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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視乃是兒童最常接觸以及使用時間最長的大眾媒體之一，隨著兒童的長時

間收視，電視廣告亦成為兒童最常接觸的電視文本之一，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基金

會 2010 年食物廣告調查報告指出，臺灣兒童平均一年看到的電視廣告就高達

33,696 則，電視廣告對兒童的影響不可小覷。 

兒童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重要階段，電視廣告不只會形塑兒童消費認知以及

生活習慣，同時亦有可能影響親子關係並帶來兒童肥胖的問題，因此目前包括歐

洲各國、美國、澳洲、南韓在內的許多國家皆針對兒童電視廣告訂定規範管理，

反觀臺灣社會雖然近年開始關心兒童與媒體議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於

2011年提出兒少通傳權益政策白皮書，其中提及不排除對兒童廣告進行管制，

但是整體來說，我國目前對於兒童廣告的管制規範尚未完備，仍有修正之空間。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有何尚須修正增補之處，並以

歐美國家的經驗做為參考借鏡，以對我國未來政策發展的可行方向做出建言。研

究內容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首先，第二章定義兒童與兒童電視廣告的概念，並探討兒童認知發展過程與

電視廣告會為兒童帶來的影響。再來，第三章主要聚焦於臺灣的兒童電視廣告產

業發展與現狀，以及國內與歐美國家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異同，以檢視歐美

國家規範經驗於臺灣的適用性。最後，第四章則分析臺灣及歐美國家兒童電視廣

告法律、自律以及社會他律三個層次的規範，探討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可

行之走向。 

主要研究發現： 

一、 臺灣電視廣告規範偏重法律規範，業者自律及社會他律的力量不足，因

此未來應採取期許以自律為優先，輔以社會他律，並以法律規定作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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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道防線的三律共管模式。 

二、 自律部分目前以各業者內部自律為主，缺乏完整之外部自律體系，因此

未來在外部自律體系部分，應加強準則內容、建立個案投訴管理之平台，

並且結合頻道執照換發制度，以強化自律機制之強制力。 

三、 目前法律條文係以一般廣告為規範對象，應再特別針對兒童廣告進行規

定，並且建議設立兒童通訊傳播專法，而針對兒童電視廣告之規定，則

應再進行補強，包含業者製播廣告時必須將兒童特質納入考量，以及消

費價值觀、歧視等社會價值維護之部分，並以案例輔助法律條文的具體

化。此外，應針對藥品及食品廣告與線上遊戲等商品類型做進一步之規

範。最後為減少廣告收入對兒童節目質量的影響，建議政府定期評選、

獎勵優質兒童節目之製作。 

四、 社會他律部分，目前社會團體數量繁多但力量分散，建議應整合分工，

民眾以及業者的媒體素養亦皆須加強，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現有之他

律組織「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則必須維持參與成員的多樣性，

納入業者的意見，以補足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產業資料以及了解業者自律

之狀況，並促進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間之溝通及共識。 

 

 

 

 

 

關鍵字：兒童廣告、廣告規範、廣告法規、媒體自律、社會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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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evision, one of mass media, occupies most of children’s time. Thus, children 

are easily and frequently exposed to TV advertising.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ood 

advertising on TV in 2010, which was proceeded by The Child Welfare League 

Foundation,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in Taiwan averagely have watched over 33,696 

advertising per year.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on children 

cannot be overlooked. 

Early childho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cognitio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not only shapes children’s life style and the habit of 

consumption but influence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Furthermore, TV commercials, 

especially on the food products, also cause children’s obesity problem. So far,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countries in Europe, USA,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have 

regulated television adverting for children. In Taiwan, the concern of the impact of 

media on children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has already announced the White Paper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mmunication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 in which children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cluded. However, regulations on children advertising in 

Taiwan leave much to be desired. 

