟電視台什麼關係 ? 

所強調的幾點特性，反推回鏡電視的人力資源來思考，就可以比較

清楚看到其間的關聯。

首先是，主要焦點（key focus）在員工經驗、認知、個人化，

和透明化。以上幾點間，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員工的經驗和個人認

知。鏡電視新聞台是一個全新的電視台，全新的製播系統、器材和

組織環境，員工需要有全新的工作心態和認知。但是，我們還是常

常聽到各部門的工作同仁說，「我以前在X台是OOO的做法」，或「

我以前在Y台是XXX的處理方式」。可是，各位現在是在M台，要有

全新的工作心態、前瞻的視野，專業知識也必須隨時演化提升。人

到一個新環境，是要成為一個嶄新的、不一樣的自己，不是再去複

製一個過去的自己。過去的經驗固然非常寶貴，但是如果只是停留

在過去、不能夠與時俱進，最終會被淘汰。試想，如果組織中大多

數人都可以與時俱進地提升自己，組織自然也就能演化成一個品質

優異的有機體。

其次，就「與使用者一起打造」的產品設計而言，鏡電視應該

經常與使用者互動，透過互動與溝通來縮短閱聽人期待和製播端理

念與困難的鴻溝。

再來，透過人工智慧與內外數據建立起決策洞察力這一項，在

數位化時代，是每個先進企業努力追求的目標。如果各位還記得的

話，我在2021年7月23日的意見書〈平台化時代，傳統媒體如何轉

型？〉中，就曾經介紹過幾家傳統媒體的轉型。4

最後，主要觀察指標這一項，在電視台這樣的企業組織中，

員工關鍵技能的養成特別重要，而且是必須透過嚴謹的SOP的建

立才能達成。SOP的建立必須植基在員工對於工作流程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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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流程中支援系統和器材特性的充分掌握（現在是HD，未來

是4K、8K）。唯有這樣，優異的人力資源才能落實。

【註解】

1. https://bersinacademy.com/
2.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0LR4N1WK
3. “Diving Into the Net Promoter Score (NPS) Survey.”https://resources.pollfish.com/market-

research/diving-into-the-net-promoter-score-nps-survey/?utm_source=google&utm_
medium=cpc&utm_campaign1=gsem_col-dsa_gr-resources&utm_adgroup1=dsa_
resources_market-research&utm_term=&utm_sitelink={sitelink}&utm_device=c&utm_cr
eative=388148025339&gclid=Cj0KCQiAzMGNBhCyARIsANpUkzO4_SETEcTNWfSjXB-
QG4INfehAhfQ5GHclUIcwrhuyrj0eg9C_We8aAmMLEALw_wcB

4.  翁秀琪（2021.07.23），〈平台化時代，傳統媒體如何轉型？〉，《鏡電視公評人季
報》NO.2，頁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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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的按讚和分享

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臉書在去年（2021）年底，因為吹哨者Frances Haugen揭露

了臉書內部研究文獻，引發主流媒體，特別是華爾街日報的系列

報導（見QR code 1）。最後各大媒體更以facebook papers為關

鍵字大幅報導，例如CNN也以〈The Facebook Papers may be the 

biggest crisis in the company’s history〉為題進行了報導（見QR 

code 2）。臉書陷入成立以來最大的醜聞風暴，甚至改名Meta也

無法平息眾怒。

這或許是一個回溯臉書當時為何、以及如何發展按讚策略的好

時機。根據剛出爐的博士論文――由張惠嵐在2021年完成的《當代

媒介浮現之物質基礎：以社交按鈕為例》，研究中發現：

QR code 1 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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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讚社交按鈕是在2007年的一場黑客松聚會裡打造出來的

產品，而此一強調快速打造產品的精神，源於祖克柏建立的臉書

文化價值中，深信不疑的駭客精神，臉書為此特地建立程式碼訓

練營（Bootcamp），提供一物質環境，讓工程師可以利用組織提

供的龐大程式碼資源中，學習寫出富有臉書文化精神的程式碼。

」（張惠嵐，2021，頁70）

至於分享，則是駭客精神的一部分。前述論文研究在爬梳1973

網際網路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的Homebrew computer club，發現

