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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廣電是否符合公共價值的要求，近十年來一直是歐洲討論的焦點，不過

所謂的公共價值，包括了起初對於公共廣電使用公共電波頻譜與鉅額執照費，是

否信守公共廣電價值的 Accountability 問責機制以及近來集中關注於公共廣電在

網路新媒體投資並且可能影響網路市場競爭公平性的 Public Value Test公共價值
測驗。本文將以德國公共廣電的公共價值評量規範的演變為例，探討公共價值評

量這個機制的內涵與轉變。 
 

歐盟＜廣電通告＞與德國公共廣電 

1997 年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 EU）的前身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在荷蘭馬斯垂克當地簽署條約成立時，同時也通過一項關於公共廣

電的議定書 (Protocol)，納入 1999 年的阿姆斯特丹條約中 (Treaty of Amsterdam, 
ToA)的第十六條，清楚界定公共服務的重要性與會員國家政府有權制訂這套服

務體系。但是同時也制訂了會員國必須遵守公平競爭原則，來資助公共廣電，而

且歐洲共同體有權介入各國公共廣電的事務1。 

                                                 
1程宗明（2003）認為此次議定書溝通過程呈顯出泛歐洲的組織對於歐洲各國的公共電視政策規

範，必須先尊重各國政府因地制宜的措施，但各國也應逐步調整發展策略以符公平競爭原則。另

外當時各國對地面波數位電視的公共投資，都尚未被認定違反公平競爭的交易。也尚未到達一項

具有經濟規模的獲利市場，或具有範疇經濟之附加價值的市場，仍處於一種先導事業的開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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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年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2又根據「歐洲共同體於國家資

助公共廣電服務行為規範」之條約 (EC Treaty to State funding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擬定”通告” (亦即Communication，具備法規的效力)。「2001 年廣

電通告」即要求各國的公共廣電必需要有明確的任務定義，適切的任務委託制度

以及必須訂定防止財務過剩的相關規範。 

今年（2009）7月2日，歐盟執委會新發布了＜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TE AID RULES TO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3其內容主要在定義公共廣電的任務與

財源，並作為防止對市場競爭造成不良影響的指示原則。今年的這個新版通告，

沿襲了2001年的原則，以符合新媒體與經濟環境現況。通告內容具體而言，進一
步的定義了，透由網際網路傳輸公共廣電內容的服務與任務一直以來是不包含在

公共廣電的任務之內的，所以新服務提供之後對於網路市場競爭的影響必須進行

事前的審查。另外，採用先進技術的服務成本應該由受益者負擔。是以此一版本

的通知增加了歐盟成員國公共廣電的新媒體服務預算總額不得高於該年度總預

算10%的規定。 
對此，ZDF發布新聞稿由執行長 Markus Schächter 領銜表示歐盟此舉是視使用

者的權益為先，認知到公共廣電對社會、文化與民主生活有其特殊角色。ZDF認為歐盟
執委會新發佈的＜2009 廣電通告＞釐清了公共廣電業者不應被強迫將新媒體服務當成

利基所在，藉以達成獲利的來源之一。在未來的數位時代裡，技術中立與編輯獨立是公

共廣電發展時必須謹守的基礎。由財務支出進行對公共廣電的限制，才符合近年來新媒

體的變化並合乎阿姆斯特丹條約對於議定書的解釋。也才是尊重各國各個公共廣電業者

就各自的歷史發展與優先次序來策劃各自的任務以及達成這些任務的財務規劃。 
Schächter 並呼籲位於布魯塞爾的歐盟執委會在未來應該對歐盟國家補貼政策秉持

與眾所周知的「經濟調整途徑」（Refined Economic Approach）的架構一致。這個途徑
認知到市場失靈發生在無線電視與廣告贊助的線上服務。市場失靈是國家補助的重要理

由，正如執委會所通過的「國家補貼法案計畫」（State Aid Action Plan）所表示的。爰
於特殊的經濟架構，在這些領域中，競爭是無效的，國家介入的本身並沒有呈現出扭曲

