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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活動

一、主辦與承辦活動 

今年本會主辦與協辦的活動，除了長期以來持

續推動的「本土自製青少年優質節目」相關活動外，

其餘包括： 

（一）「拒絕媒體巨獸 回復新聞專業：大專院校新

聞傳播科系主管聯名反對旺中併購案」記者會 

五月二十七日召開記者會，計有十校傳播科系

系主任聯名反對此併購案。本次記者會由董事林福

岳擔任主持人，而本次連署亦為台灣第一次最大規

模傳播科系主管連署行動。 

（二）901 反媒體壟斷大遊行 

九月一日，本會為發起「901 反媒體壟斷大遊行」

團體之一，在遊行前夕與媒體改造學社共同發表聲

明，指出媒體工作者的勞動權以及媒體壟斷應與入

法與立法。本會除提供經費支援外，亦有多名董事

加入及行政團隊協助執行此活動。 

（三）外部專家學者諮詢座談會 

十月十五、六日邀集實務界人士與學者舉辦外

部專家學者諮詢座談會，由董事長鄭瑞城主持及執

行長陳炳宏簡報「本會六項目標、十二項計畫」及

本年度執行之研究計畫，期許各項目標更臻完善。 

（四）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整合計畫可行性座談會 

十二月十五日邀請國內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之機

構進行座談，由執行長陳炳宏主持，會中除決定整

合媒體素養教育之民間力量，亦將持續推動國內高

中及小學媒體素養教育之師資培訓計畫。 

（五）101 年度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年優質節目五星

獎頒獎典禮 

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會長期主辦的「五星獎頒獎

典禮」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蘇格拉底會議廳舉行，

本次打破以往由單一學校主辦之往例，由台北市立

銘傳國小、新北市立北新國小與台北市立大橋國小

協辦，並邀請公共電視台水果冰淇淋主持人趙自強

與公共電視台下課花路米主持人薛紀綱先生擔任典

禮嘉賓。 

（六）適齡兒童節目標章 

今年接受通傳會(NCC)委託辦理，每半年一次針

對新播或新製且已經持續播出超過一季或以上之兒

童節目（觀看年齡層設定在 12 歲以下），進行評選並

給予適齡標章。結果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公佈，同時

成立專屬網站，不定期公佈相關資訊。 

二、協辦活動 

（一）媒體公民會議 

本會與媒體改造學社於五月十二日於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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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成人媒體識讀的現況、困境與出路」座談會，

邀請世新大學媒體識讀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黃聿

清、輔大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家長協會理事

／媒體素養議題講師張慧心擔任與談人，執行長陳

炳宏為本會主持人。 

（二）反媒體壟斷法修法座談會 

本會與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合作，於九月二十

八日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舉辦修法座談會，目的

希望回歸政策面以作為日後修法基礎，因此，由本

會常務董事羅世宏提供修法版本，並邀請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教授施俊吉、清華大學科

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翁曉玲、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副教授洪貞玲、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鄭秀玲教授擔

任回應人。 

三、議題倡議活動 

本會長期關注媒體產權與製播內容，以維護媒

體健全發展，同時希冀具體落實媒體自律機制，因

此，今年在議題倡議及活動推動主要分為三部分：  

（一）公視董監事延任問題 

今年三月與媒體改造學社、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代表共同拜會新聞局及立法院四黨黨團，要求新聞

局積極協調立法院，按照公視法重新組成公正審查

委員會並超越黨派進行公開審查。務使「公共電視

法」修正案於合理期限內通過。 

（二）中嘉及壹傳媒併購案 

針對媒體併購案的問題，本會秉持媒體應多元

發展，並兼具公共責任原則的基準下，除三月與民

間團體共同發表聲明要求通傳會針對旺中媒體集團

破壞新聞專業自主與棄守媒體「社會公器」之角色

情形，召開正式聽證會外，更陸續參與舉辦聽證會、

記者會（詳見上頁：主辦與承辦活動）。 

而 901 遊行後，除協助召開「反媒體壟斷法修

法座談會」外，十月發生壹傳媒併購案後，十二月，

多名董、監事參與由傳播學界發起之「123 傳播自由

週活動」，同時本會亦參與「901 反媒體壟斷大聯

盟」，持續推動修法與立法工作。 

（三）媒體自律組織觀察與媒體素養教育推動 

今年除進行網站改版外，亦受理媒體申訴案

件。除參與衛星電視公會自律委員會外，四月與各

社會團體推動多年之第一個單獨報業自律組織「蘋

果日報自律公約與自律委員會」正式運作。 

另外，亦於十二月逐步整理與公佈國內各家電

視台自律情況。針對媒體素養教育，於十二月十五

日舉辦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整合計畫可行性座談會，

決議未來應加強國內中小學師資培育計畫，並建立

媒體素養教育資源整合平台。

貳、計畫／調查

依循本會宗旨及整合階段性目標擬定四類目標

十二項計畫，並正式委託各學校單位進行研究計

畫，針對台灣媒體表現建立長期而深入的觀察分

析，落實本會目標，而 101 年度則優先執行下列七項

計畫。 

一、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年優質電視節目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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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固定辦理之活動】 

