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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本期《鏡電視公評人季報》內容多元，除了公評人和辦公室主

任提供的專文探討特別申訴案的知識管理系統外，其餘仍延續上期

季報基調，持續以開放同業參訪和參與閱聽人會議紀錄，開啟更多

足以完善台灣公評人制度的內容。

公評人翁秀琪及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羅君涵撰寫的〈從

一個個案看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如何處理特別申訴案〉一文，從

知識管理系統角度，採取民族誌深描的方法，從一個個案切入，鉅細

靡遺剖析《鏡新聞》特別申訴制度背後的設計邏輯，期能對有心建立

外部公評人制度的媒體同業，以及負責規管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

供具體可行的參考。

由鏡電視公關客服中心提供的「季閱聽人意見統計報告」，整

理了7月至9月「一般申訴」案的資料，供讀者參考。本季一般申訴

案件統計資料顯示，觀眾意見以「申訴案件」「客服／查詢」、「

客服／建議」、「客服／其他」、「客服／電視內容」，比例為14%

、19%、9%、53%、5%。

本期「公民看鏡電視」單元以《鏡新聞》的4則社會新聞：台中

校園性侵案、艾成墜樓案、冰箱冰老婦案以及台南殺警案報導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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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蘇芊玲（長期從事婦女權益與性別教育相關教學與推廣之學者，

目前已從大學教職退休）、許瓊文（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和周宇修（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執業律師）在觀

看這四則新聞連結後，提供批評與建議。

蘇芊玲和許瓊文均選擇了「台中校園性侵案」為批評和討論的案

例，蘇芊玲從性別和法律角度切入，具體建議：「採訪、報導的每一

個產製作業流程，都需要有性平的把關和檢視；報導露出之後，也需

要做性別影響評估和監督。唯有這樣一步步落實，整體社會的性別平

等才指日可待。」另一位作者許瓊文則以其自身多年電視記者經驗，

鉅細靡遺地檢視公評人辦公室所提供的9則相關新聞，並逐一提出針

貶，所提意見展現多年實務經驗的知識底蘊。

黃哲斌和周宇修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台南殺警案」為分析的

重點。黃哲斌為資深新聞工作者，過去也跑過社會新聞，他在指出

《鏡新聞》的此案報導上出現的諸多錯誤後，語重心長地寫道：「

作為一名觀眾，期許鏡電視在社會新聞的處理上，能作為台灣電視

新聞的典範，冷靜而不煽情，深刻而不流俗，資訊含量飽滿而不人

云亦云，唯有如此，方能澈底擺脫《鏡週刊》的印象陰影，成為獨

樹一幟的優質頻道。」周宇修是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同時也是執

業律師，他主要從人權保護的立場切入，針砭《鏡新聞》在殺警案報

導的不足之處，主要從：（一）情緒的煽動是否不可避免、（二）對

司法判決的評論顯得過度淺薄、（三）專業人士受訪的目的、（四）

媒體本身的檢討不見蹤影等四個角度切入，其對鏡電視的深深期許也

在底下的文字中透露無遺：「如果（鏡電視）真的要做出一些不一樣

的視野及內容，不應該只是用看似理性的外觀用以包裝跟其他新聞台

一樣的論點。此篇評論平心而言確實讚美處少、批評處多，然而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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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透過批評傳達的，其實也僅是更多的期待。」

本期季報中也收錄「閱聽人會議」和「公共問責：媒體參訪鏡

電視新聞台」的紀錄內容，具皆屬於外部公評人的業務執行範圍。

「閱聽人會議」是鏡電視新聞部希望深入了解並蒐集專業公民對

於各項新聞節目，含藝文中心的《另一種注目》、《文藝賦格》，國

際中心的《全球聊天室》、《鏡轉全球》；採訪中心專題組的《少年

新聞週記》，以及每節新聞的批評與建議，而於2022年10月20日召開

的會議。本期季報收錄該次會議的發言紀錄，最後並由新聞部副總經

理陳素秋撰寫〈我們在前往創新的路上〉一文回應。

〈公共問責：媒體參訪鏡電視新聞台〉則是公共電視（2022年9

月5日）和原住民族電視台（2022年9月14日）的參訪，該兩次同業參

訪均由鏡電視工程製播部副總經理鄭正權負責接待說明，同時邀請公

視和原視參訪的同業寫成參訪心得供本期刊載。鄭正權副總最後並撰

寫〈淺談鏡電視的工程製播系統規劃理念〉一文，深入介紹鏡電視新

聞台整套數位系統的先進之處，提供國內同業參考。

由於11月26日即九合一大選，因此本次「公評人翁秀琪專欄彙

編」有兩篇文章：〈平衡報導、公平原則實務上面臨的困境〉和〈

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原則有辦法做到嗎？〉都是在探討選舉新聞該如

何報導，以及新聞報導如何落實客觀性的問題。至於〈英國BBC的

申訴制度〉和〈澳洲公共電視引進公評人制度〉兩篇，則都是在引

介國際公評人制度的最新發展現況。

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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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個案看鏡電視外部公評人

辦公室如何處理特別申訴案

2022年8月30日，鏡電視公評人特別申訴制度啟動後的第115

天，公評人信箱收件匣亮起代表未讀信件的小綠燈，第一件符合公

評人業務範圍內定義的特別申訴到案！申訴人到鏡電視官網填寫表

單，抗議《鏡新聞》未報導一起重大的校園權勢性侵案（以下稱【

案0002】）。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旋即指揮辦公室啟動審查程

序，台灣公評人受理閱聽人特別申訴的制度正式開始運作。

制度的建立意味著從零到有1。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透過此案完

備受理特別申訴案的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下稱SOP），並依此初步建立申訴案之知識管理系統。雖然鏡電視

新聞台為民間經營的電視台，然而，基於知識共享的公共性信念，

我們仍決定無私地分享建立制度的思路過程及成果，供其他欲導入

公評人申訴制度的電視台參考。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委員會若有意將

外部公評人制度導入各新聞台，落實以自律機制改善台灣電視新聞

品質，亦可參考我們建立自律制度的思考路徑與成果，以了解制度

踐行具體可行的作法。

文∕ 翁秀琪 （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羅君涵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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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特別申訴模式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曾於〈從各國公評人處理申訴模式看

鏡新聞特別申訴模式〉2一文介紹歐美公評人制度中負責處理申訴制

度者的職稱、各種申訴流程、判斷新聞工作者是否善盡職責的工具

等制度規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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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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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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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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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密條款對於申訴

結果有嚴格規範，台灣媒體在公布申訴資料時，也應需要特別注意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

《鏡新聞》特別申訴制度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立與剖析

SOP是組織建制化過程中知識管理的表徵，所以分析工作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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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絕非表面上看到的瑣碎機械式流程分析，若仔細以民族誌學「

深描」3的方法進行描繪，將可清楚看到組織制度建立的軌跡以及整

套知識管理系統背後的邏輯。接下來，我們從【案0002】著手，透

過「深描」的方式，逐一檢視其審理過程的SOP流程，並以剝洋蔥

式的深描方法揭露其作為知識表徵的細節，以期洞見《鏡新聞》特

別申訴制度的知識管理系統。

「深描」是一種質性的方法，可以被理解為對解釋的解釋。創

造這種方法的文化人類學家Geertz認為，人類學寫作本身就是在進行

闡釋，而且只是第二層和第三層的闡釋，因為只有「本地人」才能做

出第一層次的闡釋，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鏡新聞》特別申訴制

度已如前述是參考歐美申訴制度所打造，本文作者係透過研讀文獻

資料替《鏡新聞》、也是替台灣打造第一個完整的媒體特別申訴制

度。作為打造制度的人，我們在對制度進行深描時，除了必須特別

注意研究倫理上的要求外，更必須時時反思我們與知識間的距離，

以及闡釋的關聯性和有效性。

現在就來檢視作為《鏡新聞》特別申訴制度知識管理系統表徵的

SOP流程。檢驗一份SOP是否足夠精細，應觀察其是否已將整份工作

拆解至不可再拆解的小步驟。擬定SOP的目標及功力在於能夠使初次

經手的人員得以按表操課，在不需要旁人協助下完成工作。建置SOP

的過程需要辨識經手人執行過程中每一個可能需要選擇的岔路，設

置斷點，最困難的是必須細密思考容易遺漏的、或未意識到藏有岔

路的每一個可能。並且，更重要的是達成幾乎一致的結果。制度，

意味著擺脫因人而異的隨性而治，但是其中也隱藏著知識管理者的

邏輯（甚或意識形態），本文意在突破機械式的流程分析，揭露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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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SOP背後的邏輯。

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辦公室於2022年5月隨開播上網公告

「申訴流程／辦法」4，隨後擬定《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

別申訴作業流程準則》5作為辦公室內部工作規則。在擬定兩份文件

時，我們就以一邊繪製處理申訴的流程圖，一邊轉化為規則文字的

方式，藉由圖像化與文字來回比對，企圖勾勒出制度運作的輪廓。

當【案0002】寄達公評人信箱，我們得以透過與真實的閱聽人互動，

增補檢視SOP流程，完備特別申訴的知識管理系統。以下即為具體的

流程步驟及隱藏在知識管理系統後的思考邏輯。

步驟1：收案

公評人處理閱聽人申訴，旨在透過理性討論對「好的新聞」的

期待與理解，達成改善新聞品質的目的。「理性」與「辯證」在此

是極重要的關鍵字，這個制度要求閱聽人據理提出批判，公評人與

新聞從業者嚴肅慎重回應。為達此目的，鏡電視外部公評人參照國

際公評人組織手冊的建議，僅接受文字申訴信，閱聽人有兩種管道

針對鏡電視新聞台製播的節目提出特別申訴案，一為透過填寫鏡電

視官網公評人申訴專區下方的表單遞交申訴內容6，另一為寄信至外

部公評人專屬電子郵件信箱ombuds@mnews.tw。

說明：這個步驟，主要是在規劃知識進入系統的管道。所有的

知識管理系統，首先都必須規劃、提供進入系統的「合規」管道。

步驟2：案件登錄及編碼

凡寄達公評人信箱之申訴信，無論是否屬公評人特別申訴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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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疇，一律登錄記錄。國外行之有年的公評人制度，一年有效申

訴案件達數千件7，公評人辦公室在設計編碼時，便將如何透過編碼

增加辨識功能及符合統計軟體的需求列入考量。我們甚至將未來若

因應申訴數量增加而必須導入系統輔助時，程式辨識指令的需求亦

考量在內，以避免導致轉換編碼的人工耗費。

特別申訴案編碼共12碼，前四碼為西元年；第五、六碼為月份；

第七、八碼為日期；第九至十二碼為流水號，跨月不歸零隨西元年

度重新起算。以本件【案0002】為例，前八碼為20220830代表本件

收件日為西元2022年8月30日，後四碼0002表示此件為所屬年度第2

件寄達公評人申訴信箱的案件。故，本件於登錄清冊上的完整案件

編號為202208300002。

說明：這個步驟主要對於進入系統的知識建立可資辨識的代碼，

方便未來儲存、建檔、追蹤、修訂（如有必要）、統計，以及進行

趨勢分析。

步驟3：審查判斷是否屬公評人特別申訴案件受理範圍

接下來，需判斷來信內容是否屬於公評人特別申訴案件受理範

圍，審查分為：步驟3之（一）：正面形式審查，以及步驟三之（

二）：負面形式審查

步驟3之（一）：正面形式審查

鏡電視官網公評人專區以正面表列劃定特別申訴案受理範圍8。

來信申訴的內容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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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者為限。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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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訴內容係屬《鏡新聞》製播範圍後，需要檢視申訴者是否在時限

內提出申訴。申訴辦法公告的時限為新聞報導與節目首播30日內。

步驟3之（二）：負面形式審查

公評人特別申訴旨在促進理性對話，因此申訴辦法即以負面表列

將違背制度宗旨的來函直接排除在外，公告內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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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屬新聞報導與節目內容之申訴案件等一般客服業務，如資

訊查詢、節目排播策略、訊號或工程系統等意見及問題。上

述意見及問題，敬請來電《鏡新聞》客服專線(02)7752-5678

，或寄信至客服信箱mnews.cs@mnews.tw。

● 於《鏡新聞》官方網站、臉書（FB）粉絲專頁以及其他社群

平台留言內容。

申訴案件通過「步驟3之（一）：正面形式審查」，且非「步驟

三之（二）：負面形式審查」表列之直接排除種類，即屬鏡電視外部

公評人真正受理之案件。

說明：這個步驟主要對於可以進入知識系統的知識，進行詳細

的範圍（含時間與內容呈現方式）界定。根據國外的經驗，在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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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系統內加入這樣的設計，可以相當程度避免申訴案爆量。

步驟4：計算回復期限，登錄並設定一週前提醒

依規定，經公評人判斷需回復之有效案件須於申訴信件寄達公

評人信箱30日內回復申訴者。需計算出該最後回復日期，另外，為

避免內部作業不及，公評人辦公室另加設期間屆滿前一週前的提醒

功能。此部分理想上應以系統撰寫程式處理，現由辦公室負責登錄

申訴案件表格之行政人員計算後填入日期。

本件收件日期為2022年8月30日，最後回復日期為9月29日，一

週前提醒日期為9月22日。

說明：這個步驟，主要因應鏡電視官網公評人專區公告的「申

訴流程／辦法」及《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別申訴作業流

程準則》所規範的回復期限，建立提醒機制。這是建立制度及公評

人「盡責」如期完成申訴處理的設計，而「準時」、「負責」更是

建立公評人制度及公評人可信度的重要指標。

步驟5：寄送受理申訴案之確認信函予申訴者

公評人辦公室確認受理該申訴案後，將寄送Email信件予申訴

人，除向其確認申訴案已成案外，此信件旨在向申訴者說明兩階段

處理原則。為減少行政流程與負擔，此信除了申訴者名稱外，可視

為制式信件。倘若將來系統建置完成，則可在相應回復功能上將來

信者名稱設為帶入參數，並灌入此信內容。以下為公評人辦公室於

收件【案0002】當日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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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謝謝來信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特別申訴信箱

外部公評人辦公室 ombuds@mnews.tw

2022年8月30日 下午4:42

 

○○○您好，

謝謝來信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特別申訴信箱，公評人翁秀琪及

辦公室成員將閱讀每一封申訴信，並就您申訴指教的內容妥

為處理。

公評人特別申訴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公評人接獲申訴後，將著手了解該則新聞的播出

內容及製播情況，並請製播單位新聞主管以信件回復申訴者。

第二階段：若第一階段的回復不達您的期望，您可在接獲製

播單位回復後20日內申覆，要求公評人完整審查。申覆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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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

翁秀琪

#公評人特別申訴處理說明詳見：https://mnews.tw/story/

complaint

說明：此步驟屬於申訴知識管理系統中，透過公評人認真回應

申訴人，建立制度及公評人「可信度」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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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公評人辦公室初步審查《鏡新聞》處理被申訴新聞案

狀況，撰寫「公評人特別申訴案第一階段查核結果」表格

在完成上述行政事項後，外部公評人翁秀琪指示正式進入實質

檢視《鏡新聞》如何處理被申訴的新聞案。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案

0002】並非來信指責《鏡新聞》報導存有偏頗、歧視、欠缺查證等狀

況，申訴者控訴的是「很意外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資優班性侵事件都避

而不談？」，換言之，申訴者認為《鏡新聞》應報導未報導，這是一

個常見但與其他針對播出內容批評指教不同的申訴類型。

公評人辦公室主任羅君涵就申訴案件規劃「公評人特別申訴案第

一階段查核結果」表格，作為與鏡電視新聞部間溝通的替代短報告。

除了記錄案件案號、最遲回復申訴者日期、來函內容（即Email／表

單的主旨及內容）等基本資訊外，增設「申訴類型簡易分類」及「

申訴者身分」欄目，為未來統計觀察閱聽人申訴趨勢做準備。

本件於「申訴類型簡易分類」的特殊之處已如前述。於「申訴

者身分」欄目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發言代表性或可能牽涉報導侵

害民事權利等問題，一般閱聽人批評指教新聞報導與（類）新聞當

事人來函都有顯著差別，於統計和組織內部後續可能處理上都有所

不同，因此有區分及記錄之必要。

「事件發生日」、「鏡電視新聞播報狀況」及「鏡電視新聞播

報內容」為被申訴新聞事件的基本資訊。由於本件屬於持續延燒的事

件，我們在申訴者信件寄達前選取了兩個具代表性的時點：一為記者

會召開致事件首次於媒體曝光，另一為事件延燒至引發集會遊行的前

夕，記載於「事件發生日」欄位之中。呈現編播則數及順序的「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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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播報狀況」及影像文稿呈現狀況的「鏡電視新聞播報內容」欄