「這是一個融合反主流文化與科技的黑客組織，為愛好計算機的

業餘人士提供一個分享知識的聚地（根據地）」。（張惠嵐，2021

，頁70）

按讚社交按鈕之所以出現，當然和當時的技術條件已經成熟有

關，例如：按鈕的演化、web的發展，Google演算法的成熟，然後

是API的發展1。當然，除了技術條件成熟外，臉書對於使用者的心

理需求，也已有一定的掌握。按讚這件事，可以推衍到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的鼓掌文化。當代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學者

Fredickson（2001）所提出的「擴展與建構理論」（broaden-and-

build theory）指出，「正向情緒的經驗（如感恩、喜悅等）可以

幫助個體擴展自己的思考與行動，並且能夠建構且拓展個體的資

源（Fredrickson，2001）。」2 

臉書當年在發展按讚按鈕時，確實也曾考慮過，除了「like」

之外，也提供「dislike」選項，但是最後只提供「like」的原因，

根據我的理解，是服膺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認為按讚可以增進

個人的人際關係、有利於使用者的社交活動，而這也是臉書當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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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被發明的核心價值：協助使用者拓展個人的社交關係，結交更

多的朋友，建立自我的網路社群。後來，臉書在使用者的壓力下，

先後又推出其他的表情符號社交按鈕（愛心、加油、好笑、悲傷、

憤怒），後來也成為大家都耳熟能詳且每日都在實踐的網路行為。

我們姑且相信臉書發展按讚社交按鈕的「初心」是想協助使

用者拓展人際關係，建立個人的社群網絡，但是，這樣的「良善」

用意，顯然在後續的運作過程中產生了偏差，就像本次「facebook 

papers」事件中，根據吹哨者及媒體所報導，按讚社交按鈕已經導

致13歲以下的女性使用者產生極大的身心焦慮。Frances Haugen

更指出，臉書內部研究按讚的資料，發現有超過90%是對仇恨言論

資料，但是臉書公布時表示只有5%，與實際研究發現相差頗大。

吹哨者Frances Haugen在 Google、Yelp和Pinterest工作後，

又在臉書工作兩年，擔任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她曾負責

研究社交網絡的演算法如何放大錯誤訊息，並被外國對手利用。她

在美國參議院商業科學與交通委員會的公聽會中，揭露了令輿論譁

然、臉書難以招架的內幕。相關細節可以參考 NPR的報導〈Here 

are 4 key points from the Facebook whistleblower's testimony on 

Capitol Hill〉一文3。

Haugen在公聽會中譴責臉書為了天文數字的利益傷害兒童的

健康，進而也對民主產生不可彌補的傷害。她在證言中表明，臉書

一直選擇最大化其成長，而不是在其平台上實施保護措施。她說：

「在Face b o o k工作的期間，我意識到一個毀滅性的事

實：Facebook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Facebook內部發生了什麼」、「

該公司故意向公眾、美國政府和世界各國政府隱藏重要訊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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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篇報導中洩漏了更驚人的內幕。Haugen指出，臉書內部有

一項研究，發現13.5%的英國少女表示在開始使用Instagram後，

自殺念頭變得更加頻繁；另一項研究發現，17%的少女表示使用

Instagram後，飲食失調情形變得更糟。臉書的研究人員發現，大

約32%的少女表示，當她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舒服時，Instagram

會讓她們感覺更糟。以上的內幕，可以在前述《華爾街日報》的系

列報導上看到（見QR code 1）。

在《華爾街日報》報導後，臉書表示將暫停為13歲以下兒童量

身訂製的Instagram廣告。

至於立法者應該如何處理、俾使類似的危害不再發生

呢？Haugen表示，立法者應該特別注意那些推動及強化流行事務

的演算法（例如按讚和分享），以及其背後的推文內容。換言之，

當平台貼文得到按讚和其他互動（例如分享）時，就會更廣泛地被

流傳。

美國國會現在正在討論另一項提案，讓公民可以在臉書和其他

社交媒體公司基於演算法而造成傷害時起訴這些公司。另外，一項

名為第230條的，是已經有數十年歷史的、使得社交媒體公司免於

因其使用者發布的內容而被起訴的條款，立法者已經在研究可能的

例外狀況。5

社交按鈕如「按讚」，和源自於駭客分享知識的「分享機

制」，原意是促進人類的社群連結和知識分享，但是，使用不當

就造成傷害。文化技藝和科技固然可能是中立的，但是使用的脈

絡和情境不同，就有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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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張惠嵐（2021），《當代媒介浮現之物質基礎：以社交按鈕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學系博士論文

