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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底各界批判政府不當進行新聞置入；在此壓力下，立法院

迅速通過《預算法》第62條之1增訂條文，禁止政府置入，並要求政府

宣導均必須揭露。但本文指出，該增訂案要求政府宣導均需標示為「

廣告」的做法，抵觸了現行廣電法規中對於廣告和節目必須分開，以

及廣告時間不得超過節目時間六分之一的規定，因此窒礙難行。本文

建議，政府出資的宣導案，其標示規定必須區分平面媒體和廣電媒體

的差異，才不會抵觸現行法規中的相關規範。

本文進一步指出，他國（如美、加、英）除要求標示或揭露的責

任外，對於具有爭議性和政治性質的政府宣導，包括政府廣告，均加

以禁止，或有嚴格的限制，值得我國參考。

關鍵字： 政府置入、揭露、政治性宣導、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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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久以來，政府訊息置入新聞的問題，備受詬病（蕭肇君，

2004；林照真，2005，2006；陳炳宏，2005；劉蕙苓，2005，
2008）。近年來不但愈演愈烈，更導致新聞專業變質 

1
，優秀新聞記者

不斷出走，近一年來部份報紙和新聞雜誌也特闢專題抨擊（田習如，

2010年11月24日；李佳鴻，2011年1月20日）。而資深媒體人黃哲斌

（時任《中國時報》的調查室主任記者）斷然於2010年12月初辭職，

並在部落格上密集為文批評、號召連署抗爭（黃哲斌，2010年12月13
日、2010年12月14日）。這迅速引發一波波傳播學界及公民團體大量

連署抗爭。

政府在民意的壓力下不得不快速回應。2011年1月12日立法院三

讀通過《預算法》增訂第62條之1，規定：

「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暨公

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的財團法人，及政府轉

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轉投資事業，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時

，應明確標示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同時，立法院院會在處理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也決

議，行政部門不論中央或地方固有政令宣導必要，但應遵守三項原

則，一是避免政府廣告強調個別首長；二是政府政策性文宣應標示為

廣告；三是政府對政策宣導不得購置業配新聞及政治性的置入性行

銷。

1甚至中國大陸政府也購買台灣媒體的新聞；為此陸委會遭到監察院糾正（監察

院，2010；曾韋禎、蘇永耀、趙靜瑜，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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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在2011年3月24日行政院會議又通過了《衛星廣播電視

法》修正草案。該草案（第31條）明確要求衛星廣播電視不得「播送

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以及不得「播送受政府委託，而

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目」等。該草案（第32
條）容許衛星廣播電視業者接受贊助，但限制條件則是應於節目前後

「揭露」贊助者訊息。

由於《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尚未正式通過，而《預算法》

增訂案其實在倉促修法下，尚有不少漏洞；而部份政府宣導案的媒體

露出已顯示法規落實的困境 
2
。第一、廣告與新聞的應清楚區分。例如

2011年4月1日，媒體觀察基金會和台灣記者協會召開記者會，以中油

為國光石化辯護的廣告為例，批評政府宣導的標示不實和平面媒體

規避法令。他們指出平面媒體常將政府宣傳標示為「廣編」或「專

輯」，企圖混同新聞，魚目混珠（曾韋禎、陳永吉、林毅璋，2011
年4月2日）。同時，記者會中，出示了一份台灣趨勢研究公司在3月
底做的民調，顯示在723名受訪者中，真正知道「廣編」、或者「專

輯」指的就是廣告式的新聞的只有不到40人（5.4%）。因此，該記者

會要求政府宣導應明白標示為「廣告」，才不會有欺瞞讀者之嫌。他

們並要求「在《預算法》中增訂進行政策性廣告之執行規範，使『廣

告』與『新聞』兩者的區分能更加清楚。」（管中祥、李子瑋，2011
年4月7日）。

第二、《預算法》主要是基於對平面媒體管制的思維，不適用於

廣電媒體。《預算法》第62條之1要求政府宣傳應標示為「廣告」，

但與現行的相關廣電法規有所抵觸。因為現行廣電法規的原則，包括

2其他受到詬病者尚有對「政府機關」的定義，現行的規定為：「政府各機關暨

公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的財團法人，及政府轉投資資本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轉投資事業」，但是，對於政府轉投資百分之五十之以下者，就可以