Thu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modification and supplementary on current 

regulations, taking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reference, to give suggestions 

to policy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research. First, in chapter two, the 

definition of children and children advertising have been given. Children’s cogni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impact of adverting on children are also presented in this 

chapter. In chapter three, we not on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ldren advertising industry, but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politic, and economic 

situation between USA,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aiwan. Finally, we analyze the 

regulation in USA,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aiwan, including legisl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from civil society, to find out how to reform the 

children’s adverting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1. Current TV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mainly depend on legislation, lacking of the 

self-regulation from the industry and supervision from civil society. Thu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uture children advertising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integrate self-regula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from civil society. 

Based on legislation, self-regulation should be set as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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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 far, the problem of self-regulation system is that there are no external 

self-regulation mechanisms for children advertising in Taiwan. Thus, Building an 

external self-regulation mechanisms is of top importance, and which should 

include guideline, channels for audience to give their suggestions or complains, 

and judgmental system with effective punishment program. Above all, we can 

use the media performance as the standard for license renewal to strengthen the 

enforcement in self-regulation system. 

3. Current law aims at general advertising. However, the advertising for children 

should be further regulated and the children communication act should be made. 

The legislation should take children’s character, value of consumpt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Besides, ads for drugs, health foods, or online 

game should also be regulated. Finally, to avoi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ercial earnings and children’s programs quality, we suggest good children 

programs be rewarded regularly by the government. 

4. As for the supervision from civil society, social welfare groups play a vital role 

on child’s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the powers are scattered. In that, social 

welfare groups should target on integration and proper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dience and media employees also nee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media literacy. Besid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Advertisings Advisory Committe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requires more divers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sten to opinions from children 

ads industries to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commercial industries, and to know how 

self-regulation can be conducted. What is more, this action also encourag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ies.  

 

 

 

 

 

 

 

 

 

 

 

Keyword: Children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regulation, Advertising legislation, 

Self-regulation, Supervision from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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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以調查、研究數據說明兒童收看電視之情況，以及兒

童接觸電視廣告情況的變化。第二節則根據第一節的研究背景，進一步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藉由與世界各國的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比較，發現我國

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尚有修正空間，因此衍伸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

節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及採用該研究方法之理由為何。第四節則為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與論文章節安排。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視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媒體，人們在早上出門工作前看電視，用餐

時間看電視，空閒時間的休閒活動也是看電視，電視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根據

2008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研究報告指出，電

視媒體具有 95.2%的接觸率，每人平日平均收視時間為每日 2.55個小時，假日則

拉長到 3.3個小時（莊春發、莫季雍、黃聿清、許志鴻，2008）。很難想像 1947

年以前電視並不存在人們的生活中（關尚仁，1974／1994），現在卻填滿每個人

的生活，成為休閒娛樂的重要活動。 

看電視乃是自兒童時期即開始養成的習慣，電視亦是兒童最常接觸的大眾媒

體。在美國，十六歲以下兒童除了睡覺以外，花費最長時間從事的活動就是收看

電視（Barcus, 1977）。尼爾森統計也指出，學齡前兒童比已就學之學童的收視

時間更長，二到五歲的孩子一周花超過 32個小時看電視，六到十一歲的孩子一

周的收視時間則為 28 個小時（McDonough, 2009）。 

在國內，兒童的生活也離不開電視機，四到十四歲的兒童及青少年電視媒體

接觸率高達 97%（廣告雜誌，2003）。在電視甫開始發展的民國五十年代，家裡

有電視機的國小學童平均每天就花大約 2.4個小時收看電視1（陳振國，1969）。

                                                     
1 此數據為作者依據陳振國（1969）《臺灣電視兒童節目對兒童的影響》一書，第 234 頁表四十

五：「有電視機家庭，兒童收看電視的時間表」之數據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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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2005 年，兒童非假日平均每天花 2.3個小時看電視，假日平均每日收看時

間更達 3小時，每星期收看電視的總時數超過 17個小時（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