位，因《鏡新聞》確無報導，以「不適用」（Not applicable）標記。

另外，由於本件屬於判斷《鏡新聞》是否應報導未報導的申訴

類型，我們格外有必要檢視被申訴新聞案件發生當日《鏡新聞》的

新聞選擇。為此，我們於表格增設「鏡電視當日新聞重點」欄位。

於具體操作上，辦公室調取事件發生日午間及晚間兩節新聞，並於

鏡電視新聞台的新聞文稿系統中搜尋全天新聞影帶清單。藉由觀看

這四節及兩份全日新聞影帶清單，歸納出鏡電視新聞部於該類別新

聞的選擇與取捨。此欄位的記載內容多少涉及主觀，不過具備新聞

編播知識者的解讀理應趨於一致。

我們也透過查找網路新聞平台及YouTube，調查了友台、平面媒

體及網路媒體是否有選擇報導被申訴事件，藉此理解台灣新聞工作

者價值選擇，作為審理時的參照。這些欄位分別為：「友台處理狀

況」、「平面媒體處理狀況」及「網媒處理狀況」，網路搜尋新聞

網及YouTube有報導標示■，無報導標示□。此部分旨在呈現該則新

聞在其他管道被處理的概貌以掌握大致狀況，基於辦公室人力時間有

限，以公評人辦公室初步審查期間上網查詢結果為準。

公評人特別申訴案第一階段查核結果

案號 202208300002

最遲回復申訴者日期 2022年9月29日

申訴信主旨 對於台中某國中資優班性侵事件，有失偏頗

申訴信內容 很意外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資優班性侵事件都避而不談？

申訴類型簡易分類(如：
偏頗、歧視、欠缺查證)

申訴者認為《鏡新聞》應報導未報導

申訴者身分（如：一般

觀眾／當事人）

類當事人申訴。申訴者○○○未表明其身分及職稱，然

從其電子郵件及署名知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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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日 媒體首次曝光：2022年8月17日上午人本基金會召開記
者會

第二波：人本於2022年8月22日臉書號召公民隔日上街
赴台中市政府抗議打假球

鏡電視聞播報狀況

（頻道／直播／官網）

（排播時間／次數／條

次）

未報導

鏡電視新聞播報內容

（貼Slug或標題名稱）
N/A

鏡電視當日新聞重點 2022年8月17日社會事件眾多，包括「艾成墜樓」、冰
箱冰老婦等，柬埔寨人蛇集團事件亦在發酵中

友台處理狀況

（網路搜尋新聞網及YT
有報導標示■，無報導

標示□）

□台視■年代

■中視■東森

■華視■三立

■公視■民視

■TVBS

平面媒體處理狀況 ■自由

■中時

■聯合

■鏡週刊

網媒處理狀況 □報導者

■中央社

■中天

其他

說明：本步驟的表單非常重要，主要將申訴案第一階段查核結

果彙整，功能在於協助公評人了解被申訴案實際處理狀況。表單中

羅列項目，未來仍需依各個案特色再進行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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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7：分案――決定新聞部負責回應申訴者之層級以及約談

對象

公評人辦公室在了解被申訴新聞背景及《鏡新聞》製播等狀況

後，判斷新聞部需要負責回復申訴人的層級，並發函相關新聞部主

管針對新聞處理至辦公室約談，進一步了解新聞部處理該新聞時的情

況及決策過程。本件為社會新聞，由「社會地方組」負責，因此，公

評人辦公室發函採訪中心總監及負責社會地方新聞的副總監，並副知

新聞部最高主管副總經理。函文如下，附有兩附件：附件一為申訴信

掃描檔，附件二為「公評人特別申訴案第一階段查核結果」表格。

寄件者：外部公評人辦公室

收件者：新聞部副總、採訪中心總監、副總監

副本：外部公評人、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主任、資深專員

各位新聞部主管好，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申訴信箱於8月30日接獲觀眾來信申訴，申

訴函及公評人確認收件回復信請參見附件1。公評人特別申訴

案第一階段查核簡表參見附件2。

根據《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別申訴作業流程準則》

，公評人處理特別申訴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公評人接獲申訴後，將著手了解該則新聞的播

出內容及製播情況，並請製播單位新聞主管以信件回復申

訴者。

第二階段：若第一階段的回復不達申訴人期望，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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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接獲製播單位回復後20日內申覆，要求公評人完整

審查。申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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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特別申訴案0002號第一階段，公評人擬邀請相關主管來

辦公室，以了解新聞部編採決策考量及製播情況。面談時間

將由辦公室同仁另行安排。待公評人瞭解本申訴案後，請相

關負責主管依申訴辦法，最遲於2022年9月29日前以電子郵件

回復申訴人，並請密件副本ombuds@mnews.tw，以便公評人辦

公室建檔留存。

 

外部公評人翁秀琪

2022年8月31日

步驟8：公評人辦公室與新聞部主管面談

如前所述，為了解新聞部處理被申訴新聞情況及決策過程，公評

人邀請新聞部主管至公評人辦公室面談。本件雙方會談日期為2022

年9月8日。

說明：步驟7和步驟8主要讓處理被申訴案新聞的相關主管有面

對面說明的機會，協助公評人更清楚了解個案新聞處理狀況。必須

強調的是，公評人及公評人辦公室人員在進入此階段前會詳細審視

《鏡電視新聞製播準則》。

步驟9：回復截止日前一周提醒新聞部負責回復者

說明：這個步驟，主要因應《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受理特別

申訴作業流程準則》所規範的回復日期，建立提醒機制。「準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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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制度及公評人「盡責」的機制，此步驟旨在提醒新聞部相關人員

如期完成申訴處理。

步驟10：新聞部回復申訴人，並副知外部公評人辦公室

寄件者：採訪中心總監

收件者：○○○(【案0002】申訴者)

副本：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信箱

您好，

有關您8月30日來函，鏡電視新聞部說明如下：

（一）關於性侵新聞，基於新聞查證原則，關於此類重大性侵

案，避免落入「未審先判」窠臼，採訪中心採取的原則，一律

都是查證優先，因為當天僅有A女現身指控，查證台中市府教

育局，該單位並未說明調查進度，也沒有做出行政處分的宣

布，在經過編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必須要有行政機關的初步

調查結果，再來製作成新聞報導，如此才會符合性侵新聞的製

播原則，並非避而不談，是為確實依循本公司新聞製播原則。

（二）正如上述原則，當台中市府教育局宣布，撤銷該校長

退休金以及永不錄用的行政處分，採訪中心隨即製作一系列

報導，包含採訪人本教育基金會，以確保資訊之正當性與正

確性。(新聞連結如附檔)

（三）《鏡新聞》編採人員竭盡一切可能，真實、完整報導所

有公共議題，不為私利、無所偏袒與畏懼。特此說明。

（四）《鏡新聞》感恩並重視所有收視觀眾的指正與建議，

敬請持續指導。

鏡新聞採訪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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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這個步驟是制度設計重要的一環，亦即在公評人介入前，

讓處理被申訴案新聞相關主管，與申訴的閱聽人有直接說明的機會。

步驟11：結案

若申訴者未於新聞部回復信抵達後20天內向外部公評人提出完

整審查的要求，該申訴案即結案。本件外部公評人辦公室至2022年

10月17日24點0分未接獲原申訴者來信，是以【案0002】就此結案。

說明：這個步驟揭示申訴案進入知識管理系統的結束。

調查與分析

即便本案申訴人未提出完整審查的要求，為了向新聞同業及閱

聽人更為完整的介紹制度設計，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仍根據申

訴人第一階段申訴理由及調查結果，撰寫申訴調查報告如下。本文

已於2022年10月18日上網公告。9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申訴調查報告NO.1

申訴內容:

申訴人針對8月17日鏡電視整點新聞的處理，於8月30日下午

3點3分提出主旨為「對於台中某國中資優班性侵事件，有失

偏頗」的申訴，申訴內容為「很意外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資優

班性侵事件都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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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過程說明:

公評人辦公室於2022年8月30日經由外部公評人專屬信箱 

（ombuds@mnews.tw）收到本申訴案後，隨即進入分案，並確

認申訴案是否符合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申訴辦法所稱「特別申訴

案」，經確認後，隨即於2022年8月30日，亦即收到申訴的當

日下午4點42分受理本案，並回函給申訴人，信函中並告知申

訴人，「公評人特別申訴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公評人接獲申

訴案後，將著手了解該則新聞的播出內容及製播情況，並請製

播單位新聞主管以信件回復申訴者。第二階段：若第一階段的

回復不達您的期望，您可在接獲製播單位回復後20日內申覆，

要求公評人完整審查。申覆請附前階段申訴日期及申訴內容，

並針對製播單位回應有異議處再為論述。」

第一階段審理

公評人辦公室判斷新聞中心需要負責回應申訴人的層級，由

於此新聞是由《鏡新聞》「社會地方組」負責，因此公評人

辦公室發函採訪中心總監，與負責「社會地方組」的副總監，

並約定於9月8日進行訪談，進一步了解該一新聞當時實際處

理的狀況。

公評人辦公室於2022年9月8日與前述兩位新聞部主管面談，詳

細了解8月17日鏡電視整點新聞為何沒有處理「台中某國中資

優班性侵事件」的原因。詳細原因，新聞部總監已經在9月27

日回復申訴人如下。

新聞部人員回應 :

新聞部採訪中心總監於9月27日週二中午12點33分寄給申訴人

並副本給外部公評人辦公室信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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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

有關您8月30日來函，鏡電視新聞部說明如下：

（一）關於性侵新聞，基於新聞查證原則，關於此類重大性侵

案，避免落入「未審先判」窠臼，採訪中心採取的原則，一律

都是查證優先，因為當天僅有A女現身指控，查證台中市府教

育局，該單位並未說明調查進度，也沒有做出行政處分的宣

布，在經過編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必須要有行政機關的初步

調查結果，再來製作成新聞報導，如此才會符合性侵新聞的製

播原則，並非避而不談，是為確實依循本公司新聞製播原則。

（二）正如上述原則，當台中市府教育局宣布，撤銷該校長

退休金以及永不錄用的行政處分，採訪中心隨即製作一系列

報導，包含採訪人本教育基金會，以確保資訊之正當性與正

確性。（新聞連結如附檔）

（三）《鏡新聞》編採人員竭盡一切可能，真實、完整報導所

有公共議題，不為私利、無所偏袒與畏懼。特此說明。

（四）《鏡新聞》感恩並重視所有收視觀眾的指正與建議，

敬請持續指導。

鏡新聞採訪中心總監 ○○○

公評人核對《鏡電視新聞製播準則》:

查《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第貳章、基本價值」在

「一、正確」的第5點指出「新聞採訪務求周延、面向多元、

公平、真實、無曲解、避免依賴單一消息來源」和「二、平

衡、客觀與多元」規範中，亦強調「節目內容應符合多元之要

求，不應限定特定範圍、人物或話題，至比例偏頗或失衡。」

採訪中心於第一階段回復申訴人的內容「（一）關於性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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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基於新聞查證原則，關於此類重大性侵案，避免落入「未

審先判」窠臼，採訪中心採取的原則，一律都是查證優先，因

為當天僅有A女現身指控，查證台中市府教育局，該單位並未

說明調查進度，也沒有做出行政處分的宣布，在經過編採會

議討論之後，決定必須要有行政機關的初步調查結果，再來

製作成新聞報導，如此才會符合性侵新聞的製播原則，並非

避而不談，是為確實依循本公司新聞製播原則。」確實是遵

循《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所為。

鏡電視新聞中心於台中市府教育局宣布，撤銷該校長退休金以

及永不錄用的行政處分等進一步新聞發展後，隨即製作一系列

報導，包含採訪人本教育基金會，以確保資訊之正當性與正確

性。（新聞連結如附檔）

公評人認為在本案中，《鏡新聞》編採人員於新聞產製過程

中，遵循《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且已盡力真實、

完整報導議題各面向。

本案在《鏡新聞》採訪中心總監9月27日回復申訴人後，經20

天再申訴期間，並未收到原申訴人再申訴之來函，於2022年

10月17日結案。

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

2022年10月18日

台中狼師性侵案鏡電視報導 (共9則)

1 0831 1800 房思琪翻版在台中明星國中校長遭控性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sBepqwwZsI

2  0831 1800 防「房思琪」悲劇再現行政院修法揪狼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t8Ijyr1wE

3 0903 1200 盧稱對狼師「祭重罰」人本主任怒嗆：騙人不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rn4PE6n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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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905 1800 狼師任教38年恐有黑數綠營轟中市府失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s4Ui6cKM

5 0908 1230 沒退休金！性平會重懲台中狼師永不錄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w3KQKZU9o

6 0912 1800 首發千字聲明「無愧」　遭控校長：獵巫虛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DPpLECI4M

7 0912 1800 綠轟狼師案有人要負責　議會上「包圍」盧秀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oi2jTRa70

8 0920 1200 狼師案擴大！收600份問卷　出現「第4受害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FD0jxIxE

9 0920 2200 狼師案出現新受害者　盧秀燕：勿當連續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gvQODnqS4

小結：公評人制度反思

處理申訴是歐美公評人主要的工作項目，本文從知識管理系

統角度，採取民族誌深描的方法，從一個個案切入，鉅細靡遺剖

析《鏡新聞》特別申訴制度背後的設計邏輯，期能對有心建立外部

公評人制度的媒體同業，以及負責規管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

具體可行的參考資料。

公評人制度緣起於歐美，在台灣落地實踐，除了模仿，更重要

的是必須因應台灣產業環境、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實際需求而

有所創新、調整，以免落入橘逾淮為枳之譏。

鏡電視公評人辦公室於2021年元月1日成立以來，先從研究國外制

度著手，研究成果呈現於《鏡電視公評人季報》試刊號、NO.1，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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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O.3中，相關成果可以參考《鏡新聞》官網公評

人專區的「業務報告」（請見QR code）。

為建立本土制度，公評人辦公室也在2021年4月

舉辦了三場向國內傳播領域學者專家請益公評人制度的活動。活動

紀要可以參見翁秀琪（2021），〈外部公評人與公民團體互動：向

國內媒體改革團體暨學者專家請益〉10一文另於同年12月舉辦了「與

兒少公民團體互動」，2022年1月「與性別公民團體互動」的公共問

責活動，另有公民看《鏡新聞》，邀請不同領域的閱聽人對於《鏡

新聞》內容提出批評與建議，相關報導均可以參考鏡電視官網公評

人專區的公共問責區11。

讀者另於本期季報內可以看到「閱聽人會議」和「公共問責：

媒體參訪鏡電視新聞台」單元的內容，具皆屬於外部公評人的業務

執行範圍。

至於閱聽人申訴制度，則因為鏡電視執照一直到2022年1月19

日NCC第999次會議通過，2月11日正式核發執照，5月8日才正式開

播，且目前並未正式上架有線系統，導致觸達率有限，加上國人對

於申訴並不熟悉，過去國內各媒體也沒有這樣的制度設計，東方文

化中更欠缺申訴思維與習慣。因此，截至本文發表，鏡電視公評人

辦公室收到的特殊申訴件數，相較於國外確實很少。所幸經過近兩

年的實踐，我們發現在台灣，公評人所應扮演的角色，絕對不應僅

限於處理申訴，因此在公評人制度設計上，也著重如何透過其他機制

為新聞品質把關，例如推動公共問責、與公民互動，運用公評人的橋

梁角色與可能的利益關係人互動等，都是完善台灣公評人制度多元發

展的重要工作環節。所有制度的建立，必須因應當地產業環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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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實際需求而有所創新、調整，方能可長可久地良

善運作，鏡電視外部公評人制度的實踐，可為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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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號，頁2。

2.  翁秀琪（2022），〈從各國公評人處理申訴模式看鏡新聞特別申訴模式〉，《鏡電視外
部公評人季報》，NO.3，頁17。

3.  深描亦稱為厚描（Thick Description），是文化人類學詮釋派大師Clifford Geertz 在其1973
年的著作《文化的解釋》中開宗明義提出的人類學方法，是一種質性的方法，可以被理

解為對解釋的解釋。

4.  鏡電視官網外部公評人專區之申訴流程專頁：https://mnews.tw/story/complaint。
5.  業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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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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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8月1日呈請鏡電視董事長核備存查。
6.  網址: https://www.mnews.tw/story/complaint。
7. 羅君涵（2021），〈加拿大CBC公評人處理閱聽人申訴模式――以Covid-19報導爭議為
例（上）〉，《鏡電視公評人季報》，No.1，頁45-46。

8.  《鏡新聞》製播之新聞報導與節目（包含兒少與藝文節目），有違反《鏡電視新聞台節
目製播準則》疑義者。

9.  https://www.mnews.tw/story/20221018omb001。
10.  翁秀琪（2021），〈外部公評人與公民團體互動: 向國內媒體改革團體暨學者專家請益〉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NO.1，頁58-78。

11.  網址: https://www.mnews.tw/stor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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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新聞台 111 年 7 月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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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有鏡電

視新聞台MOD 508頻道及線上串流OTT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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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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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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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客服信箱

接獲66則，總計：76件，與上一季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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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案件」「客服／查詢」、「客服／建議」、「客服／其他」方

面的詢問。

文／公關客服中心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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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11年度7月至9月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

觀眾意見以「申訴案件」「客服／查詢」、「客服／建議」、「

客服／其他」、「客服／電視內容」，比例為14%、19%、9%、53%

、5%（如附圖一）

附圖一：111年度7月至9月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

觀眾意見依部門別交叉統計可得，致電及來信意見新聞部、業務

部及其他意見有關為最多，比例分別為70%、12%、12%。總合佔所

有觀眾意見的94%。（如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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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111年度7月至9月觀眾意見各部門比較圖

 

7月至9月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如附表二、附圖三）

所示，部門別則以新聞部、業務部及其他意見有關為最多，如下：

附表二

 

附圖三：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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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月至9月閱聽人意見客服處理流程舉例案件說明