競爭的情形。 
九月，ZDF宣布與WAZ網路媒體集團簽約合作，ZDF的數位影音內容能夠立刻的

被WAZ的入口網站 DerWesten.de所使用，在合約中規定，此項供應至少有半年的有效

期。事實上，ZDF在網路上的”動作”頻頻，一些荷蘭的 ZDF網頁使用者發現，2009 年

以降，他們賴以獲得德語世界資訊的 ZDF 網頁大量的減少，這個問題被張貼在荷蘭國

家廣播公司的網路留言板上，並引發一些討論。 

                                                 
2 歐盟執委會係歐盟政治體系的執行機構，負責貫徹執行歐盟理事會和歐洲議會的決策。此外，

歐盟委員會可以通過行使其主動權就法律規定、政策措施和項目提出建議。歐盟委員會是一個獨

立於成員國的超國家機構，其委員效力於整個歐盟而不是各自的成員國。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6%AC%A7%E7%9B%9F%E5%A7%94%E5%91%98%E4%BC%9A 
3 See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broadcasting_communicatio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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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係因為商業電視頻道與報紙業者認為公廣業者的線上服務呈現出不公平

競爭的態勢，根據新法的要求，ZDF 索性大幅減少了線上服務達百分之八十的

幅度，即使有，也會剪掉一定的長度以供即時串流收視。新聞上線之後，一週後

也就是 7天下架，體育資訊更是 24小時候就下架。另外，增加新聞網頁裡的影

像而大幅減少只有文字的情形。這些改變肇因於德國傳統報業抗議公廣業者的免

費網路新聞提供是一種國家補貼的不公平競爭，減少了他們在線上出版這塊新市

場的佔有率與獲利。 
針對這類減少網路資訊以免與私營報業爭利的要求，ARD與 ZDF雖然一向

主張付費給他們製作節目的公民有權得到、且能持續得到最完整的節目資訊，但

是到最後，這些主張並沒有獲得重視。 
此外，評論表示，為了確定哪些內容可以在網路上上架超過7天，德國公共

廣電引進了類似英國BBC的三階段公共價值評量測驗（ARD認為，雖然引進但
兩者間仍有所差異4），也就是說，視評量結果有些內容其實是可以擺得比較久

的。但ZDF2008年以降卻刪除了網路資訊的百分之八十而沒有將這些網路資訊送

交公共價值評量測驗進行評估。 

 
（圖片擷取自http://www.daserste.de/mediathek_blank/play.asp?cid=11771） 

 
這部份也引起了很大的爭議，一些德語網路影音使用者就發現，一些用來宣

傳ARD與ZDF新聯合行銷口號「Ihr gutes öffentliches Recht」（譯：公共廣電是你
了解公開資訊的社會權利）的短片也因超過七天而自動下架，徒留這個口號的字

                                                 
4 ARD澄清了德國三階段測驗與英國BBC的Public Value Test（PVT）之間有什麼不同。ARD認為，

兩者間最大的不同在於監督英國BBC的公共價值評量的機關為通訊傳播的監理機構Ofcom，但德

國公共廣電因為基本法的保障，必須與國家保持相當的距離，所以採取自律的模式。除了憲法層

次所造成的差異，程序上也有不同。英國的制度由於其不斷膨脹的諮詢與意見徵詢，造成一段不

算短的審查期間，也相對增加了成本，而對BBC而言在導入創新與新聞競爭上都造成了嚴重的拖

延。另外，由於Ofcom針對BBC新創服務計畫的審查都開設了特別的管理窗口，卻也變相成為了

BBC的另類新老闆，嚴重限制了BBC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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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在影音檔案的標題列，令人想一窺此一行銷策略卻不得其門而入。到底，公共

價值評量的相關規範是如何開始影響德國公共廣電的部份決策與行為呢？ 
 
從問責制度到三階段測驗—來自歐盟的介入 
由於歐洲數個公共廣電先驅國的公共電視制度係植基於對電視機使用者收

取執照費，這筆公共電視體系賴以運作的鉅額經費如何收取、運用與監督原本就

是這些成熟的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所謂的「問責機制」（Accountbility），意指
公共電視業者是否達成其被公民大眾「期許」的任務，若說這些任務全部都基於