【註解】
1.  https://www.webdesigns.com.tw/API.asp
2.  https://wellbeing.mohw.gov.tw/pro/pstunt/1/619
3.  https://www.npr.org/2021/10/05/1043377310/facebook-whistleblower-frances-haugen-

congress
4. 同上。
5. 對於230條款有興趣更進一步了解的讀者，可以參考這篇文章的說明。https://www.

inside.com.tw/article/21539-us-communications-decency-act-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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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BC 的兩支影片看 AI 的演化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具有為善和作惡的

巨大潛力，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同時發現它既迷人又可怕。AI透過某

些原則，如：可解釋性、信任、隱私、多元化，同時還有表達、創

造力和創新的自由等特性，已經影響著人類的社會和每日生活。如

果人類能夠設法將所有這些目標結合起來，AI在很多方面都是人類

的福氣。當然，除非有一天埃隆．馬斯克（Elong Musk）最糟糕的

噩夢變成現實――機器整個接管世界，成為人類的主宰。好在這種

反烏托邦的未來並沒有出現。至少還沒有出現。

AI如何應用於視聽產業？

歐洲廣電聯盟（EBU）2019年的年度新聞報告《下一個新聞編

輯室》1（EBU News Report 2019 The Next Newsroom）中提到AI

是好用的新工具，新聞界應該好好運用（AI is a handy new tool: use 

it!）。其中並介紹了BBC的一部影片（見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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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BC 的兩支影片看 AI 的演化

這部叫做〈AI met the archive〉的影片是由數學家Dr. Hannah 

Fry和一位虛擬的主持人共同主持。影片內容主要講述BBC的AI研發

團隊如何讓機器學習創造影片。首先，科學家們將影像（video）

的模組找出來，共分為1.發現對象（objection detection），2.旁白

分析（subtitle analysis），3.視覺動能（visual energy）等三個步

驟模組。接著就是讓電腦混合（mixed）BBC數量龐大的影像資料

庫中上述三類模組的原始資料（raw data）來自我學習如何產製影

片。

在第1個步驟「發現對象」階段，機器會辨識影像，並以文字

概念登錄下它所掃描過的影片。例如：拿著手機的手、穿黑衣的男

人、白色的盒子等。這是運用影像辨識（image recognition）和社

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達到辨識和記錄的功能。

而第二個步驟的「旁白分析」則是找出旁白中的重點單字（概

念），例如：人類、語言戰爭、數學戰爭、戰爭等，以及一些連接

詞，像是really, probably；一些動詞，如tell等，這個階段是屬於語

料分析。

第三個步驟「視覺動能」中，機器會記錄下影片的能量指數

（energy index）和框架活動（frame activity）。2 我們可以把這

個概念譯為視覺動能，它受到影像亮度、色彩、形狀等的影響。在

BBC的這個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團隊在讓AI自我學習的過

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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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提供影片中的「能量指數」和「框架活動」兩組資料。