（1） 觀眾來電：

觀眾來電反應，跑馬字幕太小，看得很辛苦，希望能比照民視的大小，觀

眾是由MOD收看《鏡新聞》，希望我們能改進。

客服回覆：感謝觀眾收看《鏡新聞》並提供意見，客服已反應

給新聞單位參考並適時改進。

（2） 觀眾來信：

《臺語聽有無》節目真正趣味生活化與新知，有關「火車」部分，以下意

見請參考：

講到「分道」的部分，也就是中文說的轉轍器，影片裡面說是point，其實

都會用switch（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的用法），阿里山鐵路的部分，阿里

山鐵路的「分道」不是Switch，而是Switch back，這個不只是一般的分道

而是折返式的分道，在阿里山鐵路的分道點，火車必須退後之後再前進，

所以跟一般的轉轍器不同。

客服回覆：感謝觀眾收看《鏡新聞》並提供意見，客服已反應

給新聞單位參考並適時改進。





公民看鏡新聞 

本單元不定時邀請專家學者以公民閱聽人的身分對鏡電

視節目、新聞內容處理進行回饋。本期邀請傳播學者許

瓊文、蘇芊玲針對台中校園性侵案報導，並由媒體工作

者黃哲斌、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周宇修針對台南殺警案

報導，從理論與經驗層面提供觀看報導後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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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報導台中校園性侵案評論

鏡電視邀筆者針對社會新聞撰寫「公民看鏡電視」專欄，本文

除了肯定《鏡新聞》的自律精神，也要強調從第三者的角度看產製

流程與內容，一定有其盲點，書寫內容僅供參考，若有誤解也請見

諒。我是一位公民，過去曾任電視新聞文字記者，現在是一位新聞

傳播教育者，公民本身就具有多種身分，我也將以多種身分來評述

發生在八月台中某國中資優班性侵事件的鏡電視報導，分析報導共

九則：

1. 2022/8/31：房思琪翻版在台中明星國中校長遭控性侵

2. 2022/8/31：防「房思琪」悲劇再現行政院修法揪狼師

3. 2022/9/3：盧稱對狼師「祭重罰」人本主任怒嗆：騙人不懂

4. 2022/9/5：狼師任教38年恐有黑數綠營轟中市府師能

5. 2022/9/8：沒退休金！性平會重懲台中狼師永不錄用

6. 2022/9/12：首發千字聲明「無愧」　遭控校長：獵巫虛構

7. 2022/9/12：綠轟狼師案有人要負責　議會上「包圍」盧秀燕

文／許瓊文（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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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9/20：狼師案擴大！收600份問卷　出現「第4受害者」

9. 2022/9/20：狼師案出現新受害者　盧秀燕：勿當連續劇

8月17日鏡電視並未有任何有關人本基金會與受害A小姐的記者

會相關新聞，從外部公評人申訴調查報告看出1，是為避免「未審先

判」，「決定必須要有行政機關的初步調查結果，再來製作成新聞

報導，如此才會符合性侵新聞的製播原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討

論契機，新聞室對於此類新聞到底要用何種立場對待。

一般來說，新聞室要從幾個選擇壓力來決定是否報導：一是

A小姐是與人本教育基金會一起召開記者會，先不論基金會本身

的信用為何，光是其他媒體都有到場，就已經構成相當大的獨漏

壓力。再者，《鏡新聞》有沒有辦法訪問到當事人，也就是讓被指

控性侵的老師有說明的機會，以及台中市教育局的說法，如果都已

經採訪到（8月17日當日已有其他媒體報導此位老師電話訪問以及

台中市教育局主秘郭明洲的回應），還是決定不播報這則新聞，原

因是沒有行政機關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鏡電視對待此類疑似性侵

1

6

2

7

3

8

5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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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案件非常嚴謹。

8月29日人本教育基金會又發起了「媽媽市長無能、台中市政

府無能、擴大調查範圍」的抗議活動，主要是有幾個爭議點，包

括：這位遭指控的老師，現任為校長為什麼沒有被停職？為什麼這

位校長知道整個檢舉內容，還能打電話給當事人、家屬與證人？4

月申請調查，為什麼8月26日才開始以問卷方式擴大調查？這就牽

涉到台中市教育局是否失職的新聞，鏡電視並沒有這一天的報導，

新聞價值的選擇無從得知。

8月30日鏡電視收到申訴後，8月31日《鏡新聞》有了第一則報

導「房思琪翻版在台中明星國中校長遭控性侵」，當年受害女學生

的聲音以變音處理卻無馬賽克影像處理（見圖一），被指控性侵的

校長有大片馬賽克特效處理並經過變音（見圖二）。內容的部分與

8月17日、29日新聞大致雷同，訪問的部分則是使用了台中市長參

選人（民）蔡其昌，提出與人本基金會在29日提出市府處理失當的

圖一：8月31日當事人新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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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問題。而記者在111年績優教育及交通導護志工表揚大會訪問

到台中市長盧秀燕，盧秀燕透露：「快要有結果了！」這兩個訪問

都是記者主動出擊訪問，這天也還沒有行政機關的初步調查結果。

8月31日還有另一則配合新聞〈防「房思琪」悲劇再現　行政

院修法揪狼師〉，採訪了人本教育基金會校安中心主任張萍提到要

當事人將事情說出來非常困難，又提到7月21日政院通過「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關判決確定直接解聘免職，容易

讓民眾誤解過去沒有這個法條，建議可另起一則報導講清楚這次修

法的重點2。但是若從第二則訪問立法委員（民）林靜儀的訪問，

可以知道記者是要強調明明有法可管，怎麼還放任此類案件不斷

出現，新聞敘述上邏輯可再加強。第三則新聞由律師提供不同的

角度，提醒受害者必須保留證據提告，避免被反控毀謗罪，可惜，

保留什麼證據比較好，如何保留等重要細節問題沒有進一步探究。

另外，與前一則新聞相同，將「房思琪」案套用在這個案子

圖二：8月31日被控性侵的校長新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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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甚至將林姓作者生前的影像放入新聞中，只要類似案件出現，

林家人就必須看到類似的影像與詞彙，實在不適當。另外，這起性

侵案件有其獨特性，無法用房思琪的書籍細節來比擬，也可能簡化

或是扭曲這起性侵案。

從影像處理來看，9月3日〈盧稱對狼師「祭重罰」　人本主任

怒嗆：騙人不懂〉，已經使用變音與馬賽克特效的A小姐（圖三）

，但是9月8日〈沒退休金！性平會重懲台中狼師永不錄用〉，A小

姐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畫面又出現，9月12日〈首發千字聲明「無

愧」　遭控校長：獵巫虛構〉，A小姐畫面又有馬賽克處理，但是

9月20日的兩則新聞〈狼師案擴大！收600份問卷　出現「第4受害

者」〉以及〈狼師案出現新受害者　盧秀燕：勿當連續劇〉，A小

姐又沒有馬賽克處理。這可能是產製過程中有不同的記者處理而產

生的差異，建議鏡電視在中部新聞中心處理或是傳回台北處理，都

要訂下性侵新聞影像處理規則。

圖三：9月3日當事人新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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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校長的影像在所觀察的9則新聞中只有8月31日的配合新聞

與9月5日沒有影像與聲音，其中有7則有影像，5則同時有聲音與影

像，鏡電視可以討論這樣重複的影像與聲音是否必要，可以讓出更

多秒數講重要的資訊與提醒。

非台北的地方新聞在人力與專業上有所不同，台中市跑教育線

的記者可能要同時跑議會、市府，所以這次事件的處理上會「向政

治轉」，人本教育基金會質疑市府的內容，雖然報導中有提出，但

是選擇的都是屬於衝突型的互動，例如：怒嗆騙人不懂，而針對為

什麼4月告發，台中市教育局拖延時程？為什麼受指控的校長知道事

件並打電話給相關人？違背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也深知過了法律

追溯期，還是要到地檢署職權告發的原因為何？為何遲遲沒有擴大

調查？這9則報導卻都沒有持續追蹤採訪。

大部分的對話還是在市府與議會的衝突場面，這可以在其受訪

者的選擇上可以看出，從［表一］可看出每則新聞的前3位受訪者，

圖四：9月8日當事人新聞影像



44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No.4

第一位受訪者以民進黨候選人與議員為主，9則中有6人，台中市政

府因為國民黨籍市長盧秀燕，除了受訪者選擇偏好民進黨，新聞事

件發生地也以議會衝突或議員記者會最多，衝突的畫面與言語雖有

可看性，但是卻無法將事實原委講清楚，以教育局是否有人洩密為

例，第八則訪問人本教育基金會有關洩密的部分，結果又是校長那

段「不只教會你讀書還要教你怎麼玩」模糊了焦點，之後教育局局

長的訪問變成普發問卷為重點。

第七則中第四位發言的台中市議員（民）周永鴻提到：「你教

育局到底在怠惰什麼？你法制局關你什麼事情，人家新聞局長講馬

上出來道歉，到目前為止法制局長沒就告發這件事情來作道歉」，

鏡電視的觀眾可能就無法理解這是什麼意思，因為記者在9則新聞中

都沒有針對教育局忽略當事人意願執意提告的事情解釋。

表一：

受訪者1 受訪者2 受訪者3

1 8/31
台中市長候選人（民）民

蔡其昌

盧秀燕 　--

2 8/31 人本基金會主任張萍 立法委員（民）林靜儀 律師劉韋廷

3 9/3
台中市教育局副局長王

淑懿

人本基金會主任曾芳苑 盧秀燕

4 9/5 台中市議員（民）張家銨 A爸爸聲音變音 張家銨

5 9/8
人本中部聯合辦公室主任

曾芳苑

人本中部聯合辦公室主

任曾芳苑

盧秀燕

6 9/12
台中市議員（無）陳廷秀 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

蘭

人本基金會執

行長馮喬蘭

7 9/12 台中市議員（民） 　 盧秀燕

8 9/20
台中市議員（民）張家銨 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聯

合辦公室主任曾芳苑

台中市教育局

長楊振昇

9 9/20
台中市議員（民）陳世凱 
vs.台中市長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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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幾則新聞可以看出，針對這起案件，比較像著眼於檢視

盧秀燕的立場、態度的市府新聞，而不是教育新聞；檢視台中市

教育局處理方式，也沒有如何調查其他受害者方法的討論，以及

如何避免類似案件的發生，這可能出於人力不足或是沒有專責教

育線記者。若是，台中採訪的新聞因為人力不足，還要請台北記

者寫稿、過音，難免每天輪值的台北記者無法立刻進入狀況，新

聞的取捨就以衝突與政治為主。上述簡單分析提供參考，可能忽

略了地方特定的採訪生態、新聞室內的人力分配或常規，不能抹

煞記者們採訪報導的專業與辛苦，不盡善美還請見諒。

【註解】

1. 外部公評人申訴調查報告寫到：於8月30日下午3點3分提出主旨為「對於台中某國中
資優班性侵事件，有失偏頗」的申訴，申訴內容為「很意外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資優班

性侵事件都避而不談?」
2. 教育部新聞稿 f i le :///C:/Users/user/Downloads/%E8%A8%8E%E4%B8%80%20

%E6%95%99%E8%82%B2%E9%83%A8%20%E6%96%B0%E8%81%9E%E7%A8%BF.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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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台中爆發一名現職女老師指控25年前被遭國中男老

師性侵的事，引起相當震撼，多方議論紛紛，其中不乏有人質疑：

為什麼經過25年才揭發？

事實是，25年前這樣的事幾乎無法可管。至少，當時沒有《性

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稱《性平法》），而《性平法》確實在這個

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該女老師自言，之所以在25年後鼓起勇氣提出申請調查，是因

為《性平法》的影響。她說自己接受過性平的研習，在學校也負責

相關業務，意識到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可能不是單一個案，若是自己

都沒有辦法面對，又如何要求、教導學生碰到類似的事不要隱忍、

要勇敢說出來？

《性平法》沒有追訴期的規定。因為當年的男老師如今已是

校長身分，所以直接交由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處理。該委員會在受理該案、並決定組調查小組調查真相之後，就

進入調查程序。關於調查小組的組成、調查如何進行等等，《性平

文／蘇芊玲（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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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其配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稱

《準則》）都有非常明確詳盡的規定，每一個步驟都需合乎規定，

否則日後可能會被依「程序瑕疵」提出申復。

調查時間為兩個月，必要時得延長兩次，一次一個月。換言

之，調查小組需要在四個月內完成調查、做出事實認定和處理建

議，交付調查報告給性平委員會，經性平會認可、通過之後，第

一階段的調查始告一段落。

調查期間，相關人員必須謹守保密原則，其主要用意是盡量讓

調查工作不受干擾、順利進行。每當有校園性平事件發生，經常會

伴隨許多傳言流言，不僅人心惶惶，也造成當事人無謂的傷害。大

多數案件，經過具性平意識人員專業詳盡的調查之後，事實真相並

不難浮現。

這一次的事件仍在調查期限內，為什麼當事人還是在民間團

體的協助之下，召開了記者會，將此事透過媒體公諸於世？究其原

因，一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事件，當年可能沒留下什麼證據，而

行為人如今的校長身分，其人脈資源比起過往恐怕只有過之而無不

及，受害當事人所承受的壓力和焦慮可以想像。因此會想要透過媒

體報導形成輿論壓力，這樣的決定，應該可以理解。

另外，也可能是台中市性平會沒有向當事人清楚說明調查程

序和期限，因而讓當事人對主管單位和調查程序產生了不信賴。接

受調查申請之後，除了好好說明程序，台中市政府也需要提供當事

人必要的協助，如心理諮商和安全保護，另外還要指派專人對外發

言，報告進度，取得公信。

訴諸媒體、公諸於眾，是兩面刃。媒體固然扮演了傳播資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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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角色，但形形色色、良莠不齊的媒體報導，也可能造成更多

傷害，何況在現今網路時代，人人都可以是傳媒，消息會如何被散

布或評論，更是無從掌握。

還好，值得慶幸的是，這個事件曝光之後，引發的正面效應遠

大於負面。不僅受害女老師的父親發言為文力挺女兒，當年同學也

紛紛出面，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同學的支持；還有同樣隱忍多年的

另外3位受害者也提出申請調查，而台中市政府也在一波波的壓力

下，同意採行擴大且併案的方式，繼續調查後續的案子。

目前，第一個案子第一階段的處理已經完成，該行為人受到

解聘、永不錄用、沒有退休金的處分。這麼嚴厲的處分，性侵控訴

應是被認定為真。按《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師對生的性侵若屬

實，教師一律解聘。但因解聘是涉及「改變身分」的嚴厲處分，性

平會在做最後決議前，允許當事人可以用書面再做一次陳述。

第一階段工作雖已完成，但若雙方當事人對處理結果不服，還

可以提請申復。申復由申復審議小組負責，決議是否申復有理。若

發現調查過程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認定結果的新事實、新

證據，則有可能會重啟調查，由新的調查小組重新再走一遍調查程

序。

回到本文一開始所說，有人質疑為何拖了那麼多年才提出？原

因其實不難理解。這一方面牽涉到權勢性侵中權力小的一方處於弱

勢，二方面則是受到傳統強暴迷思和污名的影響。所謂權勢性侵，

指的是雙方權力不對等之下的性侵行為。在本案中，年紀大、權力

大的老師掌握一切，從授課、成績、人際互動，到處罰、威脅、報

復等等，弱勢一方學生只能聽命行事，任其予取予求。而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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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種種關於強暴的迷思與對受害人的污名，也成為逼使無數受害者

只能噤聲的共犯。

還好，在目前性平事件的調查中，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已受到關

注，也是事實認定的一個重要關鍵。按《性平法施行細則》第十六

條規定：「本法第三十條第七項所稱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指當

事人雙方間存在之地位、知識 、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

不對等狀況。」

《性平法》的調查處理屬行政處理，其過程當然也要盡量求取

證據，訪談當事人和證人、查看證物等等，但考量性平事件的特殊

性，譬如常發生在密閉空間（如教室、車子裡）、存有一定權力關

係的熟識者之間（如師生），以及特定情境（如權威的校園文化）

與文化脈絡（指責性侵受害者）等等，有時，要受害人提出具體證

據或證人具相當難度，因此也會綜合其他各種方式做出事實認定，

如論理或經驗法則，或參考專家證人之意見等等。而無論依據為

何，調查小組必須在報告中完整論述事實認定之理由。

上述是《性平法》的處理程序，但性侵案另有司法一途可資救

濟。本案中，這一點也被多次提及，惟在司法上，本案已過了20年

的追訴期。

事實上，如果這個案子在事發當年就被提出，希望恐怕也極為

渺茫。25年前，性侵相關案件被放置在《刑法》妨害風化章節中，

受害者必須舉證自己是如何受到「致使無法抗拒」的暴力脅迫，其

是否被違反意願根本不被考慮。當時的社會，對個人的性自主意願

毫無概念，遑論列入法條？而造成性侵的諸多因素，如雙方權力差

距，也沒有受到重視。二、三十年前，社會的封閉保守，觀念的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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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殘酷，只令受害人卻步；成年人都不敢提出告訴了，更何況是十

幾歲的未成年人？

本案的後續值得繼續關切，其中當然也還有值得探討之處，譬

如，揭發事件的受害人是現職老師，當初就讀的是資優班，出面力

挺她的同學如今個個都學有所成，已然社會豪傑，讓人不免想到，

若在校成績不好，後來一事無成、生活困頓，居於社會底層的受害

人，若提出類似控訴，是否也能得到同等重視與支持？

好的法律保障所有人，在性侵相關案件中，符合民主觀念程

序、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法律尤其重要。2004年通過實施的《性平

法》，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為主要目的，平日要透過教材教法和環境

培養學生的性平意識，而對各種危及學生受教權的事件，如傷害人

身尊嚴與安全的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也要積極防治處理。而《

刑法》也已在1999年大幅修訂過，增訂了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

從名稱就可看出個人的性自主意願已受到法律保障，另外男性也被

列入受害客體，以及二二八條關於權勢性交的條文等等，在在都具

體可見相關思維的轉變。

法律需要被確實執行，但除了法律，還要加上觀念的改變，才

能竟其功，觀念的改變非靠教育不可。學校教育的部分，目前因為

有《性平法》的關係，中小學除了融入各學科，每學期還得實施至

少4小時相關教育；大專院校雖無強制規定，目前各校已普遍開設有

性別相關課程。學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環，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亦