「公共性」也許牽強，因為某些公共廣電也被賦與了「國家、語言或民族發展」

的任務。但可以這麼說，基於這些成熟公民社會所關注的價值，問責機制係用以

評量公共電視是否達成其任務的一種機制。 
針對德國公共廣電是否符膺公共價值的問責機制相關規範係始自 2004 年＜

州間廣播與電子媒體條約＞（簡稱＜州間廣電條約＞ Interstate Treaty on 
Broadcasting and Telemedia,亦名 Interstate Broadcasting Treaty）的第七次修正。 
自此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四項明定公共廣電業者每兩年需自行提出一份報

告，內容應有關於第二款前三項所描述的各項任務滿足、節目與服務的品質與數

量以及每個節目所關注的益處。另各州均於條文之後聲明其所特別關注或保留的

項目，項目中包括有保障本地內容的播出、尊重在地需求以及性別意識等等。 
此一評量係授權予公廣業者自行辦理。其後，除 2004 年的修正版本之外，

緣於 2005 年歐盟對於國家補助可能造成市場競爭不公的疑慮，於 2007 年增訂新

版＜州間廣電子條約＞，使德國公共廣電的公共價值評量架構成為 3-steps-test
（德文為Dreistufentest），而此一架構主要係參考BBC的public value test。其後實
行，於 2007到 2008 年間引起極大爭議。 
 
2004＜州間廣播與電子媒體條約＞第七次修正第十一條第二款 
德國問責制度的建立始自此次修法的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一到第三項。而同法

同款第四項即規範公共廣電業者每兩年就要檢討是否達到前三項所規定的內

容。第五項則是賦予了這部份修正於三年後的檢討修正空間。 
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一項的內容為：「公共廣電業者係為製作、傳佈音訊與視

訊的媒體，亦為個人言論自由與確保公共意見得以被呈現的機制。它也可以生產

並提供伴隨著節目而生的印刷或電子內容。」主要係將公共廣電最重要的任務開

宗明義的呈現，最後的一段則是將呈現的方式也予以認定清楚，以避免相關爭議。 
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二項的內容為：「公共廣電業者的節目必須提供國際、歐

洲與國家、區域的新聞，協助刺激民眾對國際的理解、歐洲整合以及德國聯邦內

的社會團結。它的節目可透過訊息、教育、指南及娛樂節目方式達成上述目標，

並對特定文化做出貢獻。」這部份是具體的呈現公共廣電業者的目標與以及可以

採取的方法。 
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項的內容為：「公共廣電業者報導必須完成其被授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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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呈現客觀、多元的意見以及服務與節目上的平衡。」這部份則是賦予公共

廣電業者責任，以及檢視這些責任是否具體落實的指標。 
另外，＜州間廣電條約＞第八到十六條有關任務、資訊權、財務收支、內控

規章、新聞與民意調查、消費者保護、允許的廣告與廣告時段等規定，也都要予

以遵守。這部份在各台年報及相關專門的特別報告中均會有所說明。 
 
各州的額外聲明 
除此之外，德國的數個州均做出數項特別保留或注意的聲明，這些聲明整理

如下： 
 
各州均肯定公共廣電業者願意接受對於與公眾間的承諾進行評量的要求，對

於這些要求的積極回應其實其精神更甚於量與質的數字檢視。 
 
在保護本地產業及文化方面，九個州5則期待廣播業者，尤其是與ARD聯盟

的地方廣播要多多播出德國音樂，尤其是對於近期需要宣傳的德國音樂。 
 
此外，十個州6需要看到來自公共廣電業者以及與其有合約關係的製作單位

提供可以量化的具體承諾保障獨立製作與確保節目多元性，直接與間接的增進德

國製作界的競爭力。 
 
在尊重各種文化方面，有九個州7相信不管在節目的選取與內容上，需要內

部組織以及員工個人對性別意識觀點的發展與導入。 
 
歐盟介入後的爭議 
德國公共廣電服務使命的精確化為歐盟在 2007 年春天所觸發，係基於德國

與歐盟間的Beihilfekompromiss（State Aid Compromise國家補助協議）8。歐盟要

求德國的公共廣電服務任務要有更為精確的定義，尤其是被稱之為新服務類如植

基於網際網路協定標準以及像是使用DVB-H標準等為了行動接收的特殊服務。 
研究德國媒體與電信政治的Wolfgang Schulz在關於引進 3-steps-test到德國