第四個階段，就進入機器學習的階段，透過BBC的影像資料庫

中儲存的原始資料讓AI自我學習，以發現資料的模式（pattern）。

在這部影片中，我們尚未能看到機器自我學

習後，能夠創造出任何有意義的影片。其理由可

以在另一支BBC的影片〈The Joy of AI〉（見QR 

code 2）中找到答案。

簡單地說，截至目前為止，AI發展最大的困難是科學家們還無

法找到讓機器可以學習到意識（conscious）、情感（emotion），

和產生意義（making sense）的方法。

〈The Joy of AI〉這支影片是由Jim Al-Khalili教授所主持。他

是伊拉克裔英國籍的理論物理學家，作家和主持人，同時也是薩里

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並擔任公眾參與科學的主席。他擔任BBC廣

播和電視台科學節目的定期播音員和主持人，並且經常在其他英國

媒體中評論科學議題。

Al-Khalili教授在影片中說明人類如何創造了可以模擬、強化，

甚至超越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的機器。本片細數了從政治

理論家Herbert Simon和數學家Allen Newell二人在1955年聖誕節前

後聯合打造了第一台會思考的機器（電腦）開始，到目前科學家如

何試圖透過機器人研發來促使AI強化人類智慧，這期間AI研發理論

的變化等，是所有想要理解AI是什麼的人都應該看的影片。除了吸

取AI相關知識，對製播新聞的人們來說，更能從這支影片中觀摩到

如何把一個如此複雜的問題，以不到一小時的時間簡明講述，而且

幾乎完全不用CG和字幕。

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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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BC 的兩支影片看 AI 的演化

AI發展的模式，基本上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經典人工智慧

（classical AI），它的原理是透過人類教電腦，透過程式寫作提

供電腦規則，讓電腦去做模仿人類的事。但是很快的，科學家就

發現這種模式行不通――AI無法解決甚至像過馬路這樣簡單的問題

第二種模式是由電腦自己學習，也就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模式。原理是提供電腦大量的資料（data），讓電腦從

資料中學習，自己發現資料內在模式。影片中用來解釋的例子，就

是讓電腦區分正常郵件和垃圾郵件的資料模式，然後減少垃圾郵件

的數量。

經典人工智慧模式是一種理性思考模式（rational thinking）

，而機器學習模式是一種潛意識的學習模式（subconscious 

learning），亦稱深度學習。在影片中，Google的研究員告訴主持

人Al-Khalili教授，只要讓電腦自我學習玩遊戲300次左右，AI玩遊

戲的能力即可達到人類的水準；這顯示AI的學習非常快速，玩遊戲

時不只可以馬上找到贏的策略，它可以找到甚至人類自己也不知道

的策略。

1988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移動機器人實驗室主任漢斯．莫拉維

克（Hans Moravec）3提出了著名的Moraved悖論，內容是說：大

量的演算，對於電腦是容易的，對於人腦是困難的；但是如何讓看

到的事物產生意義，對於人腦是容易的，對於電腦卻非常困難。例

如，一個兩歲的幼童可以辨識的東西（辨識媽媽是否真的在生氣）

，對於電腦而言卻是無比困難的事。

AI發展到今天，接著要問的問題有：AI可以有真正的情感

（emotion）嗎？AI會快樂、悲傷、忌妒、可以有意識地行動嗎？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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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認為，下階段的AI研究可能不是去了解成人做什麼，而是去

掌握18個月至兩歲的嬰幼兒做什麼和如何做。同時，持續探索如何

讓電腦思考趨近於人腦思考的創新模式，也是AI科學家努力的方

向。

最知名的AI模擬人腦深度學習的例子，應該是在2016年

AlphaGo以五戰四勝打敗南韓棋王李世乭。4今天，AlphaGo 已

經透過無監督、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式升級為

AlphaGo Zero。5

可以確認的是：會思考的機器的演化，是人類迄今最偉大的發

明。

【註解】

1. EBU News Report 2019 The Next Newsroom,https://www.amic.media/media/files/
file_352_2172.pdf

2.  關於「視覺動能」（visual energy）的簡單介紹可參照此網頁：https://wild-eye.com/
understanding-visual-energy/

3.  著作有《智力後裔：機器人和人類智能的未來》、《機器人：通向非凡思維的純粹
機器》等書。

4.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8931/BN-2016-03-15-130754-117?
5.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2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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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品質是好生意