同等重要，必須同步落實，才能前後銜接、共同推進。社會教育的

部分尤需仰賴媒體，以性別主流化的策略觀之，媒體各層級，尤其

決策層的性別比例需要平衡；所有從業者的職前教育和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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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法律．台中校園性侵案

需要納入性平課程或學分；採訪、報導的每一個產製作業流程，都

需要有性平的把關和檢視；報導露出之後，也需要做性別影響評估

和監督。唯有這樣一步步落實，整體社會的性別平等才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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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社會新聞觀察
以台南殺警案為例

承蒙翁秀琪老師邀約，本文以我的經驗與觀點出發，簡扼評論

鏡電視的社會新聞，主要以8月底的台南殺警案為例。

二十幾年前，我曾在台南與台北採訪社會新聞，幾年後轉任

社會版編輯。台灣媒體生態中，社會新聞始終占據奇異且矛盾的位

置。首先，社會組普遍被媒體主管視為「入門」路線，常是新鮮人

入行第一站，鍛鍊跑現場的膽識與技巧。

一方面，社會新聞被認為「專業門檻低」，相較於政治或財經

新聞，不容易發生致命錯誤（事實上，社會新聞尤其司法路線，非

常需要法律知識）；另一方面，社會新聞對記者的體力與耐受力要

求很高，碰到重大案件或災難，熬夜守現場或深入荒郊，往往稀鬆

平常。上述兩者相乘，社會記者的壓力值很高，自我成就感卻往往

較低。

當TVBS帶動全時新聞頻道風潮、《壹傳媒》進入台灣市場，前

後掀起兩波大浪，社會新聞受矚目程度更高、競爭更激烈，「高壓

力，低成就感」的矛盾現象不但未緩解，反而更加劇烈。尤其港媒

文／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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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新聞為主要賣點，且以跟監、偷拍、煽情題材、聳動敘事、

隱私侵犯為關鍵手段，不只讓社會記者被貼上「狗仔」標籤，連帶

讓新聞產業的職業聲望與社會信任無量下跌。

無可諱言，鏡電視申請執照過程一波三折，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於《鏡週刊》的社會新聞取向，大量沿襲《壹週刊》風格，

讓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有所疑慮。因此，鏡電視的社會新聞能否

擺脫此一印象，謹守專業倫理，避免走上羶腥路線，絕對是外界

觀察重點。

8月底，兩名員警不幸殉職的台南殺警案，堪稱操作空間最大

的刑案類型之一。兩條命案，警槍被奪，血腥的現場，離奇的案

發經過，悲戚的家屬，追兇過程，嫌犯逃亡細節，落網後重建現

場，司法審判程序……，每一環節都有誇大、獵奇、灑狗血的報

導空間，不過，鏡電視的表現尚稱中規中矩，並無太多逾越之處。

值得稱道的是，在幾次長篇幅的「調查報告」中，鏡面乾淨，

標題大致公允平和，主播記者少有渲染言詞，長鏡頭帶到殉職員警

家屬時，若非模糊化處理，就是避開臉部，以免侵犯當事人隱私，

刺激家屬情緒。

美中不足的是，8月23日的調查報告（QR 

code 1）中，鏡面標題仍有「殺警『狂徒』容貌

曝」等道德評判性字眼。此外，6分33秒處，主播

提到嫌犯「疑似土城高中畢業，回到熟悉校園」等語，事實上，嫌

犯肄業於長榮高中，這類缺乏證據力的臆測，應盡量避免。

同一則調查報告中，包括立法院長游錫堃公開要求「一定要判

死刑」，事後引發不小爭議，立法與司法權各自獨立，立法院長做

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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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呼籲是否適宜？是否侵犯司法裁判權？不過，報導中並未採訪、

呈現此一觀點，略顯可惜。

類似的缺陷，出現在8月24日的調查報告（QR 

code 2）中。19分鐘處，回顧2014年北市東區夜店

襲警案，數十名黑幫份子圍毆一員警致死，鏡面與

旁白均提到「嫌犯最重『僅』判刑13年」，營造法官輕判的印象。

事實上，傷害致死與蓄意殺人的惡性、刑度本來就不一樣，除非法

律修改為殺警一律死刑，否則，法官仍須依犯罪樣態與刑度，作為

量刑參考。

更明顯的例子是8月27日（QR code 3）的調查

報告，4分4秒處，殉職員警家屬痛斥廢死聯盟，甚

至訴求人身攻擊。家屬因身心受創，情緒激烈，可

以尊重理解；然而，殺警案歸咎廢死聯盟的邏輯並不合宜，台灣目

前也未廢除死刑，所以，編輯應有專業判斷，不應每逢重大刑案，

就把廢死當成稻草人來打，刻意放大家屬意見，落入《壹傳媒》煽

動社會情緒的窠臼。

此外，鏡面標題仍有幾個瑕疵或錯字，例如8月24日的調查報

告，6分17秒處，「現象」漏了象字；10分20秒處，「報到」誤植

為「派到」，雖是小錯，建議編輯與核稿更加小心。

最後，既是「調查報告」，期許未來有更多解釋性內容。像是

8月27日的調查報告，訪問基層員警，點出檢討用槍時機與國家賠

償的機制，建議建立代償制度，就是很好的角度。同一則報告也介

紹美國警方的「二十一英呎法則」，這些都是案情悲劇之外，值得

讓觀眾理解的深度內容。

QR code 2

QR co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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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的調查報告中，則訪問犯罪防治學者，提供新聞背景

脈絡，包括發布通緝的相關流程是否過於冗長、是否合理，也是此

一案件重要角度，值得更深入追究。此外，關於模範收容人、累進

處遇，一般觀眾並不熟悉，是否需要簡扼解釋，未來也可考慮。

所有新聞類型中，社會新聞最容易訴諸感官情緒，恐懼、厭

惡、憤怒、悲傷……，也最容易侵害一般民眾的人權，標題審判、

輿論公審、侵犯隱私、暴露身體、消費性別、檢討受害者、助長刻

板印象……。遠自余紀忠、王惕吾兩大報對壘時期，社會新聞就是

重兵相爭的戰場，《壹傳媒》則將社會新聞惡質化，提升到令人生

厭的高度。

作為一名觀眾，期許鏡電視在社會新聞的處理上，能作為台灣

電視新聞的典範，冷靜而不煽情，深刻而不流俗，資訊含量飽滿而

不人云亦云，唯有如此，方能澈底擺脫《鏡週刊》的印象陰影，成

為獨樹一幟的優質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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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殺警案報導評論

受鏡電視新聞台（下稱鏡電視）外部公評人翁秀琪老師邀請，

針對「鏡新聞調查報告」分別於2022年8月23日、8月24日、及8月

27日關於台南殺警案所作之報導，提出淺見及不成熟的評論如下：

一、隨事實發展調整新聞內容

台南殺警案發生於2022年8月22日上午，兇嫌於隔日凌晨遭

到逮捕。因此8月23日的新聞即介紹案發經過、死者背景及政府官

員、死者家屬的採訪（以下稱第一次專題）；8月24日則是約20分

鐘的深度報導，包含逮捕兇嫌的經過、訪問犯罪學專家戴伸峰教

授、檢討嫌犯在外役監逾期未歸時未發布通緝及外役監管理之問

題同時採訪民間團體代表與國會議員、警械使用條例修法問題等

（以下稱第二次專題）。8月27日的新聞則是再次整理案件過程、

各界看法（包含家屬發言、不具名警界人士）、對於警察用槍枝行

文／周宇修（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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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殺警案報導評論

政管理改變、並且比較各國警察執法並不在近距離用槍一事（以下

稱第三次專題）。

整體而言，除8月27日之報導與前二則專題略有重複外，整體

而言有根據事實發展調整新聞內容，試圖呈現報導深度。

二、多方採訪相關人士及數據分析

如前所述，除官方記者會及家屬發言外，「鏡新聞調查報告」

尚採訪諸多專家學者如戴伸峰教授、許福生教授、監所觀察小組陳

惠敏及立法委員，也試圖透過不同專業及關注領域，藉以在報導中

帶來不同觀點。同時也試圖透過過去司法案例，說明警察使用槍械

時法院似乎都對警察做不利認定一事，以求說明時有憑有據。

三、深層的建議

（一）情緒的煽動不可避免？

當殺警案剛發生時，負責報導的記者及媒體有其憤怒感是可以

被理解的，凸顯受害者的不幸及加害者的天人共憤。但隨著案件偵

破，要繼續延續的應該不是情緒，反之是如何在一次次悲劇中避免

下一次的悲劇發生。就此而言，第二次專題就開始透過訪問專家學

者、立法委員等研究修法方向，第三次專題亦透過訪問不具名警界

人士及比較其他國家之員警訓練方式，試圖在體制面上做推動。

然而，第三次專題可能是因為家屬過於激動，整體的新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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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仍然顯得略顯煽情；且新聞花很多時間講家屬對矯正署的不滿，

標題卻是家屬批評廢死團體。在標題目的只是為了賺取點閱率的今

天，《鏡新聞》的呈現方式似乎與一般媒體無異。

（二）對司法判決的評論顯得過度淺薄

筆者甫收聽法律白話文於2022年10月21日所

製作之Podcast專題：「法客話題EP134警械使

用條例：乾脆警察不要用槍」（QR code 1），

其中整理諸多關於警械使用條例之司法判決。該

Podcast點出一個重點：《警械使用條例》的求償，有可能是被開

槍的嫌犯，也有可能是受無辜流彈波及的第三人；而用槍時機的不

明確及不夠案例化、情境式訓練，也讓第一線執法者及法院沒有判

斷依據。

此外，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警工推）於8月26日以

〈殉職事件不被淡忘持續改革警察權益〉為標題發表聲明，表示應

就本事件提出完整調查、推進警察職場環境改革、修正《警械使用

條例》、《警械使用條例修法》、修法讓警察成立工會及回歸對於

警察人員在職業安全、勞動條件的重視等五點聲明。

相較之下，以第三次專題為例，第三次專題訪問了受害者家

屬、員警，員警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法院，但最終法院判決無罪。依

照筆者經驗，此種批評係對於「訴訟程序」所造成的壓力所產生，

而非「訴訟結果」所產生。當事人在意的是「上法院很麻煩」，而

不是真的覺得「賠錢很恐怖」；此處警察和醫師都希望擁有近似無

敵的豁免，一種連告都不能告的免死金牌，然而，這不是法治國家

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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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的狀況。用不知名基層員警凸顯困境是對的，然而要批判的究

竟是什麼？就如同第三次專題引用了美國的案例提醒大家修正《警

械使用條例》的用槍時機，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美國案例的出

現，感覺是為了平衡才放的這樣的報導，而不是真的要告訴閱聽

人什麼。事實上，這會令人覺得「反正都是菜，丟進去一起炒就

好」，但是最終，我們炒出了怎麼樣料理？

（三）專業人士受訪的目的

如前所述，《鏡新聞》在三次專題採訪了如戴伸峰教授、許

福生教授、民間團體代表及立法委員等，意圖透過專業角度進行評

論，但部分問題似乎仍屬表面，或是淺嚐即止，甚至有民間團體在

發言時間明顯不成比例地低於他人等問題。

如果邀請可能持不同意見的來賓之目的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公平

報導原則，而不是真正的公平報導時，則媒體報導的多元似乎只是

象徵性的多元。

此外在受訪者本身有諸多頭銜時，要如何取捨頭銜，似乎也應

注意，否則是否成了另類的置入性行銷，值得觀察。

（四）媒體本身的檢討不見蹤影

本案在案發後有諸多問題可以延伸討論，例如一開始檢調弄錯

兇嫌導致他人隱私曝光、警政高層疑似作秀、偵查不公開再度被架

空等，在在值得探討。而事實上，部分自媒體、網路媒體就此反而有

很詳細的說明（如志祺七七×圖文不符製作的：〈全民緝兇搞錯人，

警政高層忙作秀？台南殺警案，扯出哪些問題？〉（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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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台南殺警案嗎？媒體和檢警長期勾勾纏，

「偵查不公開」都是笑話？〉（QR code 3）。就

此，第三次專題確實是有空間就此進行分析，但仍

以情感訴求作為該次專題的核心，對我而言，一個

以打造新的新聞環境為志的媒體，作成此一取捨，

或多或少令人遺憾。

猶記得筆者去年受邀至鏡電視參觀，對於其

遠景及目標深感期待。筆者深知鏡電視並非公共電

視，不可能完全擺脫收視率的問題。然而，如果真的要做出一些不

一樣的視野及內容，不應該只是用看似理性的外觀用以包裝跟其他

新聞台一樣的論點。此篇評論平心而言確實讚美處少、批評處多，

然而筆者想透過批評傳達的，其實也僅是更多的期待。

QR code 2

QR co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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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殺警案報導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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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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閱聽人會議

鏡電視新聞台為深入了解閱聽人對於節目的意見，特於

2022 年 10 月 20 日上午邀請曾在《鏡電視公評人季

報》NO.3 的「公民看鏡新聞」專欄內評論鏡電視各類節

目的魏玓 (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陳順

孝 (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和李怡志 ( 政治

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前 YAHOO 總編輯 ) 三位專業

閱聽人參與「閱聽人會議」。三位專業的閱聽人公民，

都曾經一段時間觀察鏡電視的《另一種注目》、《文藝賦

格》、《少年新聞週記》、《全球聊天室》、《鏡轉全球》和

各節每日新聞後，提出他們的觀察心得和建議。

本單元先節錄當日會議發言摘要，再由當日主持會議的

鏡電視新聞部副總經理陳素秋撰寫〈我們在前往創新的

路上〉一文作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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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

會議時間：2022年10月20日
*以下依當日發言順序，摘要發言紀錄。

魏玓 《另一種注目》不管在選材或製作品質上面，以及敘事的

流暢度，最重要的是觀點非常貼近一般觀眾，包括初期

做的「疫情三級警戒」系列，這種帶點角度的題目，雖

然不一定有紀錄片製作規模和人力，卻能夠做出優質紀

錄片品質。又例如像最近播出的〈基隆旭川上的樓〉，

我看了非常感動，我是基隆小孩，能讓在地人看到跟他

們當地相關的東西，這種效益跟建立品牌效果非常好。

所以應該可以在未來的題目選擇上，以及播出管道和流

通形式上，嘗試更多的在地連結，相信對鏡電視的品牌

建立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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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賦格》在美學、品質上面非常講究與用心，也有

相當專業水準，但對更多觀眾來講，他們可能聽過這些

藝術家的名字，可是對這些作品真的有點距離感，不是

那麼容易理解；如果節目作用或功能再往更通俗的方向

走，像是我們可以創造一個舞台，讓創作者自己來講，

透過這個節目把藝術家放到大眾的身邊去，讓他們用大

眾也聽得懂的話，告訴我們他們為何偉大，這個偉大是

怎麼來的，作品裡面的特殊性、價值性在哪裡，應該怎

麼跟大眾溝通才講得清楚，對創作者來講這也是好事，

對於他們創作或許也有幫助，如果透過節目有這樣的功

能，我真的會非常期待。

 《少年新聞週記》方面，因為我自己的小孩在國中，

我們都知道這個年紀的小孩需要更好的新聞、更好的資

訊，所以是真心感謝鏡電視願意製作這個節目。不過我

覺得可能傳統新聞理念帶來的包袱有點重，不僅形式上

面應該要活潑，在題目上也可以從日常生活可能會碰到

的問題入手，最好從他們關心的角度出發，形式上放開

一點。例如最近有「學生廚師」系列，我覺得很棒，這

些東西就是他們會有興趣的。48分鐘長度對小朋友來說

是比較不容易接收的，可以嘗試把一些重點題目拆成短

的小則影音來流通，讓這個少年資訊節目的品牌更活潑

更親近少年觀眾。畢竟品牌形象或新聞的形象不改變，

內容做得再好效果也有限。拋開本來固定的新聞形式跟

框架，要讓少年知道這個節目是他們可以看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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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在看的，我們不要那麼傳統的新聞概念形式，可以

著重在小孩子或親子之間的互動跟溝通，往娛樂性方向

做一些嘗試。

李怡志 《全球聊天室》、《鏡轉全球》兩個節目本質上都很好，

但編輯台同時製作兩個國際性節目，在特性上就要分得

非常清楚。以前有研究數據發現，每個人一天平均分給

新聞的時間大約30分鐘，所以可能這樣的節目也頂多只

能看一個，若這兩個節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觀眾就很

難維繫下去。我的想像是以觀眾對國際事務掌握的難度

或先驗知識來區分，可能一個做比較淺的國際新聞，這

種就會有趣聞，讓閱聽人對國際新聞有點興趣，只是會

很像其他電視台的國際新聞；另外一個設定是難度很高

並維持這個難度，吸引一部分真的想看國際新聞、持續

關注全球重要議題的觀眾。

 《鏡轉全球》的議題做得比較完整，每一集在議題上涵

蓋一、二個題目，詳細且深入，也會邀請專家學者來，

這個規模風格是好的，形式也可以很多元，讓閱聽人看

完之後，對題目的認知跟情意會有改變。但這種規模對

製作人也是很大挑戰，不管是從閱聽人喜好來決定題目、

還是製作人自己的主觀，議題要有很強烈的延續性，不管

是開片段或者是製作成小節目，要每天都有，每天一樣的

時間範圍，因為去建立閱聽人的期待感是很重要的。

 只是這兩個節目都不容易看到台灣的視角，因為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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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素材主要都是購買外電，卻又不是所有的外電都