本會自九十年度起，於每季初進行下一季之優

質節目推薦。在播映前先由專家學者、民間團體、

教師、家長、學童等人士共同評選，並製作優質節

目推廣單，以供民眾索取作為選擇收視之參考。 

二、適齡兒童電視節目標章 

【本案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本會辦理】 

半年為一期的方式，針對首播且新製節目之內

容，且已經持續播出超過一季或以上之兒童節目（觀

看年齡層設定在 12 歲以下）進行評審，並給予適齡

標章。 

三、新聞媒體專業表現調查報告 

【合作單位：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劉昌德執行

（政治大學新聞系合作「提昇台灣媒體品質相關計

畫」）】 

以問卷調查方式，每年度邀請專業人士或專業

團體（2012 年邀請大專院校擔任「採訪寫作」相關

科目的教師作為評鑑母體）評估電視與報紙新聞表

現，預計於 2013 年三月公佈結果。 

四、建立談話性節目觀察與評鑑指標 

【委託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唐士哲執行】 

針對台灣現有時事談話性節目進行總體檢，進

行重點式長期監看，建立評鑑指標，並蒐集政論節

目所引發爭端事例，探索建立時事議題談話節目內

容製播準則與自律規範的可能。預計於 2013 年七月

公佈結果。 

五、新聞正確性教室 

【委託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助理教授王維

菁執行】 

針對平面新聞，每月輪流抽取兩則新聞，一則

為當月重大事件，另一則為隨機抽樣抽取。針對所

抽樣之新聞內容、報導的主客觀錯誤等進行分析，

並與專家及讀者進行對話。預計於 2013 年七月公佈

結果。 

六、台灣媒體之中國置入現象調查報告 

【委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執行】 

2010 年監察院調查發現，旺旺中時和聯合報系

均接受中國政府新聞置入，因此，本研究擬以中國

參訪團來台期間，比較四家主要報紙相關報導，分

析其新聞專業表現，並聚焦在新聞專業意理分析中

國置入新聞內容品質，了解其如何建構新聞／廣告

內容。預計於 2013 年三月公佈結果。 

七、媒體報導申訴中心  

【本會直接辦理，與元貞法律律師事務所合作】 

本計畫分為兩大項，第一大項：評議/調解及投

訴機制建制。第二大項：弱勢/特殊個案主動協助。

建立民眾的投訴機制，並針對弱勢個案進行救濟與

協助。 

參、行政報告

一、人事 

本會人員編制為：專職二人、兼職五人。代執

行長蔡秀芬於 101 年三月初離職（100 年 12 月～101

年 3 月），三月十四日聘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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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教授陳炳宏擔任執行長。另因承辦適齡兒童節

目標章評選，先後於九月、十月公開徵才聘任兼任

助理三名，工讀生兩名，亦請台灣科技大學數位學

習與教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辛靜婷擔任計畫協同

主持人。 

二、網站改版 

五月進行改版，將部落格形式，更改為入口網

站形式（http://www.mediawatch.org.tw）。分成以下三

個主題。 

一、媒體教育：新增「兒童暨青少年優質節目」、

「適齡兒童節目標章」，另新增「出版品」讓民眾可

快速訂閱及直接觀看「電子報」及出版品資訊。 

二、研究計畫：新增「計畫/調查」，定期公開

發表傳播研究計畫。 

三、媒體監督：新增「申訴媒體」與「資料庫」

系統。 

三、募款機制 

本會今年二月改良原有捐款單外，並開始健全

捐款流程與機制，捐款將必須於捐款日開始計算十

四天內送達，使捐款制度更加完善。同時，為讓海

外人士有更便利的捐款管道，本會於八月與美國

「Give2Asia」接洽，九月送交申請表（G2A FS 

Preliminary Application），十二月四日 Give2Asia 董事

會正式通過本會申請，雙方簽訂合作（Fiscal 

Sponsorship Agreement）成為台灣第五個委託 Give 2 

Asia 受理捐款之基金會，美國、加拿大、香港地區

的捐款人可透過媒觀在 Give2Asia 的專屬網頁

（http://give2asia.org/taiwanmediawatch）進行線上捐

款。 

同時，無論海內外捐款本會每月 15 日左右皆會

於網頁登載捐款徵信，以召公信。 

四、財務收支* 

101 年度收入分析表 ** 

捐款收入 4,798,714.00

報名費收入 159,000.00

銷貨收入 20,804.00

利息收入 22,783.00

總 計 5,001,301.00

 

101 年度支出分析表 

薪資支出 975,842.00

薪資支出-公司提繳 35,885.00

租金支出 341,000.00

郵電費 67,420.00

水電瓦斯費 13,219.00

廣告費 59,250.00

保險費 74,595.00

什費 175,354.00

雜項購置 38,633.00

勞務費 573,909.00

出版費 158,335.00

研究計畫案經費款 320,920.00

國人自製優質節目五星獎典

禮活動費 

248,068.00

適齡兒童節目標章專案費 135,810.00

總 計 3,218,240.00

*2012 年度本會因新董事會推動新的業務尚屬規劃

階段，支出較有限，故出現明顯的餘絀，預計之後

收支應可漸趨平衡。 
**本會監事魏明光先生透過 Give2Asia 捐款 5 萬美金

於政大新聞系之「提昇台灣媒體品質相關計畫」採

專款專用方式，並指定與本會合作執行計畫，而此

筆捐款不納入本會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