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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國有兩個較為知名的英語頻道，一是 2000 年 9 月開播的中央電視台

英 語 國 際 頻 道 （ 原 CCTV-9 ， 2010 年 改 名 為 中 央 電 視 台 英 語 新 聞 頻 道

CCTV-NEWS），每天播出 24 小時，主要針對英語系國家播出；二是 2008 年 1

月開播的上海外語頻道（International  Channel Shanghai；簡稱 ICS），為由上

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現為上海廣播電視台與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1，簡

稱 SMG）創辦的第一家省級外語電視頻道。中央級的英語頻道旨在對外宣傳中

國國家形象，而省級的英語頻道則肩負著提升城市國際形象、對外文化交流、提

高中國對外傳播能力等任務。以下分別就上述兩頻道進行介紹： 

中央電視台英語新聞頻道 （CCTV-NEWS） 

台呼：CCTV-NEWS, Your Link to Asia 

頻道目標：成為與 BBC 和 CNN 比肩的國際新聞頻道 

頻道定位：中國立場、亞洲視野、國際化表達 

中央電視台英語國際頻道（CCTV-9）為央視繼 CCTV-4（中文國際頻道）

之後開播的第二個國際頻道，於 2000 年 9 月 25 日正式作為央視的第九套節目開

播。其目的為向全球觀眾以獨特中國的角度報導新聞資訊，增加中國觀點。2010

年 4 月 26 日，央視英語國際頻道（CCTV-9）轉型成為中央電視台英語新聞頻道

（CCTV-NEWS）。 

央視英語新聞頻道（CCTV-NEWS）總部位於中國北京，是一個 24 小時全

英文播出的新聞頻道，通過 6 顆衛星傳送訊號，在全球 147 多個國家和地區共擁

有 1 億多用戶，它與中央電視台西班牙語、法語、阿拉伯語和俄語四個國際頻道

構成了中央電視台多語種的國際傳播平臺。CCTV-NEWS 主要節目類型為以新聞

                                              
1上海廣播電視台、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統稱 SMG）的前身是成立於 2001 年 8 月的上

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由原上海電視台、上海東方電視台、上海有線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

上海東方廣播電台等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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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深度報導、評論節目和紀實類專題等，內容主打新聞和英語兩大因素，打

造專業英語新聞頻道，被視為「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 

CCTV-NEWS 原將 CNN 和 BBC 作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希望在一些重大國

際事件報導上與它們比影響力。但以 CCTV-NEWS 的資源而言，若要像英國 BBC

和美國 CNN 那樣時時刻刻關注國際重大事件，其實力有未逮。更何況

CCTV-NEWS 作為中國對外傳播的官方傳媒，其在報導內容、方式、立場等方面

不可能與 BBC 和 CNN 相同，CCTV-NEWS 團隊後來進行自我修正，將頻道目

標調整為「成為與 BBC 和 CNN 比肩的國際新聞頻道」。為了達到這個目標，

CCTV-NEWS 總結多年對外傳播的經驗和教訓，逐步將頻道定位修正為：中國立

場、亞洲視野、國際化表達。以新聞資訊報導為主，輔以深度報導、評論節目和

紀實類專題節目，在即時、準確、全面地報導中國發展變化的同時，增加國際新

聞的報導量，強調以發展中國家優先為原則，特別把亞洲作為報導重點，努力發

出代表中國和亞洲的聲音，為海外觀眾提供亞洲視野。  

為了與調整後的英語新聞頻道整體定位相吻合，英語專題節目從題材和角

度、敘述風格、節目包裝等方面進行改進，嘗試聘請更多的外籍主持人和來自國

外的製作團隊，使專題節目風格更適合國外觀眾欣賞。 

在新聞報導方面則加強與央視台內合作，積極採用央視社會部、地方部、經

濟部、軍事部、評論部編採的新聞，並在全中國 30 個緊急報導點配搭英語記者，

即時報導中國國內突發事件。而在 CCTV-NEWS 北京總部的 22 個雙語（中/英）

和三語（中/英/法、中/英/阿等）記者則為機動採訪部隊，負責國內重要新聞和

重大突發事件採訪報導。另輔以央視駐外記者的力量，同時持續擴大海外特約記

者數量，覆蓋亞洲地區和美、歐、非以及拉美、中東、莫斯科等重點地區，與

CCTV-NEWS 駐外記者形成有效互補。 

在排檔方面，央視英語新聞頻道並根據亞洲、歐洲、美洲各個黃金時段之不

同，調整重點新聞播出時間，增加新聞更新量，滿足不同地區觀眾的需要。另外，

在專題節目方面，則統一由央視外語頻道節目部生產，提供央視英語、西班牙語、

法語、阿拉伯語和俄語五個頻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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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語頻道（ICS） 