買，就很容易複製西方主流視角，沒辦法擺脫美國框架，

即便報導對象不是美國，還是以美國的觀點在看世界。台

灣現在的局勢又比較特別，台灣視角相對就變得重要，例

如報導烏克蘭戰爭時，中央電視台有非常多的素材，例如

俄羅斯電視台的外電，所以不僅有西方世界觀點，也有俄

羅斯的觀點，比較不會受到單一立場的限制。

 另外一個能讓節目與其他節目不同的方法，是要有可辨識

的視覺風格或獨特的節目形式，風格要有穩定性。國外

大部分媒體的圖表，包含用色、使用圖表、形式風格，

是恆定不變的，這種獨特風格的延續是蠻重要的，能讓

閱聽人辨識這是什麼節目，也會更願意持續去觀看。

陳順孝  公共電視近年重新討論定位：它是電視台，還是公共服

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PSM）？若定位為公共服

務媒體，就應該讓觀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任

何載具，都能得到它的服務。鏡電視也會面臨同樣的定

位問題，釐清定位之後，媒體表現形式、績效指標都必

須跟著調整。

 另一個定位問題是，要以多樣風格兼顧每一種人的需求，

還是以一種風格專注服務一個族群？例如公視，不需要

廣告，可以專注製播具有公共性的優質節目，這樣能滿

足我這種人的需求；但鏡電視不可能不要廣告，它如何

在製播「民間公視」內容的同時，又不減損廣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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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需要研議策略。

 鏡電視與公視新聞相似的一點是，非常乾淨、非常純

淨，但是沒有力量。沒有力量的原因有二：一是新聞欠

缺延續性、企劃性，二是異質性很大，這則探討嚴肅議

題，下則可能有點娛樂八卦，不是說這兩者完全衝突，

但這樣難以形成主風格。現在歐洲在談建設性新聞， 美

國在談解困新聞學，鏡電視也許可以發展自己的報導哲

學，以報導哲學貫穿每一則新聞，讓新聞有比較明顯的

風格，這對塑造形象會有一點幫助。

 我先前的文章主要評估取材是否周全、內容是否切身、

敘事是否精確。首先，鏡電視取材是不是周全？我認為

相當多元，但國際和地方新聞出現偏倚。國際新聞主要

是來自美國或歐美的觀點，重視國際政經大國，卻忽視

我們的鄰居像是東南亞國家；地方新聞則是偏重雙北都

會區，忽視其他縣市。

 要雇用記者來解決偏倚問題，要花很多錢，也許可以透過

結盟合作來補強。地方新聞部分，能不能跟地方獨立有

線電視台合作，還有各地大學新聞系所的實習媒體，也

會報導在地新聞；國際新聞建議訂閱如半島電視台，或

是比較非美國觀點的新聞來源，讓我們看到多元觀點。

此外。可以連結長住國外的台灣人，像天下集團的《換

日線》，讓留學生去談當地的事，這些人有沒有可能做

一些影音連線？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去用駐外記者那麼高

的成本，也能取得在地的資訊，加上怡志老師說的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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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的輔助讓觀點變得比較多元。

 第二個是內容是不是切身？大致上總體表現很好，但若

要呈現跟別人不一樣的角度，不能為不同而不同，還是

要在差異中呈現民間公視的公共精神。

 第三個部分敘事是不是精確？我高度肯定這些標題，沒有

看到任何一個釣魚標題，新聞標題都能忠實呈現事實，

這非常自制也非常勇敢。

魏玓 在這個數位社群時代，除了在流通上運用之外，在蒐集

題目上面也可以多運用這方面的資源，像上次英國女王

過世的新聞，我有幾個學生就在倫敦自己去看去觀察那

個狀況，當然那些畫面我們不一定真的要用，使用他們

的資訊時還是要經過互相溝通和共識，但這種合作網絡

如果建立起來，在重大事情發生的時候，就能有一個不

是外電的畫面可以用，我覺得這樣蠻好。像《少年新聞

週記》或者是《另一種注目》，如果需要跟觀眾更貼近

的話，其實多利用這樣的管道推動，親身也可以、社群

媒體也可以，就蒐集題目，甚至讓中學生自己拍素材，

從中可以知道他們到底關心什麼，也許有什麼事情是我

們大人沒有想到的。

 在《少年新聞週記》的定位問題上，究竟是要給「少年」

看還是給「關心少年的人」看，坦白說要兼顧這兩者確

實很困難，因為關心少年的人他們想看的東西少年不一

定想看，我們現在滿足關心少年們的期待，有老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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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個節目太好了，應該給我的小孩看，但小孩到底

喜不喜歡看？他有沒有期待？他期待的是什麼？這是很

大的挑戰。

 《文藝賦格》目前調整方向我覺得很好，除了選擇更通

俗的藝文項目之外，我提到跟大眾更貼近，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走通俗文化，而是更貼近觀眾的期待。其實觀眾

也很想了解高級文化，可是這有一個門檻，如果推出的

時候還是以人為中心，他們可能還是覺得這些人真的很

偉大，可是我看不懂。也許可以調整一下，有時轉成以

作品為中心，透過藝術家對自己作品的解釋，帶領大家

入門，這個也許對已經很熟悉的人可能沒有那麼大吸引

力，可是對更廣大的觀眾來講，我覺得應該大家也想多

了解台灣的這些重要藝術家，以及到底他們的作品是怎

麼回事。

 鏡電視曾經有「民間版的公共電視」這樣的設定，但我

覺得也許可以調整這個方向。一方面我們的公共電視現

在確實有很多問題，跟我們當初設想的理想狀況不是很

符合。另一方面，公共電視已經給大家一種太高尚或太

菁英的感覺，反而遺忘了媒體最重要的功能還是服務公

眾，也就是最大群的一般觀眾。所以「公共」這個事情

很重要，可是不一定要是「民間版的公共電視」，這反

而會侷限大家的想像，其實應該是要做公共的商業電視

啊！我們是商業電視，我們要賺錢，我們還是要收支平

衡，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不是什麼原罪。不是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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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電視體質不能做公共的事情，我覺得現在的商業

電視做不到真正服務公眾的，那就真的只是為了賺錢。

如果能做到真正符合公眾的需求，讓公眾願意看，且真

心支持這個電視台，電視台賺的錢也心安理得，這樣才

是一個正常的良性循環。所以期許鏡電視不只是要做民

間的公共電視，也不是只要比現在市面上的商業電視好

一點的電視，而應該是做真正服務公眾的電視，這可能

需要一點點的步驟跟階段，去慢慢跟觀眾建立一個良性

的關係。

 新聞部提到盡量不做監視器新聞這種一般新聞台喜歡做

的內容，這種堅持我覺得非常好，也很難得，希望繼續

堅持。但是我也期許這種品質要讓更多觀眾感受到，以

真正轉換成觀眾的肯定和收視。我們做好新聞，不是新

聞人、傳播學者，或是NCC官員覺得好就夠了。如果這

些優點，無法讓一般觀眾感受到，那所有的堅持和努力

就可能會白費，這是非常可惜的。這中間的連結，如何

建立起來，需要再思考一下，也是一個挑戰。

李怡志  回應剛剛大家的回饋，我們在做資訊視覺化的時候，有

不同類型，難易度不同、學習曲線不同，編輯團隊可以

逐一累積能力，不用一次到位，這其中包含統計型的圖

表量化、圖解、物件圖解、地圖等等，其中統計圖是最

容易入手的，要做CG也很快的，正常狀況下都是先做好

模板，例如圓餅圖就做一個圓餅圖模板，而且你不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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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去改顏色，所以你把常用的幾種圖表模板做好了之後

就可以快速產生，像國外很流行做法是，圖表模板化之

後，記者只要把數字打進去就可以產生大概的東西，所

以從統計圖入手是最快的。

 我對台灣媒體一直有個缺憾是，幾乎所有的電視媒體都

在做通俗化，我們沒有一個品質比較高一點的媒體，我

沒有要到很高，但比通俗再高一點，把方向做成有趣，

應該還是有機會。

 剛剛大家提到文藝這件事情，因為我平常獲得國際新聞

的管道有一部分是德文的廣播與電視，德國即便古典音

樂，也可以做出很多種不同的樣態，例如巴伐利亞電視

台有一個針對年輕人的古典音樂節目《U21 das Verhör》

，以警方偵訊的方式來訪問古典音樂家，像  Khat ia 

Buniatishvili這種已經很有名的表演者，也可以配合節目

形式乖乖接受偵訊。鏡電視才剛成立，我覺得在樣態上

面的改變跟題材選擇，還是有很大機會。

陳順孝 大家提到，我們慢慢重視數位優先，也稱作全媒體或是

公共服務媒體（PSM），就是一源多用，要讓使用者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載具可以方便的選擇資訊，

這一點很重要。是不是定位成公共媒體不一定，但一定

要有一個凸顯自己特色的報導哲學，讓大家看到這個媒

體的風格。

 當然我們會希望有明確的報導哲學，可能這個時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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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人幫我們做一些分析解釋，幫我們解決問題、滿

足需求。但是，鏡電視畢竟是商業電視台，這樣的報導

能賺錢嗎？若與大數據結合，可以叫好叫座。例如，《

報導者》就跟意藍公司合作，過去在報導計劃的時候，

靠的是自身記者的經驗跟創意，但是《報導者》引進意

藍做一些大數據的分析，讓報導更貼近讀者的需求，更

了解讀者到底在想什麼，然後針對讀者的誤解、偏見或

者不了解的地方對症下藥，這可能是在追求公共的同

時，又兼顧商業利益的一個做法。

 跟外部資源的合作，地方記者的部分，其實公視PeoPo資源

一直沒被充分利用，像是台東有一位提早退休放棄終身俸

的小學老師洪春景長期記錄在地生態議題，他對南橫公路

的紀錄，全台灣沒人比得上，類似這樣的公民記者可以多

合作。還有像PeoPo公民新聞獎，可以從每年頒發感謝狀

的那些人、那些作品裡找可以合作的人，就是這些公民記

者裡面，可能真正能夠很穩定或比較經常供應好新聞的量

不多，但是要找個五、六個，十來個沒問題。

 台灣現在優質的獨立媒體至少有80家，但有原創內容的

幾乎都是以文字為主，如果要跟鏡電視整合會有困難，

但如果鏡電視是一個所謂的全媒體，也許可以去建立一

個垂直媒體的聯盟，然後建立一些網站，由鏡電視去整

合這些資源，也許是可行的。這樣的模式也可以複製到

像是藝文、少年、及其他領域，可以考慮先找比較可行

的領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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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前往創新的路上

最近在Netflix看到一部迷你劇集《串流王者》（The Playlist）

，深受感動。

這部劇深入刻劃了科技帶來閱聽人的轉變、創作者的心路歷

程，以及產業體制和法令的包袱，帶給我不少啟發，也是我第一

次主動介紹媒體同業也去看的電視劇。

《串流王者》故事內容改編自瑞典科技記者Sven Carlsson、 

Jonas Leijonhufvud所出版的書《Spotify Untold》，劇情主要描述

國際串流音樂服務霸主「Spotify」如何因應閱聽人的需求崛起，運

用科技、挑戰體制和法令，進而改變全世界音樂創作者和閱聽人溝

通的方式，成為全球最大的串流音樂服務商，以及這樣的科技新猷

如何也逐漸淪為產業巨獸的故事。

「創新，源於用心聆聽閱聽人的需求。」作為半輩子媒體人，

我始終不敢忘記這句話，在職涯中，我自己也經歷了多次的媒體產

業巨變，不放棄媒體人的職責，就應該努力找到受眾最想要、也最

需要的媒體新貌。《串流王者》這部戲劇，用300分鐘再度提醒了

文／陳素秋（鏡電視新聞部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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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包袱何其沈重時，也正是尋求解脫，再創新機的時刻。

就在此時，10月20日，在鏡新聞外部公評人翁秀琪老師的協

助邀請下，陳順孝老師（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魏玓老

師（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及前Yahoo台灣總編輯

李怡志老師（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撥冗來到《鏡新聞》，和

新聞部的全體主管、製作人座談。老師們都是在觀察《鏡新聞》和

節目內容一段期間後，帶給我們提醒和建議，也適時為《鏡新聞》

指點了一條創新之路。

在座談會中，風趣幽默的陳順孝老師提醒我們，在揚棄以「三

器」為主的地方新聞後，《鏡新聞》的地方新聞可以創造出什麼樣

的新貌，真正呈現出台灣本土的生命力；陳老師也以印度的電視節

目《真相訪談》為例，告訴我們如何運用大數據分析，讓節目和報

導中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正好是觀眾要問的；以及如何建立《鏡

新聞》獨有的報導哲學和內容風格，讓新聞不但好，且有力量。

魏玓老師看出了《鏡新聞》的節目中有過重的使命的包袱，

背負著這樣的包袱，讓我們在選擇題目和製作方向上，難以推陳

出新，魏老師也提醒我們，《鏡新聞》作為「民間的公共媒體」，

我們這些工作者需隨時提醒自己，媒體是為公眾而生，也必須以服

務公眾為目標，符合公眾的需求。像《少年新聞週記》這樣的新聞

節目嘗試，魏老師鼓勵我們的用心，但也提示了我們：用傳統做節

目的形式，如何吸引新世代的閱聽人，是製作團隊要深刻思考的。

熟悉國際新聞的李怡志老師，幫我們看了我們兩個國際節目

《全球聊天室》和《鏡轉全球》。他提醒我們，要把一個議題做完

整、做持續，而非只是提供破碎化的資訊，對觀眾而言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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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證諸國際重要媒體，形式上的獨特，也是未來《鏡新聞》應該

努力建立和追求的，例如以一貫風格化的圖表，讓人一眼就能看出

是《鏡新聞》製作的。當然，國際新聞最難克服的複製外電視角問

題，李老師也提醒我們：嘗試運用在全球各地潛在的「特派員」，

永不放棄為台灣觀眾找出台灣獨特視角的重要。 

鏡電視新聞部的同仁，在這場座談會中，都獲益良多。座談會

結束前，公評人翁老師也提示我們：「不忘初心」，勉勵同仁不要

忘記當初加入《鏡新聞》的初衷和理想，以及我們努力符合主管機

關要求，取得十年來第一張電視新聞台執照，究竟所為何來？老師

的提醒，讓同仁深深感動。

鏡電視新聞台是在民國108年12月遞出申請，歷經兩年多審照

過程，在今年初終於取得執照，但主管機關NCC在給予執照的同

時，附加多項負擔事項和保留許可廢止權事項的附款，鏡電視從公

司結構、股東組成，到新聞製作、節目編排，都受到附款的約束。

但在層層束縛下，《鏡新聞》仍順利在5月開播，節目內容不僅完

全遵循主管機關的指導，也逐步獲得觀眾的喜愛。有線電視上架申

請，則仍在NCC審議中。

但對《鏡新聞》來說，身上最大的包袱，就是主政者對媒體經

營者和專業媒體人不信任的思維。因為不相信鏡電視股東們對新聞

事業的理想和熱忱為真，因為不相信我們這群媒體人做好內容的心

意為真，也不相信台灣觀眾渴求一個值得信賴的媒體的心意為真，

所以在執照上綁上密密麻麻的附款，要求這個媒體在期限內不能變

身。

鏡電視原就無意變身，公司經營和營運目標，我們當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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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的指導。但面對善變的閱聽人，為了贏得觀眾的認同和喜

愛，我們也不會放緩內容創新的腳步。鏡電視新聞台從一開始就是

匯集各台的菁英而生，我們都希望做出超越現有新聞台、同時符合

觀眾需求的內容，我們450人身上流淌的這份熱情，正是老師提醒

我們的「不忘初心」。

在座談會後，新聞部也立即召集會議，就老師們所提示的一些

問題，深入討論。同仁們不否認我們現在的內容，雖已努力創新，

但仍難讓觀眾一新耳目；除了有主管機關給的包袱，同仁多年在工

作經驗中揹來的包袱也不少，而在有線電視上架前，正是我們解脫

包袱，創新思維的最好時機。

感謝3位老師對《鏡新聞》的協助和指導，更感謝外部公評人

翁老師時時刻刻的提醒和勉勵。儘管包袱沈重，《鏡新聞》將會以

輕盈之姿，走在創新、或前往創新的路上！



78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No.4



79閱聽人會議

我們在前往創新的路上

公共問責媒體參訪
――公共電視和原住民族電視台

參訪鏡電視新聞台紀錄

「公共問責」是鏡電視外部公評人工作的一部分，外部

公評人除了必須扮演電視台和閱聽人之間的橋梁，必要

時也扮演電視台和其他利益關係者（stakeholders），如

國內外同業、主管機關等之間的橋梁。

本次公共電視（2022 年 9 月 5 日）和原住民族電視台

（2022 年 9 月 14 日）的參訪，都由鏡電視工程製播部

副總經理鄭正權負責接待說明，除了邀請公視和原視參

訪的同業寫成參訪心得供本刊刊載外，本單元亦由鏡電

視工程製播部副總經理鄭正權撰寫〈淺談鏡電視的工程

製播系統規劃理念〉一文深入介紹鏡電視新聞台整套數

位系統規劃，提供國內同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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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參訪鏡電視心得
參訪日期：2022年9月5日