好品質是好生意

最近大家關心的一個媒體議題是，「使用者是否能夠在網路

世界中獲得正確、具關聯性的高品質資訊，並對抗不實資訊？」

民眾，特別是一些公民團體，連帶地也關心，當傳統媒體在網路

上架以後，網路上的內容是否應該與原始內容100%的完全相同？

這裡衍生的第一個問題是，何謂平台內容品質？它與傳統媒

體的內容品質的標準是一樣的嗎？曹琬凌在《鏡電視外部公評人季

報》第二期發表的《新聞品質這件事，為什麼現在還是重要？――

打造在地新聞評量架構的初步嘗試》一文中，參考美國卓越新聞計

畫品質標準與評量基模，並以台灣卓越新聞獎近五年電視類獎項評

審討論紀錄作為分析素材，初探性地打造出在地的新聞品質評估架

構，共整理出六個指標：「報導重要與實質議題」、「多元報導社

會整體」、「正確、公平與平衡」、「發現度與揭露性」、「敘事

清楚不煽情」、和「對閱聽人之啟發性」。

由於平台和傳統媒體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在衡量其品質時，

一定有不同的標準。在Van Dijck等三位作者所著的《平台社會：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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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世界中的公共價值》一書中，強調平台社會的公共價值。他們指

出，「資訊傳遞安全」（safety of data traffic）、「個人隱私保

護」（privacy）、「資訊正確性」（accuracy）、「對個人資訊

之控制能力」（power in control personal data）、對個人資訊之

「民主化控制能力」（democratic control）、「資料的品質與近

用性」（quality and accessibility），均為當今重要的公共價值。

交通產業平台中還須特別考量「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

與「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各平台演算法進行主動運算暨

判斷時，「均等性」（equality）、「含括性」（inclusiveness）

與「公平對待」（fair treatment）亦不可輕忽；除此之外，「負

責任」（responsibility）與「可靠性」（accountability），也是

本書所強調的當代連結世界中的普遍性公共價值（general public 

values）。1

以上13項指標，就是Van Dijck等三位作者在評估平台是否具備

公共價值的指標。本文作者認為，這些指標也可以用來衡量平台的

品質。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品質，就不只是平台內容而已，

而是含括平台的所有建置。

Van Dijck等三位作者更進一步指出，新聞媒體近年都有平台化

的趨勢，已經脫離傳統新聞的模式，這既是創新也有危機。例如五

大平台之中的Google News與Apple News，都是整合各種新聞來源

後再行推播的例子，創新的例子則有如社群媒體的新聞平台，如臉

書的Instant Articles、推特的Twitter Moments、快照談的Snapchat 

Discover等，提供新聞閱聽人各種選擇。危機則來自於各平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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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品質是好生意

獲利至上，客戶隱私與財富防線正逐漸棄守。一旦制定政策的各國

政府和閱聽人逐漸覺醒，就有如近日澳洲政府與臉書和Google，針

對線上新聞收費與否、是否應繳稅之爭端。2

將線上閱聽人資訊予以量化分析，也是各新聞平台的重要趨

勢。各類新形式的編輯工具，如 Chartbeat、NewsWhip、Parse.

ly、OutBrain Engage 與CrowdTangle等，也提供線上編輯快速且及

時的幫助，一些主流媒體也陸續跟進使用，例如CNN、NBC、USA 

Today、Haffington Post等。新聞產業事實上已經進入了資料導向的

新聞產製與傳遞，也已經朝平台化的方向發展。3網路大亨貝佐斯在

買下《華盛頓郵報》以後，也打造一套叫做「Arc」的軟體，為出版

業提供數據分析與行銷的功能。

這裡推導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傳統媒體上網以後，網路上的內

容是否應該與原始內容100%完全相同？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知名報

紙，都在自己的新聞網站提供「仿紙本」電子報，而且要收費。

至於ABC、CBS、NBC等大電視網，也各有自己的新聞網站，對其

「實體版」（指晚間六點三十分的黃金時段新聞）各有不同處理方

式。有的選在深夜某個時段一模一樣原版從頭到尾播放，有的則只

選幾則新聞意思意思，但播出的部分一定是原版。4

以上的邏輯是說，傳統媒體的實體版上網時，網路上看到的內

容會與其相應，但是並沒有說明這些傳統媒體的網站上，是否會有

實體版沒有報導的內容。現在以《紐約時報》為例說明。紐約時報

現在在網路上推出遊戲網頁（The New York Times Games，見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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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1），也設有獨立的飲食網頁（The New York Times Cooking，