採取置入性行銷嗎？會不會成為政府的白手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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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和節目必須分開以及廣告時間有上限（《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
條與第23條）。

第三、政府是否可以針對爭議性議題進行宣導？立法院附帶決議

中要求不可強調個別首長，那麼除此而外，其他均可嗎？在上述記者

會中，公民團體指出在日本的核災不斷升高威脅之下，我國核四要變

更700項設計的新聞曝光後沒幾天，就有平面雜誌大幅刊登「廣編特

輯」，內容指核電廠乾淨而安全。記者會中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代表

便指出，政府擁有龐大預算進行宣傳，已「嚴重阻礙公共議題的討論

空間，讓弱勢者的反對聲音處於相對更不利的位置」（宋碧龍，2011
年4月2日）。

因此，本文將參酌先進國家的部份規範，討論以下兩點，拋磚引

玉，提供各界研議。一、依據現行法規，廣電媒體的政府宣導是否能

夠標示「廣告」？二、政府宣導皆可開放廣告或贊助嗎？是否需要限

制某些內容？

在進入正式討論前，我們必須先對以下名辭和政府宣導的關聯，

先作一界定並說明其內涵：

一、置入性行銷

《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2條第13項首度對置入性行銷提

供定義：「置入性行銷：指為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行銷或

宣傳，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於節目中呈現特定觀念、商品、商標、

服務或其相關資訊、特徵等之行為。以上定義包括下列三個主要概

念：（1）以行銷或宣傳為目的；（2）有償或具對價關係；（3）具

體而直接的介入新聞／節目之製播（因為其目的是要呈現特定觀念、

商品、或相關資訊等）。

其實，這個定義中的第一點和第二點也是「廣告」的定義。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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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行銷而言，最關鍵的是第三點，也就是具體而直接的要求在節目

（包括新聞）中呈現特定的內容，因為這是直接干預新聞專業（包括

不偏不倚、編輯獨立，以及正確真實）。相關的研究即指出新聞置入

的作法已嚴重威脅新聞專業（林照真，2005，2006；陳炳宏，2005；
劉蕙苓，2005，2008）。

此外，政府付費購買新聞的做法，更破壞新聞媒體所具有的監

督政府的「第四權」功能（林照真，2009 年9 月11 日；劉蕙苓，

2009；周瓊惠，2005）。政府購買新聞宣導但卻並未揭露的作法，構

成所謂「隱匿性宣傳」，閱聽人顯然受到欺暪，違反資訊自由公開的

民主政治基本原則；而一旦讀者發現政府購買新聞，將廣告偽裝為新

聞，對新聞記者及專業的信任度亦將崩潰（王泰俐、蘇蘅，2009；張

郁敏、彭賢恩，2008；彭賢恩，2007；羅文輝、劉蕙苓，2006）。

不過，對於戲劇、綜藝等節目、流行歌曲等類型而言，如果並沒

有對創作發揮和節目品質造成明顯威脅，在台灣似並無太大爭議（邱

啟紋，2009；徐振興、黃甄玉，2005）。例如，行政院所通過的《衛

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中，雖然全面禁止政府宣傳運用置入性行銷

方式，但已開放非政府部門在新聞和兒童節目以外的內容進行置入性

行銷，但以不應「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直接鼓勵購買物品、服務

或誇大產品效果」，同時，「並應依規定於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露

置入者訊息」。也就是說，只要揭露訊息來源，並且不「直接鼓勵購

買物品、服務或誇大產品效果」或「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則均

開放置入性行銷的宣傳（第23條）。 
3

3歐盟近年來已放寛對置入的限制，影音媒體服務規章的第11條規定：為了影音

媒體服務所製作的影片與劇集、運動節目、輕娛樂節目均可置入。但兒童節目仍然

禁止（張錦華、洪貞玲、林麗雲、王泰俐，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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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該法草案所謂不能「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的用辭，其實需