文／徐秋華（公視總經理）

帶著幾位公視新任主管一起參觀了鏡電視，一進門就有一種「

是否到了CNN亞特蘭大總部？」的感覺。鄭正權副總詳盡地介紹了

他費盡心血打造的嶄新電視作業環境，讓我們目不暇給。遙控攝

影、活動LED虛擬棚、數位作業環境、多平台出稿，很多值得學習

切磋。各位主管不斷提問、記筆記，相信大家都深有所獲，也非常

羨慕這樣嶄新的工作環境。更感謝鄭優董事長率相關主管與我們進

一步座談，針對藝文報導、兒少節目這類原本只有非商業媒體會做

的節目，雙方製作團隊也進行交流，十分可貴。鏡電視開台時標榜



81公共問責媒體參訪

公共電視心得摘要

「民間公視」，在公評人翁秀琪老師的督導之下，確實也給公視團

隊一些壓力，不過優質內容不怕多，希望臺灣不論戲劇、新聞，大

家一起做好節目。

文／於蓓華（公視節目部經理）

鏡電視是台灣近十年來首家取得新聞台執照的新創電視台，

以民間公視做為創台重要訴求，並設有外部專責公評人，作為新聞

媒體強化透明與公共問責的重要把關機制。網路開播以來，晨間新

聞跳脫讀報框架、國際新聞尤其對重大國際事件高度掌握時效和特

稿能力，以近期英女王逝世為例，分析中英香港局勢，更見功力；

另外，需密集人力、時間投入的青少年新聞、藝文紀錄片、調查報

導，亦完全跳脫目前商業台節目傳統套路，開出一系列高品質且接

地氣的專題作品。鏡電視一役如同台灣媒體的產業革命，在商業機

制中勇敢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如能長期製播內容兼顧事實查核，

輔以外部公評人問責，必能產生業界優化質變的良性競爭。隨著民

主的進化，閱聽人也在進化，成熟的公民社會值得更好的媒體、具

有媒體使命感的媒體。鏡電視成功續航，是台灣的成功。衷心盼望

台灣成功！

文／劉志雄（公視節目部綜合節目組組長）

今年5月開播的鏡電視，是一個以新聞出發的全新電視台，也

可能是全國最先進的新聞台。從拍攝端到播出端，落實了真正全數

位化、無帶化的新聞製播系統。他們利用私有雲端的技術，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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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文字、攝影與編輯台讓所有的同仁都可同時存取剪輯好的素材、

即時更新所有編播內容，不論是觀看或者檢視內容。新聞棚裡只留

下主播一人、其餘燈光、攝影都可在副控由導播以無線電動遙控，

每一節新聞鏡面設計也模組化（還包含燈光及攝影機走位），除大

幅縮短準備時間外，也精簡不少人力。這將是其他專業新聞台不可

小覷的競爭對手，其經驗也相當值得公共電視新聞部效法。

文／舒逸琪（公視節目部兒少組組長）

同樣以國高中生為服務對象，與公視《青春發言人》目標相

似的《少年新聞週記》，是鏡電視為少年觀眾提供的新聞雜誌型節

目，週六日兩天傍晚的1700－1800時段播出，每週兩小時的內容，

分為週六和週日國內外新聞和人物故事兩個主線。相比兩個節目，

因產製部門不同，風格和接近觀眾的路線冏異。

鏡電視的《少年新聞週記》由新聞部產製，一小時節目中，由

主播在虛擬棚內，播報三個專題，以類似《我們的島》的攝影加記

者編制，長期經營與青少年有關的專題。優點是人力編制完整，以

同規格的製作形式，穩定量產內容。

對比公視《青春發言人》由節目部產製，節目直接以網路平台

與青少年對話，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都成為節目經營

內容的水管，《青春發言人》除新聞專題外，還有「棚內怎麼辦」

訪談系列、「少年坦白講」人物故事，以及法律動畫、數位媒體專

案等內容，雖較容易跨域與不同對象合作、手法多元亦具實驗性，

但製作費時費工無法每週量產；而較無資源經營的國內國際新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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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則以圖文設計懶人包方式，整理給觀眾。

參訪過後，詢問《少年新聞週記》製作人，了解該節目在今年

也面臨人力短缺問題，努力苦撐。兒少節目在少子化的衝擊下越來

越小眾，青少年更是商業電視台很難服務到的一群，無論公視或鏡

新聞，我想都需要有更多的資源支持。

文／蔣偉文（公視工程部經理）

非常感謝鏡電視提供這次精彩的參訪行程，使我們得以一窺完

整的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運作，我認為其中有幾項設計頗值得業

界參考借鏡：

一、 鏡電視的4個攝影棚均採用VIZRT結合Octopus的新聞作業

系統，在工作流程上整合了新聞從撰稿到主播台的文稿自

動化（Octopus）及副控從攝影機到導播畫面控制的程序化

（VIZRT）。如此不但加速新聞發稿作業並可精簡副控室的

人力，由其精簡出來的人力可轉至因採用虛擬攝影棚而增加

的動畫設計人員。

二、 各棚影音設備均採相同系統建置，可降低系統複雜度及節省

維運人力。其攝影棚及後製剪接室隔音規範設計已達NC30

及NC25，且部分攝影棚設置有浮動地板，顯見其對基礎工

程相當重視。

三、 攝影棚內採用活動式背板的設計，有效利用攝影棚的各個空

間。同時搭配虛擬攝影棚及LED背景牆，不但豐富背景圖像

使畫面更顯活潑，且可較傳統攝影棚節省大量的拆／搭景作

業時程及人力。



84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No.4

文／沈元斌（公視新聞部副理）

從申請設台之初，被形容是「民間版公視」的鏡電視，就引

起同仁高度關注，這次終於有機會登門拜訪，雖然還不清楚內部

實際運作，但第一眼看到無人的新聞棚，還是令人驚豔。傳統的新

聞棚，各式各樣的工作人員是標準編制，鏡電視的新聞棚只有主播

一人面對遠端操作的攝影機和燈光，隔壁副控僅配置導播等必要人

力，各種運鏡和鏡面都在事前設計安排。有限的人力可以發揮最大

效能，把珍貴的人力放在製作內容上，這樣的理念確實新穎。

現在的鏡電視有相當篇幅的國際新聞、有紀實性報導、有藝文

節目，也有青少年專屬的時段，看到這樣的安排果真像一面鏡子，

宛如看到自己，也令人省思當年的初心。真的很高興在這條新聞路

上，能有理念相同的夥伴繼續同行。

文／許雅文（公視新聞部副理）

以幾點簡述勁炫技術設備超前各台的鏡電視：

一、 鏡電視的新聞棚景與副控，的確擁有目前國內最先進的製播

系統。棚景大小調整靈活，以一天播出十八小時新聞的新聞

台來說，棚景變化是豐富的。

二、 單就副控與棚內製播系統而言，新聞台的作業的確有節省人

力之實，但遇重大事件，還需加上人為判斷跟適時切入，是

否有真實利便使用，單以一次參訪尚不能遽下定論。

三、 鏡電視畫面簡潔俐落度是目前各台之冠，但畫面美感一事，

端看個人主觀。另，新聞題材包羅萬象，是否適合以統一畫



85公共問責媒體參訪

公共電視心得摘要

面風格呈現，可再探討。

四、 鏡電視以民間版的公共電視自許，對公共電視似乎是讚譽，

但對鏡電視是否為最好的定位，或可再討論。

文／卓冠齊（公視新聞部網路新聞組組長）

感謝鏡電視新聞團隊完整分享，從先進的硬體設備投資看見經

營者投入，新聞團隊累積多年電視製播經驗，也運用創新思維展現

在數位新聞編採流程製作。紀錄片節目資源投入及產出量能，更值

得借鏡。

翁秀琪教授清楚說明鏡電視率全台媒體之先創設的公評人制度

如何運作，可為公視近期思考提高新聞媒體可信任度相關作為之最

佳範例。最後鄭副總懇切提醒，數位轉型過程必然有陣痛，如何調

適出最佳解方，值得深思。

文／廖宸語（公視新媒體部互動媒體組）

本次參訪鏡電視非常令人驚豔。一踏入鏡電視的辦公室，立即

讓人感受到強烈的高科技感，彷彿參訪韓國電視台一般。這個隱藏

於華麗大樓內的新科技媒體電視台中，尤其是攝影棚全採自動化設

計，以模組化的方式讓棚內只需一位主播就可以播報新聞，無需現

場導播，有效精簡人力，非常值得學習。

而鏡電視特別設置新聞外部公評人制度，專責新聞專業監督，

也是一大亮點，這也讓台灣的新聞媒體的公正度，更往前邁進一大

步。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公共電視向來秉持以公正、客觀報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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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自許，現在業界有更多新聞台朝著同樣的目標前進，也讓台灣民

眾在新聞來源獲取上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文／張正興（公視新媒體部媒體資材組）

此次隨同公視參訪鏡電視，對於該團隊於3個月期間完成一個

電視台的相關硬體基礎建置，其效率與成果足為電視從業人員之

表率，整體空間的規劃、視覺的呈現，跳脫了傳統電視台的框架

與想像，不僅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時也結合了科技與時尚

的元素。

鏡電視採用VIZRT相關軟硬體設備做為採編播設備的核心，攝

影棚的運作因為視訊科技的進步而取代了大部分人力，虛擬VR攝影

棚正在此波數位潮流中逐步進行。台灣的電視製播環境對於新設備

的更新與採購向來積極與開放，而動畫人才的養成及培育實非一蹴

可幾，此次參訪可以看見鏡電視經營團隊的用心，以及努力成為國

內領頭羊的企圖，鄭副總表示目前VIZRT 有16名團隊人員的編制，

負責該頻道的鏡面呈現，居功厥偉。

播控中心（副控）使用Viz Mozart管理及進行流程管控，傳統

電視及新聞播出需仰賴大量的專業人員協同作業達成，Mozart的應

用實現了數位與IT化的轉型，精簡的人力和可程式化的鏡面呈現正

帶動了電視產業的新一波潮流。

系統眾多複雜化及整合維護不易始終是各家媒體的常態，使用

者的良好體驗及新聞的高時效目標是各家電視台共同追求的方向，

期待鏡電視在初創優質軟硬體具備的條件下，產出優質的節目、新

聞，培育出更多的電視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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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慧娟（公視製作部經理）

鏡電視全面數位化製播流程非常專業與流暢，不僅有助於提

高工作效益與品質，甚至可以精簡人力。就公視新聞副控室而言，

全面數位化是必然的趨勢，在轉換的時期，必須要有完善的配套措

施，包括設備更新、技術轉換、人員訓練、態度調整等。但對於資

安維護的部分，是否可以嚴格預防病毒入侵令人疑慮，例如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曾經發生中央電腦系統遭到電腦病毒入侵，所

有的電腦完全當機無法正常作業，造成新聞現場大停擺，是否此情

形也會發生在公視，值得參考。如果可以解決資安的問題，全面數

位化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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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電視台參訪鏡電視心得
參訪日期：2022年9月14日

文／張欽明（原文會製作工程部經理）

111年9月14日，秋高氣爽，原文會一行13人到鏡電視參訪，

此次參訪主要是鏡電視是近十年來成功申設的新聞台，並在今年

111年2月9日先在網路上開播，並逐漸在有線電視系統上架。鏡電

視以「民間版的公共媒體」為成立理念，強調多元、專業、深度、

藝文、國際、弱勢等六大特色。

今日在鏡電視由工程製播部副總經理鄭正權接待，在氣勢恢宏

的大廳進行簡單導覽並說明鏡電視的開台理念及製播環境，同時也

一一帶領本會參訪人員實地在新聞台裡參觀。我們一進入新聞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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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眼前的景觀震懾住，映入眼簾的是寬闊的製播環境，先進的設備

以及競競業業的員工，不禁令人讚嘆鏡電視果然是一個極具專業又

設備新穎的新聞台。接著鏡電視副總經理帶領我們介紹了幾個副控

室、虛擬棚的設備空間時，讓我們實際體驗到專業的製播環境、流

暢的製播動線以及節目製播的高品質，節目的內容豐富多元，在在

都顯示鏡電視是一個創新有活力的新聞台。

鏡電視新聞台已經建置完成整個數位匯流硬體設備，從重要的

採編播、副控室及攝影棚、片庫等設備皆以數位化進行。

新聞講求快速、透明、精準，鏡電視新聞台從第一線記者一路

到相關新聞產製、審稿、主管等都可以透過數位化一體性設備觀看

內文跟新聞畫面（包括拍帶），不但能有效率產製新聞，也透過層

層把關機制讓新聞減少錯誤發生。

製作工程組AI設備、無人攝影機的創舉，讓新聞鏡位的一致性

不會受到人為操作干擾，可以更加準確的執行鏡位的設定；副控製

播的自動化系統，也減少AD播帶、上標的錯誤率。另外，文稿系

統、內部資訊的整合網路頁面，也是讓本會驚豔的地方。新聞資訊

公開、使用者無差別，讓有需要相關訊息的人，都可以同步獲取資

訊、運用。

兩個多小時的參訪，我們不僅見識到了鏡電視成功申設新聞台

的過程中，不僅具備專業先進的設備，亦有競競業業的新聞製播人

員、豐富多元的新聞節目內容，從以上的參考依據，鏡電視給予我

們不管是在硬體內外觀的打造，在辦公環境人性化的建設，在設備

器材的專業建置，都讓本會在思考未來遷移至桃園永久會址時，提

供了很大的啟發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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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鏡電視的工程製播系統規劃

理念

本文淺談鏡電視工程製播系統建置案的一些經驗，希望能為又

十年一次的新電視台留下一些紀錄，或許能供後續研究及產業變革

的參考。

鏡電視第一階段的建置案，以三個多月就把近1500坪的場域建

置完成，同時Newsroom的採編播系統及頻道的各主要製播系統也

初步架構就緒，這大概打破了台灣電視業界的紀錄；因廣播級的電

視台建置，包含基礎工程的專用電力及空調系統，以及攝影棚、副

控室、機房設施等的吸隔音專業工程外，還有數位化的製播系統工

程也多達十多個大項目，如此龐大的量體，一般大約需要12個月至

18個月的時程才能完成，但是鏡電視籌備處及工程團隊，配合系統

整合商日夜趕工且沒有休息日的施作下，三個多月就能達成目標，

著實令同業驚嘆。2 

時間回到3年前，2019年，在一群有心為台灣電視新聞進行興

革的企業家及媒體工作者的倡議下，鏡電視就此萌發，當我接觸到

鏡電視建置案的任務時，就先思考了一個題目：「又10年一次的電

文／鄭正權 1 （鏡電視工程製播部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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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台，台灣該有怎樣的數位典範？」

台灣該有怎樣的數位典範？

台灣電視業上一次的全面數位化，是發生在2012年至2016年之

間，除了因為Betacam退場及NLE非線性剪輯百家爭鳴的軟硬體轉

變之外，其引燃點是來自2009年，台灣第一家HD數位化作業流程的

壹電視創台所帶來的漣漪效應，使得各家電視台受到啟發與覺醒。

在之後的那幾年，各台紛紛提列預算實施HD數位化。雖然我常笑稱

台灣電視業的技術進展，總是追著電視面板跑，已經晚了先進國家

HD大約10年以上之遙，但最終還是跨過了這個HD的門檻。

現在台灣大部分電視台已經過第一次HD數位化，但實際上，

很多電視台只是做到Tape to File的無帶化（無實體影帶）而已，有

的系統仍舊是獨立的一個島，有些在島跟島之間（系統之間），需

仰賴大量人力及流程去游泳或划槳才能到達彼岸，距離真正的數位

化整合還差距很遠；尤其是在Newsroom裡面，從文稿、影音、CG

圖像，到媒資儲存與回調運用，如果做不到在同一個線上平台能彼

此互通、即時分享、即時運用，就稱不上完整的數位化；加上新媒

體崛起，要能兼顧頻道播出與新媒體產出的協作平台，也就是On 

Air Plus On Line的作業流程，變成電視台要審慎評估的重要課題。

延續前一次數位化，再度深度數位整合

2020年的鏡電視建置案研議上，全世界因應4K的崛起，4K標

準的IP化協議（SMPTE/NMOS）也正在風起雲湧地掀起另一波軟

硬體變革與競賽。此時如果要建置電視製播系統，剛好面臨新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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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轉變尷尬期：（新）IP設備與（舊）SDI設備的市場滲透率問