的研究中指出，歐盟這樣的作法被部份人士視為是無理的要求，因為癥結在於，

公共廣電服務獨立於國家之外（絕不是所謂的「政府電視台」），卻又要與社會需

求結合。所謂的 3-step test 便成為這個協議所強調評估新服務領域的核心元素，

並且使上述兩個目標（獨立自主與促進進步）得以衡平。 
                                                 
5 包括Baden-Wuerttemberg, Bavaria, Brandenburg, Hamburg, Lower Saxony, Rhineland-Palatinate, 

Saarland, Saxony, Saxony-Anhalt and Schleswig-Holstein九個州 
6 包括Baden-Wuerttemberg, Bavaria, Berlin, Brandenburg, Lower Saxony, North Rhine-Westphalia, 

Rhineland-Palatinate, Saxony, Saxony-Anhalt, Schleswig-Holstein and Thuringia十個州 
7 這九個州包括Baden-Wuerttemberg, Bavaria, Berlin, Brandenburg, Mecklenburg-Western Pomerania, 

Lower Saxony, Saxony, Saxony-Anhalt, Schleswig-Holstein and Thuringia 
8 See: K（2007）1761 endg. in the procedure E3/2005; Press Release IP/07/543, Brussels, 24th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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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根據Article 87 para 1 EC德國的公廣服務係一受國家補貼的財務結構，
在這個解釋基礎上，適用Article 86 para 2 EC的規定：一個清楚的規範架構必須
存在。德歐的協議中也彼此理解，在德國＜州間廣電條約＞第 11條中9有一般與

廣泛的定義。雖然被認為是合乎歐洲議會對於公共廣電任務必須清楚定義的要

求，但關係到新數位頻道與媒體服務任務的定義，歐盟認為在精確度上仍有不

足。希望德歐間＜國家補助協議＞State Aid Compromise（Beihilfekompromiss）
以及引進 3-step-test能幫助減少這樣的缺失。 
但德國基本上持不同的法律觀點10，多數意見認為事實上公共廣電服務不是

Article 87 para 1 EC所定義的國家補助案例。尤其這不是一項國家的恩惠措施，

這個判準係來自於歐洲法庭（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在Altmark-Trans 
Ruling 11所作成的解釋。事實上可以這樣說，公共廣電服務只從執照費獲得了滿

足她們維持運作完成公共服務使命的淨成本而已。再者，德國公共廣電的財務結

構並非受國家監督也不是使用國家的經費。 
 
德國聯邦憲法法庭的解釋 
為了公共廣電服務財務制度，德國聯邦憲法法庭的解釋再次確認了公共廣電

服務的特殊特徵，以及為了客觀的製作邏輯所依據的德國基本法Article 5 para 
1，提供了免費的公眾與個人意見產製12。 

有鑒於德國立法者的角色，如同沒有被授權能夠對決定電視執照費的多寡有

任何的決定權，德國基本法授權了立法者可以規定公共廣電服務的數量及其使命

架構13。但是對於使命的細節，卻限制了立法者能夠進一步指導的角色，因為這

對於廣電業者製作電視節目的自由會是很大的衝擊。原則上，公共廣電業者對於

節目的範圍、數量以及使用的媒體形式都是由他們各自獨立負責的。憲法法庭全

然沒有以法律方式規範對於節目的限制。 
對比德歐之間關於國家補貼的協議以及德國憲法法庭與基本法的要求，歐盟

法律卻要求成員國盡可能的有一個精確的規範。在德國，由公共廣電它們自己自

主定義的方式將會是最合乎憲法的選項。但是這並沒有與歐盟的協議矛盾，因為

歐盟已經確認德國＜州間廣電條約＞第十一條合乎歐洲議會的要求。 
此外，在憲法法庭的解釋裡，基本法的 Article 5 para1 sentence 排除了由國

家或法律進行抽象規範以規定公共廣電必須要服膺任何精確的定義或承諾以進

                                                 
9 §11 para 1 of the Rundfunkstaatsvertrag（RStV, Interstate Treaty on Broadcasting） 
10 詳見notific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inted in Funkkorrespondenz(6)2007, pp.28 et seqq.；另見