見QR code 2）；另外也有New York Times Multimedia、New York 

Times Data Visualization等網路服務。

早在2012年時，紐約時報就以New York Times Multimedia上

的專題〈Snow Fall: The Avalanche at Tunnel Creek〉獲得了2013

年的普立茲獎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足見即使是像《紐

約時報》這樣一家全球聞名的質報，都不可能只把紙本的東西搬上

網頁，一定會想方設法針對網路媒體的特性創造出新的，有品質的

內容放到網上提供服務，並增加營收。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在〈台灣媒體數位轉型困境：

紐約時報付費牆的成功能否成為借鏡？〉一文中提及，「從紐時數

位付費的成功案例，可以觀察出幾個重要線索。首先，高品質的新

聞內容是推動數位付費的必要條件；付費牆的人性化設計……是另

一個成功關鍵，尤其是如紐時這樣綜合屬性（相較於WTJ的財經專

業屬性）的新聞媒體；而分眾、客製化的內容加值，往往成為讀者

決定開始付費的臨門一腳（例如紐時除了新聞主網站之外的填字遊

戲、烹飪、兒童、消費指南等子網站）。」5

最後，本文要強調的是，有品質的好新聞其實是一筆好生意，

證諸於《紐約時報》的做法和其網路收費牆的成功，誠乎斯言。所

QR code 1 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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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的問題不應該是「傳統媒體上網以後，網路上的內容是否應

該與原始內容100%的完全相同」，這其實是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傳統媒體上網以後的內容，是否能針對網路特

性發揮創意，並維持一定的品質。」[6]

【註解】

1. Van Dijck, J., Poelle, T.&De Waal, M.(2018). The PlatforSoe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0.

2.  翁秀琪(2021)，〈平台社會、平台企業、平台媒體〉，《鏡電視公評人季報》No.2，
頁71-73。

3.  同前註。
4. 這部分的資料是作者請在美國的友人代為觀察收集。
5.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1007web002/
6.  《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中的「第伍章、專業操守」可以看到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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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與外部公評人制度

綜觀全球公評人制度，處理特別申訴案，應該是公評人工作的

主要項目之一。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根據國際新聞公評人組織ONO手冊的

建議，於辦公室設立初期，參與公司編採會議、新聞檢討會議等各

式有助於公評人執行業務之會議，於公司取得營運執照開播後，主

要工作為觀察每日新聞節目製播表現，提出相關檢討建議與業務報

告。鏡電視的公評人執掌可以參考《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設置

章程》中特別是「第三章外部公評人權責」。

鏡新聞外部公評人辦公室成立於2021年1月1日，彼時，鏡新聞

電視台尚未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執照。所以針對外部公評人

在不同階段的工作規劃原來就有不同考量：

「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於2021年1月1日正式成立時，《MNEWS

鏡新聞》尚未取得執照，所以公評人的工作內容亦應分階段有所

不同，大致分為執照取得前，執照取得後至開播前，和正式開播

以後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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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照取得前

參與內部各類會議，了解各節目負責人員及內容狀況，並於試

播期間觀察各類節目，於公評人給主管的建議書中提供改善建議。

蒐集參考國內外公評人制度資料並制定制度。

2. 執照取得後開播前

主要依節目表，觀察每日新聞節目製播表現，提出相關檢討建

議與業務報告。滾動式調整公評人制度。

3. 開播以後

公評人工作重點轉移至閱聽人對新聞之特別申訴，滾動式調

整公評人制度。持續觀察每日新聞節目製播表現，提出相關檢討

建議與業務報告。

定期參與鏡電視舉辦之觀眾收視會，蒐集觀眾對電視台第一

手的建議與批評。1

執照取得前，公評人透過研究各國制度為打造適合台灣的制

度作準備，例如〈日本公評人制度初探：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

制度比較〉2一文，就是，經由訪談、資料整理，爬梳了日本兩大

新聞媒體公評人制度的擘劃與工作內容；《朝日新聞》由4位專家

（3位外部專家、1位內部資深記者）組成，於出版後介入，另外搭

配「記事審查室」、「顧客office」，和「讀者Monitor制度」，環

環相扣來確保新聞報導品質和了解讀者意見並處理申訴。而《讀賣

新聞》則有由各部門資深記者組成人數眾多的「紙面審查委員會」

（Ombudsmen Committee）於出版前、後介入，並另闢有「報導

及紙面探討懇談會」、「適正報導委員會」、和「讀者中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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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讀者意見並處理申訴。