要更明確定義 
4
。因為「置入性行銷」不同於廣告者，正是把產品、品

牌、商標等產品或服務相關訊息融入電影或戲劇情節中，企圖使閱聽

人在觀賞電影或電視節目時，不知不覺接觸這些訊息。因此，相關研

究指出，這正是一種經過刻意安排置入的訊息，其爭議之處，正在於

其訊息是經過人為安排（王毓莉、徐振興，2005）。

置入性行銷目前已無所不在，從電影、歌曲、戲劇、賽事、各

項公關活動等等。有很多國家（如英國、韓國、日本、加拿大、歐盟

等）的電視規範仍嚴格限制（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王泰俐，

2011）。由於在政府宣導部份，目前我國法規已禁止置入性行銷，因

此，本文不再針對置入做更深入的討論。但是，置入行銷之所以為識

者多所詬病的「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問題，在「贊助」的概念和

規範中，又應如何避免呢？

二、贊助的定義

在《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2條第12項亦首度對「贊助」

作出定義：贊助：指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為推廣特定名

稱、商標、形象、活動或產品，在不影響節目編輯製作自主或內容呈

現之完整情形下，而提供金錢或非金錢之給付。

很明顯的，相對於置入，贊助的概念也有三點特質：（1）其目

的為推廣特定名稱、商標、形象、活動或產品；（2）提供金錢或非

金錢之給付；（3）應不影響節目編輯製作自主或內容呈現之完整情

形，也就是尊重編輯及節目編輯製播的自主權。前面兩點和置入相

同，但置入和贊助的主要區別，則在於後者不應影響節目內容的完整

42004年歐盟執委會的傳播解釋會議（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決議中，

針對置入的內容不應有「過度影響」（undue influence）、「過度的推銷效果」

（undue promotional effect）、「過度呈現」（undue prominence）均做了詳細定義，

值得參考（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王泰俐，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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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應尊重編輯製播自主權。

《預算法》第62條之1和《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的基本原

則是禁止政府進行置入（直接影響特定內容），但可以在不影響編輯

自主的條件下提供贊助，同時必須加以揭露。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政府宣導而言，當然是為推廣特定的政策資

訊或服務；但法規又要求不應影響編輯自主的和內容完整性。由此可

見，維護媒體的編輯自主性（不僅是新聞，也包括節目）十分重要。

但如何界定政府宣導贊助是否影響自主性？目前並無規範。《衛星廣

播電視法》目前正在修法，亦應考慮納入進一步之規範，但本文以討

論《預算法》為主，此處即不再分析。

以上我們了解置入和贊助的基本意旨後，接下來，我們即可進一

步來探討《預算法》第62之1條中的標示廣告和政治性內容限制的問

題。

貳、標示廣告的問題

在這一系列的修法及趨勢中，已很明確的禁止政府宣導以置入

的方式為之，無論是新聞和節目均不可，《預算法》第62條之1則開

放政府宣傳透過廣告和贊助的方式，但加上揭露原則：「編列預算辦

理政策宣導時，應明確標示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對平面媒體而言，要求標示「廣告」，並揭露出資單位實為基本

負責的做法，也是相對簡單可行的，只需要在版面空間上標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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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涉及其他的規範。但即使如此，平面媒體仍多所規避 
5
，如多用

「專輯」、「廣編」、「特輯」或「企劃」為之，未按「XXX（機

關名稱）付費廣告」方式刊出，以致讀者無法區辨。

但對於已有完整法規的廣電媒體而言，則複雜得多。接受贊助的

節目若標示為廣告，將明顯抵觸現行廣電法規中兩項規範。第一個規

範是廣告和節目應明確區分，如《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規定「節

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第二個規範是限制廣告時間，

如《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3條規定：「廣告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

時間六分之一」。

也就是說，依據《預算法》第62條之1的要求，政府宣導若採取

非置入的其他形式（如：贊助、出資、製作等形式），均需標示為廣

告。但是，就廣電媒體而言，整個節目或新聞就成為廣告，顯然就違

反現有的法規要求（包括節目與廣告區隔，以及廣告時間的上限）。

因此，政府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宣導方式（廣告除外）！那麼，政

府宣導要求揭露或標示的規定其實並沒有意義。所以，就廣電媒體而

5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發布的2011年3月的觀察報告，「複合型置入行銷方興未