此法律觀點：Wiedeman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State Aid, and the Internet:Emerging EU Law, 

European State Law Quarterly 4/2004, pp.595 et seqq. 
11 2003年 7 月 24 日，歐洲法庭確認歐盟成員國的公共廣電義務不是國家補貼，詳見

http://www.lw.com/upload/pubcontent/_pdf/pub892_1.pdf
12 詳見 BVerfG, 1 BvR 2270/05 from 11.9.2007,paragraph no.120 et seqq.這個解釋遵循過去的判例，係

依據Article.5 para1 sentence2 Basic Law, 內容旨在保證公共廣電的節目設計不受國家政府的任何

影響。 
13 詳見 BVerfG, 1 BvR 2270/05 from 11.9.2007,paragraph no.132；BVerfGE 90,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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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自我約束。相對而言，整個由基本法所設計的體系本身就是在保障公共廣電能

自行執行其被賦予的任務與被要求的標準。 
 
雙元體系的結構性多元及其問題 
根據基本法，私營媒體和公共廣播服務間的關係也不適用於植基於所謂雙元

廣電系統的勞動差別，意思就是說，公共廣電不應只是被限制於補足商業台不願

意生產的影視商品而已。德國聯邦憲法法庭提及市場衰退導致私營廣電因為獲利

衰減而開始對於新聞客觀報導原則不夠尊重的現象。也正是德國基本法 Article.5 
para1 sentence2所希望能夠保障的，所謂名為「經由廣電方式」的「報導自由」。
專業的新聞服務在商業化以及其所帶來的各種風險形式下，淪為獲利與各種商業

實驗下被拋棄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私營廣電業者較為敏感，因其廣告、商業

運作與閱聽眾短期的興趣是連結在一起的。也可以說私營廣電較大程度的因其自

主的財務而免於受到任何政府的干涉。 
相較之下，公廣的節目製作還是有其弱點，儘管所有憲法上的努力都是在支

持免於政府干涉的自由，但相較於私營廣電，政府還是容易將手深入公共廣電之

中。另外一個弱點在於財源獨立的保障所造成的缺點，因為此一財源獨立以防其

他機制影響的設計，反而導致公共廣電和社會的聯繫不足，社會需求似乎在節目

規劃時變得不被考慮在內。公共廣電服務的財源自主與不受任何勢力控制反而導

致了只為自己而做節目、或只為精英而做節目的風險。這或許也是公共價值評量

不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執照費作為影視創投及其問題  
公共廣電大部分的資金來自於社會也是他最大的力量來源。如前所述的市場

負面結構效應能夠被預防且能平衡、對抗私營廣電潛在的意見壟斷，並使新聞專

業與信念得以被遵行信守。此外，這樣的財務規範得以允許節目進行創新的冒險

而能夠被視為是傳媒產業的一種創投資本來源。 

但是，公共廣電特殊的製作邏輯在這裡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由於是社會財

源與志願捐款構成了德國公視，當然也還是有來自商業的經費也可能左右表現。

但如果略去這個因素的話，我們也看見了在這個自由空間裡，關於節目製作的另

類控制機制其實還是有其必要的。 

 

德國因應歐盟的修法 

立法者合乎德歐國家補助協議的方法就是根據＜州間廣電條約＞成立合乎

控制理論的機構來監管，但實則難以如願。檢視廣電業者所出版的相關經營數

據，總是看不到廣電業者因相關規定而做了些什麼或因之而進行了哪些考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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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檢驗是否成功達成品質目標的判準何在。 
由於公共廣電業者係獨立於政府之外，理應不受政府影響，其實他們也並無