另外，針對英國的制度，也在〈從Noam Chomsky事件看《衛

報》的內控機制〉3 一文中，具體解析《衛報》在Readers’ Editor

和Ombudsman兩階段進行申訴處理的原則與方式――也是透過本

案的資料蒐集、整理和撰寫文章，我們才進一步了解《衛報》原來

應對申訴採用的是兩階段處理。

綜上，從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草創迄今的三本季報內容，具體

可以看出公評人對於申訴的規劃，不僅有時程、也有對於他山之石

的學習。加上辦公室主任羅君涵在季報創刊號和第二期的兩篇對於

加拿大CBC Ombudsman 如何處理申訴的詳細介紹，更拓展了他山

之石的參考範疇：這兩篇文章分別是〈加拿大公共電視公評人處裡

閱聽人申訴模式――以Covid-19報導爭議為例（上）〉和〈加拿大

公共電視公評人處裡閱聽人申訴模式――以Covid-19報導爭議為例

（下）〉。前篇提問了幾個與量能相關的研究問題，並從CBC公評

人網頁和年報中抓取資料，自行分析製表，對於鏡電視未來在處理

申訴案件時如何掌控量能，極具參考價值；後篇則將重點置於分析

CBC的公評人實際如何處理申訴案件，實質研析CBC《新聞標準與

實踐規定》（Journalistic Standards and Practices，簡稱JSP）的

操作情況。兩文分別從量和質的角度切入，亦有助於產業、學術界

理解CBC公評人如何處理閱聽人申訴。

鏡新聞公評人在過去的一年半裡，除了透過上述公評人自己

蒐集撰寫的資料和同仁撰寫的文章外，也定期閱讀可以掌握的各

國Ombudsman處理申訴案的資料文獻和實際個案處理狀況，期待

可以很快完備我國外部公評人制度最後、但也是相對重要的一個

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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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與外部公評人制度

【註解】

1.  翁秀琪（2021），〈從零開始建立一個外部公評人制度〉，《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試刊1號，頁8。

2.  翁秀琪（2021），〈日本公評人制度初探：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制度比較〉，《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創刊號，頁8-19。

3.  翁秀琪（2021），〈從Noam Chomsky事件看《衛報》的內控機制〉，《鏡電視公評
人季報》，No.2，頁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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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則新聞看合宜的報導策略

最近媒體上有三則新聞報導背後的倫理問題值得探討。一則是

新竹市輪胎行縱火案事件，二是吹哨者提供恩恩媽媽報案錄音帶新

聞，另外一則則是發生在去年年底的立委高嘉瑜家暴事件的報導。

三則新聞均涉及影音檔案提供尺度的問題：面對有個資隱私問題的

報導時是否需要馬賽克，是否需要變音？

有關新竹市輪胎行縱火導致八死的新聞，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

系教授許瓊文曾經為文探討。1 其結論是從閱聽人媒介素養的角度

切入：

「網路媒體組織才是真正要被指責的，媒體業主長期要求記者

去處理這些偷窺與殘酷的影片，打著網路自由的口號，成為三不管

地帶，也沒有負起任何社會責任。我們閱聽人必須想出一些方法，

讓只願意製作這種新聞的媒體，在網路上被抵制、在社群媒體上被

消失，當他們不能因為這種新聞賺到點擊率與金錢，反而成為眾矢

之的，才能阻止這些媒體業主繼續磨難記者。」

但是，新聞記者面對類似的新聞，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報導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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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則新聞看合宜的報導策略