題、4K設備的CP值不佳問題；因而顧及未來鏡電視的數位製播系

統需要考量轉換IP化的可能性，也要發揮IT化的數位優勢，所以鏡

電視訂下採行SDI Over IP的核心架構，及通道為10G與光纖傳輸規

格等目標；另外Newsroom的採編播系統運用內部雲端的架構，讓

影音檔案的高解析檔案，能夠即時產生低解析檔案，提供給內部所

有電腦去審閱，作到線上的即時分享，即時審閱，即時運用。

談到Newsroom，最核心的就是文稿系統，過去舊時代的觀

念，認為能夠打字，排排rundown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數位化的系

統，文稿系統是所有系統的領隊，而且是整體Newsroom的大腦，

每個稿件要能連結哪一支影帶（影帶ID），要能即時輸入標題字幕

同步到字幕CG系統，支援App行動發稿，每一條稿件的鏡面安排跟

攝影機機位都能讓導播安置指令，所有rundown上面的異動或更新

都要能同步到副控室自動化系統。鏡電視為了達成上述的功能，採

用了近年從歐洲崛起的新架構文稿系統，同時也是為了布局未來的

On Line的發稿串接。

另外，鏡電視是目前台灣唯一採用了先進的副控室自動化系

統，這樣的作業模式，能將複雜的副控室各項軟硬體整合在一起，

副控自動化伺服器可以即時去同步文稿系統的rundown（包含文稿

系統上即時異動稿件順序，臨時插播稿件），然後指揮各系統去做

正確動作。近年國外許多新設電視台多採用的這種作業模式，這是

依據標準的數位協議MOS（Media Object Service）整合下，各種

廠牌的軟硬體得以互連通用，包含最基本的Video Server影帶自動

上下帶、自動更新影帶狀態（影帶到位／更新）、自動倒數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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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機位可記憶且依電腦指令自動化運作，燈光系統依據不同鏡

位自動切換燈光模組，導播控台Video Switcher的自動切換，音控

台的音源自動切換；將過往傳統模式作業下，複雜的且頻繁的人工

及多工操作，都用電腦的模組化去快速設定，由程式指令去驅動各

種設備走行程，進而取代重複瑣碎且耗費人力的動作，避免人為失

誤。

致力於提升電視畫面美學與新聞品味，

是鏡電視努力的目標

成就一個新聞頻道的成功因素有很多，但在品質內涵方面，

有3個關鍵面向須要掌握：新聞內容、主播特質及鏡面的呈現。

而跟電視工程製播系統最直接關聯的，除了Newsroom的產製效

益跟新聞內容有關以外，另一項就是畫面的呈現；因此鏡電視

在規劃製播系統時，將比較高的預算比重，放在跟畫面呈現有

關的軟硬體運用上，這包含4座攝影棚，每個棚都是三機以上的

虛擬攝影棚（Virtural Set），即時3D動畫引擎（3D Real-time 

Engine）呈現圖文CG及新聞鏡面字幕標題（Lower 3rd），大量

的電視牆（TV Wall）協助新聞圖像表現，靈活且易於管控的跑馬

系統（Ticker）。

鏡電視非常重視畫面視覺表現與新聞訊息傳遞的合理邏輯，所

以《鏡新聞》在鏡面上的呈現都經過深度討論跟嚴格控管；很多觀

眾對於《鏡新聞》的畫面乾淨，新聞訊息清楚不雜亂都讚譽有加，

相較於其他新聞台畫面上到處貼膏藥的視覺混亂有明顯的不同。

鏡電視從籌備規劃到付諸實現，在過程中有很多時間壓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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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自各國不同大廠系統的高難度整合，及人員培訓的調適問題，

極端仰賴人員建立經驗與智慧去解決，這絕不是某些業外人士認為

花了錢就可以辦到的。鏡電視籌建過程中幸運地集結各方人才，才

能讓新聞敏銳核心，內容發想菁英，視覺創意先驅，全數位化專

才，都「碰巧」在這裡匯集了；且也要感謝每位大股東及董事會的

支持，讓籌備團隊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能讓理想得以實驗的企業文

化，更讓這家電視台有很好的發展契機。所以在2022年5月MOD開

播後，短短6個月，就榮獲國外內各項新聞大獎的入圍與得獎高達

13項以上。

這一次鏡電視能否帶給台灣市場鯰魚效應，還得視鏡電視的創

台初衷，能否得以堅持與延續下去；如果走回老路，一切都將是枉

然。如果台灣是一個能夠鼓勵創新、振興產業的國家，大家應該慎

思所有作為，包含執照審查及頻道上架。很多人懷念黎智英先生的

創業勇氣跟對台灣的貢獻，他走過的路，好像歷史不斷重演，下一

個，我們又將懷念誰？是繼續忍受產業的停滯？還是看到一家真正

不一樣的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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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鏡電視的工程製播系統規劃理念

【註解】

1.  曾任東森電視工程部副總經理、壹電視工程暨製作部總監、台視新聞部製播中心副
主任，具有電視業34年經歷。

2.  會要求三個多月內日夜趕工達成目標，原因是鏡電視新聞台已於2019年12月10日開
始遞案申請執照，當時預計走一年的申照流程，鏡電視籌備處預估應該要在2020年
年底，就要有電視場域及系統讓工作人員可以開始運作；雖然在2020年上半年已經
開始著手規劃電視台的建置案，但執照申請過程的多變與不確定性，遲至2020年8
月6日才宣達動工，並要求工程團隊能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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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評人翁秀琪專欄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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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報導、公平原則

實務上面臨的困境

記者也是人，人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黨傾向，是再自然也

不過的事。也有人說，媒體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產業，但是必須注

意的是，媒體的意識形態和政黨立場只能、也只應該表現在社論

或專欄上。所以我們常常聽到，新聞和意見要嚴格區分，新聞報

導要遵守平衡報導和公平原則等，這些都是確保媒體報導能夠做

到「公正」（impartiality）的方法。

今年的11月26日就是九合一選舉投票日，選舉新聞的報導，

更需要注意平衡報導和公平原則，以確保「公正」。

NCC在民國109年曾委託世新大學羅慧雯等學者針對「新聞公

平原則參考準據、處理程序與資訊揭露」進行研究1。該研究先以

比較法取徑，介紹了英國、歐盟、韓國、美國、日本和我國的相

關規範，進而加以比較，並舉辦3場（含實務工作者、法律與傳播

學者專家，和公民團體）焦點團體進行討論。（

對於以上各國平衡報導、公平原則制度規範有興

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QR code）。惟該文對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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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界遭遇到社會重大議題及選舉相關新聞，要如何報導才能做到

「公正」並未提供業界可資參考的做法。

平衡報導、公平原則是保障新聞報導能夠「公正」的方法，

道理雖然簡單清楚，但是實務上要做到，往往會遭遇一些困難，

特別是必須依賴影像說故事的電視媒體。例如最近網路熱蒐的

「論文門」新聞，由於兩篇論文的作者之一拒絕出面說明，只委

託律師發表聲明，因此，絕大多數的媒體為了達到「平衡報導」

的基本要求，大多只能以律師聲明畫面代表爭議一方的立場。但

是這樣的報導方式，又極容易造成「公平報導」的不足，亦即願

意出面說明的一方，占據媒體報導的版面就相對顯得多。這是以

「人」作為報導單元（unit）容易產生的實務困境，一般平面媒

體的做法，就是在報導中說明某位受訪者至截稿時間均聯絡不到

或拒絕接受訪問，廣電媒體處理起來就相對困難。如果記者在採

訪規劃時，除了以「人」作為平衡的單元外，還能以「觀點」作

為報導的切入點，要達到「多元」、「平衡」就相對容易。但是

新聞學上有「名字製造新聞」（name makes news）這樣的說法，

媒體報導強調人，的確也會增加收視率和點閱率，這也說明了媒

體樂此不疲的原因。

「論文門」這則報導還牽涉一個「媒介真實」（m e d i a 

reality）和「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問題，即：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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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牽涉「抄襲」問題？如果有，究竟是誰抄襲誰？判斷有無抄

襲的標準和證據是甚麼？以上這三個攸關「社會真實」的關鍵問

題，媒體記者在有限的時間內，例如電視記者在每日新聞（daily 

news）的壓力下，代表「媒介真實」的新聞報導如何處理？如何

確認甚麼是「真實」？目前媒體的作法是以通過論文、授予學位

的台大和中華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之決議代表事實的最後真相。

但若要認真探討，或許可以採取《消費者報導》的做法，將論文

視為「產品」，送專家鑑定。但是，後續引發的問題會是：誰是

專家？同時，此則新聞涉及敏感的選舉議題，找鑑定人估計會遭

遇極大的困難。當然，這次的論文新聞，的確也有不少學者專家

主動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專業意見，然後被認同的網友不斷

分享出去，最後變成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這對於「事實真

相」的釐清，也無助益。

此類敏感性高，又牽涉到選舉成敗的新聞，媒體記者想要以

簡單的每日新聞細緻處理，的確有困難，可能只有藉由較深入的

調查報導，才能查個水落石出。至於在時間壓力下的每日新聞，

可能也只能停留在較低的「真相」層次上，以多方訪問，從不同

的觀點切入，來解決平衡報導和公平的問題。

同樣情況在選舉新聞的報導中一樣會出現。過去的研究告訴

我們，媒體在處理選舉新聞時，喜歡用賽馬式的報導方式2，但

有學者依國外做法，主張應以公共新聞學的報導方式取代之。3

所謂公共新聞學的報導方式，就是主張將選舉報導的內容回歸到

選民，將選民關心的議題作為報導的重點，而非只注意候選人的

民調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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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選舉研究的經典著作《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的研究顯示，選民的投票取徑大致可分為：政黨導向、候

選人導向、議題導向等幾個方向。（A. Campbell，et al.，1960）4

統獨意識形態是過去影響台灣選舉的重要因素，根據政治大

學選舉研究中心的「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2022年

6月）5，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永遠維持現狀」（從2021年的27.3%

增加為今年的28.6%），已經與去年占比最高的「維持現狀再決

定」（從2021年的28.4%減少為今年的28.3%）產生了黃金交叉，

顯示目前有近三成的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是希望「永遠維持現

狀」。不知道這樣的趨勢，對於各政黨在選舉策略上是否會產生

影響。不過，如果從本文的主旨「平衡報導、公平原則」而言，

媒體在本次選舉報導，應該儘量避免賽馬式的報導方式，回歸選

民關心的議題，這樣也比較容易達到平衡報導和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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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見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0081/5138_44734_200817_1.pdf
2.  見https://ntujournal.typepad.com/files/1-14.pdf。根據張錦華這篇論文，所謂賽馬式的
報導方式，指的是「『賽馬式』新聞是指報導競選過程中的活動策略、選情預測、

民意調查等，僅著重於競賽表面戲劇化的輸贏拉据過程，將民主政治精義所繫的選

舉簡化為如同賽馬般的賭賽；Robinson & Sheehan（l983）曾分析賽馬新聞份量甚多
的原因，是由於其具有迎合讀者興趣的高度新聞價值，並且表面上符合講求人、事、

時、地、物的事實新聞報導規範。」（p.140） 且根據國外的研究，美國的三大電視
網，賽馬式與實質性新聞的比例為9 : 1（Patterson & McClure, 1976）；而報紙則幾
乎達到8 : 1（King, 1990）（p.141）

3.  見胡幼偉，〈媒體評論――不該只有賽馬式選舉新聞〉，《中國時報》，2014.02.21
4.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亦可見：https://en.wikipedia.
org/wiki/The_American_Voter

5.  見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5&id=6962

【參考資料】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莊天憐（2001）。〈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與變遷〉，《選舉研究》，第八卷第

一期（90/05）：頁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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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原則

有辦法做到嗎？

「客觀性」（objectivity）是新聞學和新聞專業裡一個亙古不

變、莫衷一是、永無定論的話題。

有人可能會問，你擔任外部公評人的鏡電視已經風雨飄搖如

是，你還在談這個，你是活在外太空的外星人嗎？

不是的。請聽我說。正因為媒體近期對於選舉新聞、論文新

聞、鏡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早已脫離新聞專業該有的作為，所以

探討「客觀性」原則正當其時，且格外重要。

美國Poynter1的寫作教練Roy Peter Clark在今（2022）年4月21

日發表了一篇有關客觀性和中立性 （neutrality）的文章2，題目叫

做「在新聞學裡，『客觀性』是一個高貴的概念。但是讓我們用

類似『中立的距離』來評估客觀性吧」。該文還有一個副題，「

我們不能因為新聞記者對於某些事件採取中立，就認為他們必須

對所有事件採取中立」。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新聞記者不必要對新聞的價值（the value 

of journalism）保持中立。但是對於民主政治的極致理想，例如對

於投票，則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文中也舉出極為生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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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在自家的院子裡，插個牌子說「我已經登記選舉了」，可

以；但是不可以插牌表示「請票投某甲或某乙」。插國旗，可

以，但是不可以插黨旗，也不可以插反同的旗幟。

這個例子放在台灣可以這樣看，媒體在即將到來的九合一選

舉中，必須保持中立，對於所有的政黨和候選人的報導，必須秉

持公正、公平、正確，以及有品味的報導方式。但是在負面選舉

氾濫至此的台灣，媒體要如何做出公正、公平、正確，以及有品

味的報導？這的確是極大的挑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任務的話。

放眼台灣的媒體，平面、廣電、網路，有哪一家做到？沒有。所

以鏡電視如果要成為一家「不一樣的電視台」，選舉新聞的報導

就要不一樣；選題要不一樣，角度要不一樣，否則台灣不需要多

一家在院子裡插黨旗或反同旗幟的電視台。

Clark進一步闡明他對於中立的看法。他表示，新聞記者支持

人權和種族正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報導的是刑事正義議題，

對於詞彙運用就必須非常小心，例如記者提到「撤銷對警察的資

助」（defund the police）時，就必須協助讀者理解這個詞彙的不

同意義。換言之，針對新聞中使用的專有名詞或閱聽人不熟悉的

名詞概念，新聞記者有義務對閱聽人說明清楚，例如使用「新聞

小辭典」等方法。網路媒體更加方便，可以提供讀者進一步瞭解

該名詞的連結。

作者同時提到，許多變數都會影響到新聞記者報導的自由

度，例如：媒體的特性、意識形態、書寫風格與新聞寫作規範

等。作為一名專門指導新聞記者寫作的教練，他會一再提醒接受

新聞寫作訓練的記者，「當你在報導這則新聞時，你與中立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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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是多少？」、「你認為適當的距離是多少？」、「你要如何報

導才能適度呈現你認為恰當的距離？」

放在台灣的媒體情境中，負責而專業的媒體可以做的，是媒

體主管在每日的報題會議（或稱線索會議）中，必須一再提醒

同仁，「當你在報導這則新聞時，你與中立的距離是多少？」

、「你認為適當的距離是多少？」、「你要如何報導才能適度呈

現你認為恰當的距離？」、「你報導了A候選人，那B和C候選人

你如何處理？」這是有用而必要的方法，不是紙上談兵，應該成

為媒體作業的SOP。我們知道新聞學上有所謂「新聞室的社會控

制」，就是新聞主管主動揣摩媒體老闆的意識形態和政黨偏好，

因而做出偏頗的政治新聞或選舉新聞報導。台灣很多媒體都有「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我們不需要多一家這樣的媒體，更不需要

更多只會體察老闆上意而失去專業獨立性的新聞主管。

簡單地說，Clark的這篇文章是想替「客觀性」建立指標，

其方法就是運用距「中立」的距離遠近來測量。指標共分六個級

距，0代表「客觀」（objectivity），1代表「中立」（neutral），2

代表「投入」（engaged），3代表「倡議」（advocacy），4 代表

「黨派」（partisan），5代表「宣傳」（propaganda）。

作者指出，其他客觀性指標都是0在中間，然後往左或往右

發展，例如偏左1至3，偏右1至3等，他發展的這個指標，讓各種

立場的人肩併肩，最客觀的以0表示，最不客觀

的「宣傳」以5表示。至於如何定義這6個指標，

作者也都給予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掃描QR 

code 參閱原文。3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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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同樣在Poynter的官網，也有人以「反對客觀性」

（against objectivity）為題4，深入地討論「客觀性」這個問題。

作者Tom Warhover是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副教授，也在一家叫

做《The Columbia Missourian》的社區報紙擔任總編輯，該報由

專業新聞人擔任主管職，記者編輯多為學生，所以可以視為是一

家實習報紙。

新聞客觀性的歷史演進

Warhover在文章中先是從歷史的角度討論「客觀性」一詞的

內涵變遷與演進。文中提到，客觀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00年

代中期。電報的出現使新聞得以快速傳播，並因此催生了美聯社

（AP）。更快、更便宜的印刷方法被發明出來，催生了便士報，

開闢了中下階層的新讀者。改寫了「公眾」（public）這個概念的

內涵，不再局限於商界和政界精英。報紙變得更加民主，同時採

用電報式的寫作方式效率更高，也促成了倒金字塔的新聞寫作方

式。這個階段可以名為報業的「經濟必要性時期」。

世紀之交出現了客觀性生成的第二個階段，專業化。專業精

神在1900年代的前二十年開始流行，曾經由工匠或工匠從事的工

作變成了職業。例如，世界上第一所新聞學院於1908年成立於美

國密蘇里州。

客觀性的第三階段不是由趨勢，而是受到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作的影響。李普曼說記者需要「科學精神」。「在

像我們這樣多樣化的世界中，只有一種可能的統一。」他寫道。

「這是方法的統一；（新聞記者應該踐行）有紀律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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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奇和羅森斯蒂（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在他們