台呼：ICS, We Vaule Your Future 

ICS, I SEE Shanghai  用影像見證這座城市

的成長 

頻道目標：提升上海國際影響力，向世界展示當下的上海、真實的上海，讓世界

理解並喜愛上海 

頻道定位：宣傳和解釋上海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城市精神氣質，為上海的國際居民

和國際友人提供全面的精神享受和資訊服務 

2008 年 1 月，上海外語頻道（International Channel Shanghai；簡稱 ICS）由

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正成立，成為第一個 24 小時播出的地方外語頻道。但其

前身，則要從 1986 年開始起算。1986 年 10 月，上海電視台首先提供英語新聞，

時間早於中央電視台的英語新聞節目。1995 年 9 月，上海電視台成立了外語台，

每天播出兩個小時的外語節目。1996 年上海電視台成為中國第一家向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 CNN 提供英語新聞的媒體。1998 年上海電視台的外語節目隨著上海

衛視的成立也開始由衛星傳送播出。2008 年 1 月 1 日，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

決定將原東視音樂頻道停播改播出上海外語頻道，用以對 2010 年上海世界博覽

會進行熱身宣傳。 

上海外語頻道是目前中國大陸地區唯一以中、英、日語 24 小時播出的地方外

語綜合頻道，首播節目時間為 7.5 小時，播出語言以英語為主，輔以中文和日語

節目，並配有中文字幕。開台初期目標為宣傳 2010 年上海世博會，為此該頻道

訂定了宣傳報導世博會的三年行動計畫，用以提高世博會在上海國際社會和本地

外國居民中的關注度。上海世博會結束後，上海外語頻道將目標觀眾定為 16 萬

外籍常駐人口與每年約七百萬國際旅行者，以及 15 到 40 歲高收入/知識的上海

民眾。同時進行節目內容改版，新版節目內容年輕化、時尚性強，實用資訊多，

並且更加精緻與貼近生活，為目標觀眾提供一個涵蓋新聞、時尚、資訊及影視等

節目的綜合性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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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播出節目類型分別為新聞、資訊、時尚、娛樂、家居休閒、體育、談話

節目和外國節目。其中自製節目部分強調由中國國內的文化界名人做為頻道主持

人或來賓，探討全球化時代下各行各業的各類問題，如此一來不但引起中國國內

文化界的高度關注，更成功達到行銷宣傳頻道的目的。同時上海外語頻道也引進

來自 BBC、NHK、Discovery channel 等優質節目，讓節目風格更具多樣化。 

上海外語頻道員工數約為 160 人左右，1/2 以上員工為節目製作人員。其母集

團為上海廣播電視台與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SMG），集團全年廣告由

專門廣告公司承包，頻道運營較無資金的壓力，反而更有充足的集團資源有利於

自製節目。  

上海外語頻道相較於其他地方對外頻道和央視英語新聞頻道有以下幾個基本

特色，成為成功吸引觀眾收視的關鍵： 

一、 內容編排以文化娛樂類節目為主，純新聞節目比例較少，且幾乎沒有時

政新聞，選題角度貼近外國人喜好，除報導本地新聞外，也一併提供

海外報導。如 2011 年 4 月的英國王室婚禮，上海外語頻道是中國唯

一一家對婚禮進行了長達 7 小時直播的媒體，當時造成不小的轟動。

文化娛樂類節目則形式活潑，選材新穎，特別規劃一系列重點節目形

成品牌效應。另外強調觀眾的參與度，以實境秀節目《衝刺！上海》

為例，參加者均為外籍人士，造成該節目在外籍觀眾中頗受歡迎。 

二、 充分利用新媒體延伸頻道的覆蓋範圍。上海外語頻道作為上海的有線電

視頻道，從傳統收視模式上來看，只能通過上海有線電視網路傳送到

900 萬戶收視戶家中，覆蓋有限的上海市及周邊地區，而其目標觀眾

中的外籍人口其實流動性很高，為解決目標觀眾無法收視頻道內容的

問題，上海外語頻道透過 IPTV 和 SMG BB 寬頻網路電視等方式提供

了全面性的服務，頻道官網同時以直播和點播形式提供一週內節目隨

選。另外，上海外語頻道並推出 ICS APP for iPhone、iPad（預計年底

前推出 ICS APP for Android），提供行動收視服務。讓觀眾無論身在

何處均可收視該頻道節目，直接擴大頻道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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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上海外語頻道已可在海外收視，美國紐約地區每天播出 4 小時節目。另

外，上海外語頻道通過舉辦一系列海外電視周等活動（如與印度 ZEE 國際傳媒

合作互辦上海印度電視周、與澳洲國際頻道（Australia Network）互辦上海澳洲

電視周等），和海外主流媒體形成良好合作關係，廣泛的國際合作結果使得上海

外語頻道內容更容易進入國際市場，目前已將節目版權販售至美國、澳洲、德國、

日本、新加坡、印度等國，成功進行文化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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