略，才能既「紀實」又符合新聞倫理？這或許是媒體記者更關心

的問題。

以新竹市輪胎行縱火案事件處理原則為例，鏡電視當天的處

理，根據新聞部採訪總監當天告訴公評人的資訊：「這段影像和聲

音檔雖然我們也拿到，但經過編採會議的討論，第一、無法辨識聲

音來源是否是困在屋內的小孩；第二、不管孩子是誰，真的太過悲

慘，所以我們沒有使用。」

其次是吹哨者提供的恩恩媽報案求助的錄音檔，鏡電視當天的

新聞中，擷取了部分錄音檔納入新聞報導中，考量的原則除了此新

聞涉及公共利益外，也在於回應社會大眾的疑問：1.新北市強調的

SOP是否確實為中央防疫機關當下所要求的處理原則，其他縣市的

作法如何？2.恩恩媽報案過程中遭遇的主要困難何在？如何可以避

免同樣的問題發生？根據鏡新聞社會組組長告知，當天的錄音檔播

出時，均經過變音，除了是因應恩恩爸的要求外，主要也基於保護

被報導者的隱私。

兩則新聞均涉影音檔案提供尺度的問題，但是電視台基於不同

的考量，做出了播出或不播出，以及如何播出的決定。

另一則也值得提出討論的個案則是發生在2021年11月30日，立

法委員高嘉瑜家暴事件引發的報導倫理問題。

針對媒體遇性別暴力相關新聞時該如何處

理，台灣防暴聯盟曾出版《媒體新典範：翻轉性

別暴力敘事》手冊（請見QR code 1），內有針對

媒體在報導性暴力議題事件的六大建議。另外，鏡電視新聞台在倫

理委員會中討論「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時，與會倫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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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媒體不應該迴避處理暴力事件（含兒少暴力與性別暴力），而

是應以正確的原則方向報導。

防暴聯盟認為性別刻板印象的潛移默化，正是性別暴力的根

源。因此，透過檢視媒體報導的性別暴力新聞，以及採取行動召

開記者會或發布聯合聲明，促成媒體「自律」及公民團體強大的「

他律」。另外，該聯盟也草擬了一份性別暴力案件相關類型改寫範

例，提供新聞寫作參考及引用，包括以下六大報導原則：1.不責怪

倖存者；2.提供倖存者發言權、專家意見與資源；3.挑戰迷思及刻

板印象；4.提高對性別尊重的意識覺醒；5.把個案放在更廣闊的國

內與國際環境；6.建議出積極的行動。

11月30日當日的鏡新聞參考了防暴聯盟上述的建議，新聞部規

劃報導原則與方向如下2：

立委高嘉瑜暴家事件處理原則

一、 基於公眾利益決定予以報導。

二、 儘管當事人是公眾人物，但在當事人未出面說明之前，不

主動揭露身分，以女性立委來稱呼當事人，畫面上臉部全

上馬賽克。

三、 報導重點

1. 主稿：事件發生過程、當事人與施暴者關係、遭施暴時

間、當事人處理方式，不描述施暴細節。

2. 配稿一：家暴當事人可以尋求的法律、社會資源及管道，

家暴案有無公權力介入，偵辦進度。

3. 配稿二：深入解析家暴的樣態，包括肢體與精神暴力，提

供受暴者自我檢視辨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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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則新聞看合宜的報導策略

有關高嘉瑜案的報導，鏡新聞新聞部事後的檢討，認為雖然播

出時臉部有馬賽克，但是因為當事人聲音辨識度很高，在未經變音

的情況下，其實新聞主角是誰，閱聽人應該很容易就猜得出來。足

見在要不要打馬賽克、需不需要變音之間，新聞記者在截稿的壓力

下如何判斷，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新聞倫理有些固定的原則，可以付諸文字，例如各台的製播準

則，但是有更多是依情境（situation／context）而有不同的考量，

如果可以累積個案資料，詳細記錄，其價值可能更甚於硬梆梆的製

播準則。

【註解】

1. 許瓊文，〈請媒體停止麻木無感地使用殘酷影片製作新聞〉，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
基金會網站，2022.06.20刊登，https://www.feja.org.tw/65162。

2.  鏡電視新聞台採訪中心總監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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