義務去找出釐清這些問題的方法。目前，公共廣電業者有一些可能被認為表面的

節目製作準則聲明，如線上呈現的部份，ARD與外界的合作準則裡就提到「在

新媒體的領域裡必須對呈現多元意見的承諾達致重大的貢獻，並因此對於形塑社

會意見與願景做出貢獻，特別是對網路伴隨其成長，要以這個管道來接觸的年輕

世代。」由此一準則所使用的文字上與＜州間廣電條約＞有部份相似即可以知道

係來自於此一立法要求而進行了自我規範。 
此外也有公廣自身要求高過於電子媒體法律的情形，例如 ARD自己承諾對

於他們的節目與服務要提供沒有障礙的簡單近用方式給所有民眾。礙於立法的困

難與不確定概念，雖然有所著墨但不完整，所以這可以說是 ARD對自我的要求
高過了立法者，但也可以看出其實是基於德國基本法第五條第一款，對於身障人

士提供可理解與可近用服務的義務。 
其餘還包括一些關於描述犯罪節目的自我規範，但也沒有一些品質判準，儘

管公共廣電業者已經進行許多相關的努力。 
對於這些任務提供必須的精確定義的系統自己仍未建構完成，當立法者基本

上背棄由他們自己製造規範-如同協議所規定-包括任務精確化所需釐清的組
織、程序（如同 3-steps test的行動層次）以及可供量化的判準。 
 
三階段測驗的設計 
此一檢測架構的規範內容係來自於德國與歐盟的協定。強調的是網路新媒體

必須達成的特殊任務。這參照了新聞服務以及新聞編採決策基礎的專業倫理。在

第 12 次＜州間廣電條約＞的修正案中，將會給予這些必須被滿足的要求明確的
判準。 
歐盟允許成員國有自行修正的立法作為，但這仍要在德國基本法的架構下進

行。所以 3-steps-test將成為建構新廣電媒體服務最為決定性的因素。但是在考量

不受國家影響的前提下，國家可以就其個別的情形予以特殊的個別豁免。 
 
三階段測驗的相關規定 
在 2008 年 12月 18日 12個州總理簽署的＜州間廣電條約＞第 12次修正案

中，國家要為公廣業者的所有新服務任務指定其程序。公廣業者被賦予對所有新

數位服務及修改為數位的服務履行一個 3-step-test。步驟係由法律所規範。廣電

業者必須就各個提供的服務進行下述檢驗： 
 
1.其係公共服務任務的一部分，以及有關於一個社會的民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
需求 

2.對於媒體競爭的品質有所貢獻 
3.提供該服務的支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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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間廣電條約＞的第 12 次修正所規範的檢驗在解釋性的備忘錄裡有所指

明，該備忘錄亦進行了媒體競爭的定義。 
 
以下的要點必須被包括： 
＊ 規劃中服務在數量與品質上對既存免費服務與市場相關的衝擊。 
＊ 對於形塑公共意見的功能如何？ 
 

不是每次網路服務的修改與調整都需要進行上述的檢驗程序。所以州間廣電

條約規定公共廣電業者設立透明與可資檢證的判準以決定何時讓新的服務適用

這樣的程序。廣電業者被要求將以下的判準列入考量中： 
 
＊ 該計畫對於媒體競爭的顯著性—尤其是計畫的財務關聯部份 
＊ 計畫要為期多久 
＊ 分析可能存在的相當服務如節目等等（站在使用者角度分析是基本要求，哪

些媒體使用行為在觀眾與使用者的觀點下是可替代的） 

 

德國公共廣電的作法及其評論 

在ARD，公共價值評量的相關事務係由GVK負責此項業務（德文原名為
Gremienvorsitzendenkonferenz，英譯the Conference of Committee Chairman），此
一委員會旨在監督ARD各個站台與社區活動間的關係。由ARD委員會主席與九
個州的廣播電台以及專司國際廣播的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所組成。討論

ARD等公共廣電成員基於公共價值所應進行業務的優先順序，並提供建言。2009
年 6月 1日起，GVK增加了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關於新媒體服務的公共價值