艾 媒體守法自律面臨嚴峻挑戰」新聞稿就指出，「儘管今年元月26日政府頒布「預

算法增訂第62條之1條文」施行，其中規定「政府機關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

行」，但媒體泰半未能遵守，仍多以「專輯」、「廣編」、「特輯」或「企劃」為

之，亦未按「XXX（機關名稱）付費廣告」方式刊出。以三月而言，五家主要日、

晚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聯合晚報）「未符法規廣告規

定，便達22則，勉強符合上述法律規定者為24則；只有2月間「經濟部部正式成立

ECFA服務中心」文宣，註明「經濟部國貿局付費刊登」，堪為範例。立委黃偉哲在

4月13日曾為此質詢經濟部長施顏祥，指出委刊以「專輯」、「廣編」、「特輯」

等，皆不符「預算法增訂第62條之1條文」修正規定。要求直接依法「註明單位及付

費廣告」。施顏祥表示，將遵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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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現行《預算法》第62條之1的內容實質上等於禁止了所有的政府

宣導。因此，《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31條和32條）中，對

於政府贊助的標示是要求則是在節目前後揭露，並說明揭露時間不計

入廣告，迴然不同於《預算法》要求標示為廣告，並且較之細緻許

多。接下來的問題就必然是，如果立法院要審《衛星廣播電視法》修

正草案的話，顯然就必須同時要再修訂《預算法》第62條之1了。

事實上，這也是對於揭露有較詳細規定的國家的做法，英國的

《廣電規範》（Broadcasting Code）中，基於「揭露原則」，要求

業者應於節目開始、中或結尾播送「贊助名單」；而且贊助名單主

要的功能是告知閱聽人有贊助的情形，而不是廣告，因此應與節目

有所區隔，而且也不得包含廣告訊息，更不得過於顯著，以避免閱

聽人接收到過多廣告訊息。因此在英國的管制概念中贊助不是廣告

（Broadcasting Code, 2011, 9.6, 9.12, 9.13, 9.14）。

因此，現行《預算法》第62條之1的條文恐必須儘速修正，明確

區分平面媒體廣電媒體的差異；廣電媒體部份的規範則不應抵觸現行

法規中的相關規範。

不過，我們仍需再進一步質疑，即使盡到標示或揭露的責任，

政府是否就可以運用納稅人的錢大量購買政策宣導的廣告或贊助呢？

立法院附帶決議中要求不可強調個別首長，那麼除此而外，其他均可

嗎？事實上，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對於具有爭議性和政治性質的

政府宣導，都有十分嚴格的規範，進一步討論如下。

參、政治性宣導內容與限制

加拿大、美國、英國相當嚴格地規範政府宣導。例如，美國

2004年制定的《綜合撥款法》，規定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不得將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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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未經國會授權的宣傳，並禁止政府部門從事隱藏性宣傳（廖淑

君，2006）。此外，該法規定：若未經國會授權，政府相關機關不

得撥款用於宣傳用途。而何謂宣傳，該法則交由行政機關解釋其進

行宣傳是否具有正當利益及符合國會規範。基本上，依據美國審

計局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解釋，可能違法的

宣傳類型包括隱藏式宣傳 （covert propaganda）、自我宣傳（self- 

aggrandizement）以及純政治（政黨）目的之文宣資料 （purely 
partisan materials）（林秋妙，2010，頁33）。

而所謂「自我宣傳」（self aggrandizement）是禁止「傾向於

強調爭議中的機關或其行為的重要性」（“to prevent publicity of a 

nature tending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of the agency or activity in 
question”）。對於「政府對一般公眾或特定人，散布與機關執行職權

範圍內合理相關之資訊」則並未禁止（林秋妙，2010）。

由以上討論可見，美國對於政府宣導內容的規範，已考慮到應禁

止自我宣傳和針對爭議性內容進行宣傳；同時，再設下國會同意的門

檻，其實也是相當細緻的。

再如，「加拿大政府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s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規定政府只能用傳統廣告的方式進行宣傳，