的著作《新聞學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中指出，

李普曼呼籲的是一種客觀方法。記者不應該是客觀的，他們甚至

沒有被期望是中立的――他們要通過尋求其他觀點來解釋自己的

偏見。

所以，客觀性曾經是、現在也是一種寫作的形式。這是關於

我們如何做我們所做的事情（是記者報導的方法）。隨著時間的

推移，它已經被扭曲成為我們是誰的精神 （記者必須客觀）。而

這正是李普曼反對的。

讀完這篇以「反對客觀性」為題的文章可以發現，事實上

Tom Warhover所謂的反對客觀，實情是贊成李普曼的觀點，主張

記者無法客觀，只有記者使用的方法才能客觀。所以，他不是反

對客觀，而是主張以李普曼的方法，使用科學的客觀方法來達到

報導的客觀性。

這裡的討論，讓我想到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的爭論，到底

我們應該追求的是人的客觀，還是方法的客觀？在後實證主義者

看來，人是不可能客觀的，但是可以透過標準化的方法來達到客

觀。前述Roy Peter Clark就是想替客觀性打造一個測量的指標，他

同時也提供了如何做到客觀的方法。

問題不簡單：客觀之戰

但是，問題真的沒有這麼簡單。就在今（2022）年的9月

14日，另一家聞名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期刊《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及哥大的李普曼研究中心，以「客觀戰爭」5為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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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場歷時90分鐘的討論會。會中，贊成和反對客觀性的雙方各

抒己見，由於討論相當精采，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

上去聽一下。

在這場客觀之戰裡，贊成傳統的客觀性書寫方法的是羅格斯

大學的媒體研究以及新聞學和歷史學教授David Greenberg，和哥

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Andie Tucher。Greenberg教授首先說

明了客觀新聞的歷史背景，並指出它一直與黨派或倡議式新聞並

存，但是它也是被記者用來盡可能接近真相的重要方法。Tucher

教授則補充說明，客觀性作為新聞書寫首要的方法，主要出現在

十九世紀後半，用以平衡當年氾濫的假新聞。

至於反對客觀性作為一種新聞報導方式的，是普立茲新聞獎

得主Wesley Lowery，他認為客觀性是一種用來壓制有色人種發聲

的方法，另外一位反對客觀性的是跨性別記者，同時也是社會運

動家的Lewis Raven Wallace，他認為客觀性是一種用來使不同意見

噤聲的方法。

至於《紐約客》的撰稿人Masha Gessen則認為「道德清

晰」（moral clarity）6對於記者來說，是一個更重要的指導原

則。Gessen代表的是贊成、反對「客觀性」以外的第三種立場。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所謂「道德清晰」是美國政治保守派的口

號。該一概念因威廉．貝內特（William J. Bennett）的《我們為

什麼戰鬥：道德清晰度和反恐戰爭》一書而廣為人知，在1980年

代首次用於當時的語境，指的是美國總統雷根的政治風格。此一

概念也常見於反恐戰爭、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權討論，譴責反恐組

織為「道德相對主義者」等等。對於「道德清晰」概念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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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將世界分為善與惡並非可行的外交政策。例如，如果伊拉

克因「道德清晰」的原因被入侵，那麼其他國家（如北朝鮮）也

必須受到類似的攻擊。

Macha Gessen的觀點用在新聞報導上，主張新聞記者的報導

要善惡黑白分明，而不是追求客觀。

針對這場討論的發言者立場，我們如果運用前述Clark所

建構的客觀性指標中的0代表「客觀」（objectivity），1代表

「中立」（neutral），2代表「投入」（engaged），3代表「倡

議」（advocacy），4代表「黨派」（partisan）來看，則前二者

（Greenberg 和Tucher兩位教授）的立場應該是0和1，而Lowery和

Wallace的立場應該就是2和3，甚至4。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出，學術界偏向強調客觀中立的報導方

法，而實務界，特別是代表少數（例如跨性別者）或弱勢族群 （

例如有色人種），多半會主張投入、倡議，甚至黨派立場的報導

方式。至於倡議進步思想的媒體（例如《紐約客》雜誌）的撰稿

人Masha Gessen則倡議以「道德清晰」取代「客觀性」，因為是兩

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們也無法在指標上找到定位。

面對「客觀性」，《鏡新聞》應該怎麼做？

經過上述的討論，我認為《鏡新聞》在每日新聞的報導中，

特別是選舉新聞的報導，新聞記者應該堅持0（客觀）和1（中

立）的報導立場，才能和目前台灣其他媒體有所區隔。方法上，

前已述及，就是媒體主管在每日的報題會議中必須一再提醒同

仁，「當你在報導這則新聞時，你與中立的距離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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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適當的距離是多少？」、「你要如何報導才能適度呈現你

認為恰當的距離？」、「你報導了A候選人，那B和C候選人你如

何處理？」要不斷地提醒，確實地做到。另外，在一片負面選舉

中，如何不隨候選人起舞，停止每天只在論文抄襲、候選人家人

緋聞等議題上打轉，不再以人為單位做賽馬式的報導，而找到真

正對選民選賢與能有意義的新聞，這是想要做出不一樣新聞、成

為不一樣的電視台的鏡電視亟需面對並解決的問題。

至於深度的「調查報告」，記者則應該對於報導專題提出

具體但可供事實查核的觀點，不排除可以「投入」，也可以「倡

議」的方式，尋求為報導議題進行更深入的剖析。要敢於揭弊，

監督政府及政治人物，且不向權勢低頭。至於要如何才能做出調

查報導的「調查感」，讀者可以進一步參閱翁秀琪在《鏡電視外

部公評人季報》創刊號的〈調查報導的「調查感」〉7一文。

【註解】

1. Poynter 是一家提供美國公民和記者事實查核、媒介素養和新聞倫理訓練的非營利組
織。

2. Roy Peter Clark (2022). “In journalism, ‘objective’ is a good word with a noble history. But 
let’s consider ‘distance from neutrality.’”，本文刊登於Poynter.org。文章原題為：「In 
journalism, ‘objective’ is a good word with a noble history. But let’s consider ‘distance from 
neutrality.」副標則為「Just because journalists choose to be neutral about some things does 
not mean they have to be neutral in all things.」

3. 見https://www.poynter.org/ethics-trust/2022/jouranlism-objective-neutral-disinterested-
nonpartisan-impartial-independent/ 特別是p.3-6。

4. 見https://www.poynter.org/ethics-trust/2017/against-objectivity/
5. 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0G97eEKb4（檢索時間20200928）
6. 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al_clarity。簡單說，就是記者的報導必須是非黑白
分明。

7. 見 h t t p s : / / s t o r a g e . g o o g l e a p i s . c o m / s t a t i c - m n e w s - t w - p r o d / a s s e t s /
documents/20210730quarterly.pdf，頁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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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的申訴制度

英國的BBC採製作人制，製作人為所有節目的成敗及內容負

責。所以，BBC也未設公評人，但是，從BBC在2020年6月公布

的「BBC申訴架構和程序」（BBC Complaints Framework and 

Procedures1） ，可以知道BBC近年也想在申訴制度上有所作為。

BBC的這個「BBC申訴架構和程序」將申訴分為五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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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aints about party 

election, party political and referendum campaign 

broadcasts），以及監管投訴  （regulatory 

complaints）共五大類。其中編輯申訴與鏡電視

的申訴相關最高，簡述如下。

讀者可以參照QR code 1看BBC的完整申訴流

程說明。如果再點入QR code 2即可以看到BBC每

兩週公布的申訴資料統計，另外，從這個申訴報告

QR code 1

QR co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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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BBC的申訴是分為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的申訴回應可以見QR code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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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週來看，BBC One 的Our Next Prime Minister報導收到226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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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兩週內收到466件申訴案，BBC在

10天回應期限內，總共回應了93%的申訴，約433件。

至於第二階段，負責處理申訴的部門是「行政申訴部門」

（The Executive Complaints Unit，簡稱ECU），處理內容包括：

是BBC的哪一個單位 （例如是BBC One 、BBC Two、Radio 4、BBC 

News Cann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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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理的件數就比第一階段少非常多，只有14

件，其中一件不予處理，其餘13件（占比93%）BBC做了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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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這兩週的第二階段報告的結果請見

QR code 4。內容其實也是非常簡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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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曾就BBC申訴制度請教熟知BBC內部狀況的消息來

QR code 3

QR co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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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他表示由於BBC每年需要處理的申訴件數非常多2，因此，BBC

是將第一階段的申訴外包處理，甚至也發展出「罐頭回應方式」。

至於第二階段由ECU負責處理，性質上也比較類似公關的危機管

理。ECU在整個處理過程中，並無編輯審核（editorial review）的

權限，而是必須邀請被申訴節目或新聞的相關部門主管或記者到場

進行審核，最後由ECU從公關危機處理角度撰寫報告。消息來源也

告訴我們，BBC對於許多大案子的申訴處理，倒是會花很多的資源

去做，最具體的案例就是2021年的Dyson Report2。

這也相當程度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在BBC官網上看到的不管是

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的報告都極為簡單，與我們在加拿大CBC、荷

蘭NPO官網看到的公評人申訴報告的深度與廣度相差很多；與同屬

於公關部門的日本《朝日新聞》的「記事審查室」的做法也相當不

同。《朝日新聞》的「記事審查室」由6位資深記者每天比較前一

天的《朝日新聞》早報和晚報，以及東京其他5家報紙的內容，提

供批評與建議。

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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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下面的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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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由於OFCOM是BBC的主管機關，所以如果申訴者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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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者如何向OFCOM提出申訴。由於英國有一個叫做ombudsman-

services.org5的組織，而OFCOM也是此組織的成員，所以BBC

的電視執照相關申訴（television licensing complaints），當閱



114 鏡電視公評人季報  No.4

聽人對於執照費不滿提出申訴時，就是由這個組織的獨立公評人

（ombudsman）負責處理。

英國的申訴制度裡，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是對政黨選舉、政黨政

治和公投活動廣播的申訴（complaints about party election, party 

political and referendum campaign broadcasts）。這種類型的

申訴處理也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申訴由「首席政治顧問」（the 

Chief Adviser, Politics）負責，第二階段的申訴由「編輯政策和標

準總監」（the Director of Editorial Policy and Standards）負責。

BBC目前的「首席政治顧問」是Ric Bailey6，他也是BBC處理

政黨選舉、政黨政治和公投活動廣播的申訴時第一階段的負責人。

第二階段的負責人是「編輯政策和標準總監」，目前擔任此職務的

是David Jordan7，他在2007年10月成為BBC的「編輯政策和標準

總監」。在2017年4月，Jordan開始被賦予監督BBC申訴流程的責

任，目前也是國際新聞公評人組織ONO的董事。

至於這類型申訴結果如何呈現，可以在「BBC申訴架構和程

序」中看到。BBC建議此類申訴應以Email傳送書寫檔，並附上申

訴理由及充分證據。申訴人送出申訴案後，會收到一份書面的回

應，說明申訴流程和相關時程。第一階段的申訴結果，會由「首席

政治顧問」以書面回覆申訴人，並告知如果不滿申訴結果可以如何

申覆。第二階段的申訴結果，則由負責的「編輯政策和標準總監」

以書面回覆申訴人，並告知如果不服申訴結果，可以如何向下一階

段的OFCOM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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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https://www.mnews.tw/story/20220803omb001 根據這篇《澳洲公共廣電系統ABC將
於近期引進外部公評人制度〉，讀者可以看到「英國BBC 的行政申訴部門評估了大
約0.3%的觀眾反應，而澳洲公視的ACA（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部門處理
的比例為10%。」這裡所指的BBC的行政申訴部門指的就是本文中提及的，負責處理
第二階段申訴的ECU（The Executive Complaints Unit）。

2.  本文作者根據https://www.bbc.co.uk/contact/sites/default/files/2020-06/BBC_Complaints_
Framework.pdf「BBC申訴架構和程序」的內容，了解BBC每年接獲閱聽人對於BBC節
目或新聞的評論、讚賞或查詢，多達上百萬件，平均一天就有3000件。每年的申訴則
達25萬件左右。

3.  見http://downloads.bbc.co.uk/aboutthebbc/reports/reports/dyson-report-20-may-21.pdf
4.  同註2，頁17。
5.  https://www.ombudsman-services.org/
6.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eople/ric-bailey
7.  https://pbibrussels2021.be/david-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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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外部公評人制度

澳洲公共廣電系統ABC已經追隨英國BBC、加拿大CBC、荷

蘭 NPO和澳洲的SBS，引進外部公評人制度。

澳洲公共廣電系統ABC董事會近期委託前英聯邦和新南威爾

斯州的公評人約翰．麥克米蘭教授（John McMillan）和前澳洲

SBS（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BS）新聞和時事部門的

主任吉姆．卡羅爾（Jim Carroll）針對ABC原有的申訴處理程序進

行獨立審查，審查報告對於過去ABC處理申訴的表現表示認同，

並提出了應進一步建立公評人制度，以加強公眾對申訴過程的信

任和信心。1

這個獨立審查是由ABC董事會於2021年10月委託麥克米蘭教

授和卡羅爾先生對ABC原有的申訴處理進行極為詳盡的檢查，收

集分析的資料包括公眾意見和相關個人的討論。

ABC董事會已完整公布獨立審查的內容 2，所有建議均已

被ABC董事會接受，並考慮如何具體實施這些建議。主要建議

是，ABC應保留內部流程作為解決申訴的第一線，並引入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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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budsman的新角色來讓申訴制度更趨完整。

ABC主席Ita Buttrose3也表示，本次審查中概述的變革計劃對

於維持公眾對ABC的牢固信任和信心至關重要。報告同時指出，

「獨立性」是ABC建台的基石。因為ABC是提供澳洲人民重要廣

電服務的機構，它對於申訴處理的公平性和反應速度就更顯重

要。4

在考慮了內部和外部申訴處理模式的案例後，審查報告建議

設立一個新的ABC公評人職位，由ABC董事會任命、並向ABC董事

會報告，任期固定。這一角色將是對ABC現有的內部申訴處理和

澳洲通訊和媒體管理局（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外部審查的兩層模型的補充。

這種制度設計支持編輯獨立性，並與其他公共媒體的做法一

致，包括英國的BBC、加拿大的CBC和澳洲的SBS。新設的ABC

公評人將領導擴編的ABC編輯申訴部門，並有權審查申訴結果。

至於報告中對於申訴流程的改善建議包括5：

1. 對不滿意的申訴人進行審查或重新考慮的過程

2. 將申訴的時限延長至報導出現後3個月

3. 重新考慮協助申訴人「對投訴的主題產生足夠的興趣」

4. 改進與申訴人間的溝通

5. 讓網站上的申訴系統更易使用

6. 提供更靈活可用的線上申訴表格

7. 提供快速解決申訴的方案選項

8. 儘量提高投訴結果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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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報告也注意到ABC原來的申訴調查結果「相當透明」，

並表示應在接受調查的大量申訴案件以及解決許多申訴案件的非

正式方法的背景下，考慮維持申訴的低比例。他們指出，英國

BBC的行政申訴部門評估了大約0.3%的觀眾反應，而澳洲公視

ABC的ACA（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部門處理的比例則

為 10%。

ABC申訴處理程序的獨立審查報告還呼籲應該進行更多的人

員培訓，並要求ABC在未來12個月內針對其編輯標準進行審查，

包括邀請公眾參與表示意見。

澳洲公共廣播公司ABC任命 Fiona Cameron為首位公評人

澳洲公共廣播公司ABC任命 Fiona Cameron為首位公評人已於

今年（2022）9月正式上任，任期3年，帶領一個叫做「編輯申訴

單位」（editorial complaints unit）的申訴部門，此部門是從原來的

「閱聽人與消費事務部」（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延伸而

來。6新角色是外加於ABC現有的內部申訴處理和由ACMA外部審

查兩層模型之上，以類似於其他公共媒體組織（包括BBC、CBC

和SBS）等的方式來支持編輯獨立性。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簡稱ACMA）是

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監管澳洲的通信和媒體服務。其性質

類似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ameron女士過去30年的工作經驗，廣及媒體、公共政策和

申訴流程，最近的一份職務是在ACMA擔任全職委員。她是ACMA

董事會的消費者相關事務主管，負責與廣播和電信行業相關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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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消費者事務。

在加入ACMA之前，Cameron在Screen Australia擔任了10年

的執行長，負責實施新專案和新的組織結構。她的其他經歷包括

DMG Radio—Nova 100的總經理、澳洲廣播網絡的總經理兼公司

事務總監、Aurora社區頻道的執行長，以及澳洲電影電視和廣播

學校、澳洲商業廣播電台的各種董事會職位。在她職業生涯的早

期，她還曾在州和聯邦層級擔任過各種政治顧問職務。

ABC主席Ita Buttrose表示，新的ABC公評人角色對ABC及其觀

眾來說都是一個重要角色。Buttrose表示，ABC公評人的角色是為

了ABC申訴處理程序進行獨立審查而設立的，這將有助於加強現

有的申訴處理流程，以反映閱聽眾對ABC的信任。

申訴審查辦法由ABC董事會於2021年10月委託前英聯邦和新

南威爾士州公評人約翰麥克．米蘭以及前SBS新聞和時事總監吉

姆．卡羅爾進行。ABC總經理大衛．安德森（David Anderson）

表示，任命Fiona Cameron擔任該職位將有助於維繫ABC與觀眾間

的信任和信心。

Fiona Cameron已於2022年9月下旬開始擔任ABC公評人。

【註解】

1. 見https://about.abc.net.au/statements/independent-review-of-abc-complaints-handling-
procedures/

2. 見https://about.abc.net.au/wp-content/uploads/2021/11/Independent-Review-of-ABC-
Complaint-Handling-Public-Consultation-Paper.pdf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ta_Buttrose
4. 同註1
5. 同註1
6. 見ht tps : / /mumbre l l a . com.au/abc-appoint s -acmas - f iona-cameron-a s - i t s - f i r s t -

ombudsman-749486。其餘參考資料請參照ONO會員8月新聞信，頁4。https://www.
theguardian.com/media/2022/aug/01/abc-appoints-former-coalition-media-adviser-fiona-
cameron-as-ombud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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