評量諮詢作業。程序上是由廣播電視委員會提出，接著由GVK提供相關諮詢，
最後由廣播電視委員會根據＜州間廣電條約＞的精神決定該服務是否可以繼續

提供。2010 年 8月 31日以前，所有目前正式提供的網路服務，都要通過三階段

測驗之後，才能繼續提供。而這些決策的依據，都是來自於GVK所建議的資訊。
自 2008 年起，GVK便舉辦不同主題的研討會，2009 年，研討的重點便擺在三階

段測驗的程序與公共參與等相關議題上。 

GVK尚負責對德國第二電視台ZDF、泛德語公共電視服務 3sat（由德國、瑞
士與奧地利公共廣電合組服務德語系民眾）傳遞訊息並對公共廣電相關議題進行

討論。透過經驗與觀點的非定期內部交流，區域的媒體專業權威得以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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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成員每年開會約 10~15次，會議行政事務由 GVK辦公室負責，建
議時程、準備會議並且將會議結論帶回 ARD 落實。GVK的部門經理來自於公廣

集團的基層員工且落實三階段測驗工作小組的結論。 

 

（圖為 ARD對於三階段測驗的圖示） 

在ZDF方面，作為ZDF Head of Media Politics（媒體政策主管）的Lutz Koehler
（2008）說明了 ZDF對於三階段測驗的作法與想法。ZDF公共價值評量的三階

段測驗分別是： 
 
第一階段：這項新服務或網頁的推出或與他方的合作方案是否與公共服務規範相

契合？並且符合社會上民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需求？ 
 
第二階段：這項服務是否能促進「編輯間的競爭」？要回答這個階段的提問，以

下兩個主題必須被考量： 
a. 既已可得服務的數量與品質 
b. 新服務所造成可能的市場衝擊以及其與意見形成機制的關聯程度 
 
第三階段：新服務需要支出多少成本？ 
 

Lutz Koehler觀察到 2007 年以來，德國人目睹了就 ARD與 ZDF在網路上發

展的激烈論辯，而且還在進行中。目前，對於公共廣電自行產製擁有版權的影音

內容（TV content）7天之內可以隨選觀看。而體育類資訊則必須在 24小時後下
架。透過公共價值測驗的評估可能可以延長某些內容上架的時間。這樣的限制還

擴及節目附隨資訊（programme accompanying content），同樣也是可於網站上最
多提供七天，欲延長亦需經過公共價值測驗。但何謂節目附隨資訊的定義，對於

不同人士可能因利益不同而有許多不同的意義。在非節目附隨資訊方面（如發行

電子報）則必須事先通過公共價值測驗。電子出版（Electronic press）一般是禁
止的。但與節目附隨資訊相同的爭議，何謂電子出版，基於不同利益亦有不同定

義。 
對於這樣的要求，Lutz Koehler歸納出兩個主要的質疑： 

1. 對於何謂「電子出版」的定義模糊不清，未來很可能因此而導致紛爭與訴訟。 
例如對於主要運動賽事只能在隨選視訊頻道與網站放置24小時就得下架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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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ZDF認為是網路資源的浪費且有違消費者的權益。並且這類線上頻道的授權

過短造成網路效益沒有被完全發揮。 
2. 對於何謂「節目附隨資訊」定義不清，ZDF 為這些能夠與節目相互參照的

線上資訊額外進行資訊標籤（labelling）的工程，以便時間屆滿七日時這些資訊

可以自動下架，如此一來其實不但沒有達到減少網站維運成本的目標，反而造成

更高昂的相關成本支出。另外，對消費者而言透過節目所獲得的附加價值也隨之

降低。按照 ZDF 的作法，為了節省人工下架的不合理與可能的成本上升以及避

免商業媒體的抗議，一個節目的影音檔案及其附隨資訊已經在網路上架前就進行

了七天後自動下架的設定，如此一來，就造成了 ZDF 網路影音資訊遭到大量下

架的現況。 
ARD則由主任秘書（Secretary General）Verena Wiedemann撰文質疑三階段測

驗對於公共廣電所造成的影響，文章標題為＜市場優勢沒有捷徑—三階段測驗不

應被濫用＞（No avenue for market supremacy / The three-step test should not be 
abused），她認為所有與歐盟之間條約的界線，就是不能對多元性造成斲害，歐