禁止政府以贊助或置入方式進行宣傳，但對於加拿大人民其權利與義

務，與人民相關之政府政策、節目、服務、施政動機，或警告民眾關

於公共場所健康、安全、環境的種種危機與風險等，均要求政府善盡

宣導之責。同時，加拿大政府若要在媒體上購買廣告，尚必須遵循既

定的流程，且在各階段通過該階段主管機關（如公共工作與政府服務

部、樞密院辦公室、加拿大政府廣告委員會等）之審核，過程十分嚴

謹（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王泰俐，2011）。

具有長期民主政治發展經驗的英國，更明確規範廣電媒體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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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內容的宣傳。《通訊傳播法》揭示廣電媒體管制的基本精神是維護

公民的傳播權（Communication Act, 2003, 3 (1) (a)）。在此精神下，

《通訊傳播法》的內容管制標準包括保護觀眾的權益，確保新聞節目

應公正與正確，限制贊助與廣告，避免對聽眾造成傷害以及限制業者

不得使用任何技術企圖剝奪資訊之傳達，在未盡充分通知情形下影響

其心智等（Communication Act, 2003, 319(2)）。

依據以上原則，英國的廣電法規至少有兩項規定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英國規定新聞與時事類節目不只不應接受置入，也不應接受贊

助；在此，時事節目指的是，「解釋與分析時事與議題（包括政治、

產業爭議或者公共政策）的節目」（Broadcasting Code, 9.12, 9.15）。

主要原因是，新聞與時事類節目與公共事務之討論有關，不應被利益

所左右，如此閱聽人才能得到各方的資訊，其權益才能受到保障。

但我國目前開放政府宣傳，並未排除新聞與時事節目。如僅於

《預算法》規定政府不得進行置入性行銷。也就是說，我國法規僅注

意到避免隱藏性宣傳的原則，但卻未考慮到新聞專業（如公正、獨立

與正確）以及閱聽人權益（如接收各方資訊）的原則。因為我國尚未

考慮到上述原則，才會發生前述記者會中提到的核四變更700頃設計

的贊助宣導案的爭議。

第二，政治性內容亦不應做廣告。基於前述維護閱聽人權益（如

接收各方資訊）的原則，英國傳播法禁止廣電媒體上播出付費的政治

廣告，主要的理由是避免有錢有勢的政黨或團體能用廣告的方式進行

單方面的宣傳，公眾便無法得到不同的觀點。而其對政治的概念是採

取廣義的定義；該國《傳播法》限制政治廣告包括：任何具有政治性

質的團體進行的廣告；為達到政治目的進行的廣告；與產業爭議有關

的廣告（Communication Act, 2003, 321(2)）。該法並說明所謂「政治

性質」以及「政治目的」包括以下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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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影響本國或他國選舉或公民投票結果

（b）影響本國或他國之地方、地區或國家政府的立法變革與過程

（c）影響本國或他國之地方、地區或國家政府的決策

（d）影響本國或他國法律下具有政治功能的公眾之決策與決定

（e）影響國際協約下具有政治功能的公眾之決策與決定

（f）影響英國公共爭議事件中的民意

（g）提高英國或其他地方特定政黨或政治團體的利益，以達到政治 

目的（Communication Act, 2003, 321(3)）。

英國僅開放兩方面的政治廣告，且均以非付費的方式進行。第

一由政府機關製作公共服務性質之廣告，以告知公眾。第二是政黨政

治節目或選舉節目，各電台有責任播出，並遵守Ofcom所制定的規範

（包括各政黨與相關團體節目的長度與頻率）（Communication Act, 

2003, 321(3), 333(2)）；如此各政黨有公平的發言機會，並可控制宣

傳預算（Scammell and Langer, 2006, p. 68）。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美、加、英三國對於政府宣傳的規定均相當

嚴格。英國更標示其維護新聞專業（公正及獨立）及閱聽人權益的原

則；在此原則下，英國禁止對新聞與時事節目進行置入或提供贊助，

並且還規範政治廣告。

相對地，我國的《預算法》第62之1條，僅禁止政府從事置入性

行銷及隱藏性宣傳，剛送進立法院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雖然對於廣電標示方法有較合理之規範，但也未考量新聞專業和閱聽

人權益，可能引發爭議，特別是關於政治爭議的相關廣告與宣導，實

應再做進一步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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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黃哲斌以辭職揭發政府置入新聞、破壞新聞專業的大動作下，引

燃了各界要求馬英九總統兌現當選不做置入性行銷的承諾，行政院和

立法院終於從善如流的迅速修訂《預算法》62條，禁止政府置入性行

銷。但是，該增訂案通過以來，民間監督團體已發現平面媒體上政府

宣導案仍未能清楚明確的標示「廣告」，因而建議再增訂進行政策性

廣告之執行規範。同一時間，當日本地震及核災等複合式重大災難尚

未結束，我國核電廠卻出資宣導核電的安全，這在爭議性政策上政府

宣導是否涉及不公，構成問題。

其實，由於修法匆促，單純僅以《預算法》第62條之1的規範來

試圖解決政府宣導的做法及原則等，顯然有諸多漏洞。本文先針對平

面媒體和廣電媒體性質的規範差異和政治／爭議性政策宣導內容的問

題提出討論。

本文指出，就廣電媒體而言，政府宣導內容若依現行《預算法》

第62之1條的要求，均需標示為廣告，就馬上抵觸了現行廣電法規中

對於廣告和節目必須分開，以及廣告時間不得超過節目時間六分之一

的規定；因此，《預算法》要求揭露或標示為「廣告」的規定根本是

窒礙難行的。

而目前剛通過行政院審查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的要

求則是在節目前後揭露（第31條和32條），並說明揭露時間不計入廣

告，迥然不同於《預算法》要求標示為廣告。那麼，如果立法院要審

查《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的話，顯然就必須同時要再修訂《預

算法》了。也就是說，政府出資的宣導標示必須區分平面媒體和廣電

媒體的差異 
6
。

6當然，網路媒體的標示規範也將有所不同，這也是必須在修法中加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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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行《預算法》第62之1條的條文恐必須儘速修正，明確

區分平面媒體廣電媒體的差異；廣電媒體部份的規範則不應抵觸現行

法規中的相關規範。

除了標示問題外，本文進一步討論，即使盡到標示或揭露的責

任，對於具有爭議性和政治性質的政府宣導，現行《預算法》增訂案

均允許開放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並援引美國、英國、加拿大

等國的相關規範，指出這些國家其實都訂有相當嚴密的規範，主要精

神是維護編輯獨立及民眾權益（應接收到不同觀點），因此都嚴禁政

府的置入性行銷或隱藏式宣傳、自我宣傳以及純政治目的之宣傳等。

英國更細緻地禁止對新聞和時事性節目提供贊助，也限制政治廣告。

相較而言，我國《預算法》第62之1條，僅禁止政府從事置入性

行銷及隱藏性宣傳；剛送進立法院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雖然對於廣電標示方法有較合理之規範，但也未進一步考量維護新聞

專業和閱聽人權益，恐將引發爭議，特別是關於政治爭議的相關廣告

與宣導，實應再做進一步的修法。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宣導具有推廣特定的政策資訊或服務民

眾的任務，是民主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同時又必須兼顧新聞專業和閱

聽人權益，這其間的界線劃分十分重要，不僅涉及《預算法》中對政

府宣導行為的規劃，同時，也需要對廣電相關法規訂出相應的規範。

本文限於篇幅，僅就現行《預算法》第62之1條增訂條文中對政

府宣導行為規範提出討論，但如何界定政府宣導不應影響媒體自主

性，實應進一步研究後續相關廣電法規修法中如何納入，才能真正維

護新聞專業和閱聽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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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Budget Act” Article 62-1 Amendment 
Enough?—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Regulate 

Government Messages

Chinhwa, Chang & Lihyun, Lin

Abstract

While the practice of product plac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Legislative Yuan soon passed the revision of the article 
62-1 of the Budget Act, banning plac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disclosure. This revision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s propaganda 
materials be labeled as advertisements, which, nevertheless, violates the current 
broadcasting regulations –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dvertisements and programs 
and the limit of advertising tim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uture regula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int and electronic media.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as the propaganda of controvers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has been prohibited or closely regulated in such countries as the Great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s regulation on the government messages 
and propaganda should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revised. 

Keywords:  Product plac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principle of 
disclosure,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Budget 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