盟透過議定書、條約與通告介入「所謂政府補貼造成市場失靈的廣電市場」，其

所謂失靈究竟是真正的失靈，抑或只是對私營廣電業者的不利益，需要重新被審

視，況且長期來看，市場是否失靈還未可知。而且退一萬步言，對於公共廣電的

網路服務設限，其實是違反了公共廣電服務應該讓大眾免費近用的精神。這種要

求網路所提供的影音必須七天下架，否則應該接受公共價值評量以決定是否延長

的要求，其實是不合理的，因為公共廣電業者所製作的影音內容本來就是根據公

共價值來進行策劃與製作，如因為網路是否繼續上架就需要再進行評量，似乎有

多此一舉之嫌。 
 

 
（圖為ARD影音網站） 

另外，ARD針對這次修法所進行的一份研究也指出，對於節目附隨資訊的

提供，節目應該擁有跨媒體提供摘要內容的自由與權利。而這些對節目相關資訊

以及七天下架等等的規範，都是忽略了難以照時間表觀賞傳統線性安排的節目者

的權益。 

雖然來自公共廣電本身的評論聲浪不斷，但這項制度還是上路了，ARD為
了這個新的制度，於 2009 年下半年度，在關於ARD內部資訊的網站intern.ard.de
選單中新增了「Dreistufentest」

（http://www.ard.de/intern/dreistufentest/-/id=1086834/qvxjpw/index.html）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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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專門發布關於三階段測驗的相關資訊。除了基本的流程介紹之外，也包括

ARD對於三階段測驗制度的評估、檢討與批判。 

在「Dreistufentest」的實際運作方面，2009 年 9月，ARD和 ZDF發布新聞
稿表示，他們聯合推出的兒童頻道 KI.KA 通過了兩個公共價值評量的三階段測

驗，可以設置其頻道的入口網站與線上圖書館的資料庫服務（kikaninchen.de 與
KI.KA plus）。這是從2009年6月1日起，公共廣電媒體第一個通過「Dreistufentest」
的新媒體網路服務。 

 
對於三階段測驗的整體評論 

Wolfgang Schulz 關於引進三階段測驗的研究中指出，這一切的討論基礎都

必須回到由德國基本法這個基於憲法層次觀點而生的廣電業者自行規範模式是

否足夠精確？長期以來很明顯的是，公共廣電業者正在自己的領域裡進行立法者

所應為的事務，並形塑廣電架構。據了解，這樣的設計有其意義存在，因其係考

量此一規範架構必需要有廣泛的適用範圍以因應公共廣電的不同任務與分工、並

顧及社會上來自於不同立場的利益。 
基於適用範圍的廣泛進行規範設計固然是這類法律規範並不明確化的原

因，但立法者也很有可能摧毀此一憲法層次的規定。Wolfgang Schulz 認為，接
下來要討論如果公共廣電適用了立法者的立法，是否就是受到了政府的干預？尤

其在德國，對公共廣電而言，要進行這類自我檢查都必須基於他們自己的決策的

情況下。 
與私營廣電業者迥異的是，公共廣電業者主張他們並未參與市場，考量點也

不會如私營業者聚焦於媒體活動的擴張以及競爭逐鹿大眾市場的策略，但這可能

僅限於無線電視地面波的部份。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各州和公共廣播機構也許寧

願不要引進公共價值評量的三階段測試，但這也就意味著德國立法者無視於德歐

間這項國家補助協議所可能帶來新媒體服務作為一種商品的市場競爭效益。 
可以觀察到，在近日的經濟情勢不佳與商業競爭日益激烈的態勢下，許多歐

洲國家公共廣電接受政府補貼的比重反而調增（其實是因為要讓出商業廣告，而

不是政府補貼確有增加）。伴隨經濟情勢而下滑的商業廣告利益完整的保留給私

營廣電業者以求活命，這時候的政府補貼卻成為必要之「惡」？ 
當政府補貼的爭議，因為金融海嘯而掩蓋，現在三階段測驗的引進所帶給德

國公共價值評量或者整個公共廣電業界更重要的課題可能更在於，如何在公共廣

電業者投入新媒體服務領域的同時，能夠衡平公共廣電的未來發展策略並能符合

問責的要求，尤其是在顯而易見的是否投資過多新媒體項目而偏廢了無線電視本

業，這或許也是歐盟執委會在 2009 新的廣電通告中將公共廣電的新媒體預算支
出直接扣個上限 10%帽子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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