金會，2005）。隔年，兒童非假日收視兩小時以上人數增加，假日收視五小時以

上之兒童人數亦上升 4%，每星期收視總時數拉高到 17.3小時（兒童福利聯盟文

教基金會，2006）。 

網路等新媒體的出現使得兒童收看電視的時間有些微減少，2009 年富邦文

教基金會針對國小兒童進行的一項全國性媒體使用行為調查結果指出，受網路、

電動等其他媒體的影響，兒童一周看電視的時間下滑至 16個小時，但電視仍然

是兒童使用時數最長的媒體（吳翠珍，2009）。 

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國內兒童的收視時數雖不如美國兒童的收視時間來得

長，但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兒童收視時數會受到學校生活

作息的影響，因此國小學童假日收視時數會比平日收視時數更長，學齡前兒童的

收視時間則沒有因假日及平日而有變化（見表 1-1）。 

表 1-1 4-14歲觀眾平均每日收看電視分鐘數 

目標群／月份 7-8月份（暑假） 1-2月份（寒假） 其他月份 

學齡前幼兒 191 202 181 

小學生 220 188 159 

國中生 218 174 150 

資料期間：2008/1/1-2008/12/31 分析頻道：Total TV 

資料來源：蔡宛容，2009。 

總體而言，電視是兒童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兒童的收視頻率以及收視時間

不僅長而且一直在持續上升中，而如此頻繁地收視行為，使得電視對兒童的影響

遠比其他類型的媒體更大，電視媒體中介的節目內容能夠輕易觸及多數的兒童。 

電視也經常是兒童認知生活的主要因素，兒童藉由看電視獲得對外在世界的

認知（關尚仁，1974／1994）。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5）調查指出，

近一半的兒童因為收看偶像劇進而認同「有仇必報」的觀念。電視節目角色的行

為也會造成兒童的模仿效應，有研究指出 88%的幼兒會模仿螢幕或卡通中的暴力



 

3 
 

行為（林嘉琪，2008.06.12）。因此不能忽視電視節目內容對兒童認知與行為的

影響。但本研究更關注的是除了電視節目之外，另一種形式的電視文本─「電視

廣告」對兒童的影響。 

廣告是一種相異於電視節目的媒體文本，是由廣告業者所製作，頻道業者則

負責提供廣告播放的平台，兩者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係，頻道業者仰賴廣告收

入維持營運，廣告必須藉由電視頻道的播送才能達成說服的目的，也透過媒體的

傳播形塑消費文化。一般來說，廣告對兒童的影響比成年人更大，因為兒童認知

尚在發展階段，正是向外界學習社會價值的時候（吳知賢，1998）。這時對於廣

告訊息傾向於全盤接收，並於過程中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進一步產生對廣告商

品的偏好以及對外在世界的認知。 

然而廣告做為企業追求獲利的手段，目的在於說服觀眾，藉由廣告訊息的重

複暴露，改變觀眾對商品的態度，進而引發購買行為、創造獲利，其商業性的訊

息內容，卻使得兒童的傳播權益在商業利益之下受到剝削，兒童在收看廣告的同

時，其對商品的認知及大量消費的習慣也逐漸成形。另外兒童廣告商品以玩具、

穀類早餐、糖果及速食店四種產品為主（吳知賢，1992），其中穀類早餐、糖果、

及速食都是高鹽、高糖、高熱量的產品，長期食用這些食品使得兒童容易發胖，

並影響健康。  

雖然電視廣告會為兒童帶來許多負面影響，但兒童電視廣告自 1960年代出

現之後即不斷成長，隨著兒童收視時間的拉長，成為兒童最常看到的電視文本之

一。1960 年代美國熱門電視節目時段廣告量飽和，電視台轉而在兒童電視節目

時段播出廣告，超乎預期的廣告效益，使得兒童節目的廣告時段逐漸開始受到廣

告主的重視（吳知賢，1991）。美國兒童廣告市場自 1989年至 2007 年成長了二

十五倍，從六億美元增加到一百五十億美元（柯佳芬，2006／2007）。兒童每年

看到的廣告數量也逐年增加，1991年兒童每年看到的廣告約兩萬則，到 2001年

美國兒童平均每年約看到超過四萬個廣告，數量在十年內成長兩倍（Kunk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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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 1991; Kunkel, 2001）。 

國內的情況也是如此，早期只有無線三台播放兒童節目，但是隨著國內有線

電視發展，有線電視台也加入播出兒童節目的行列（黃仁宏、徐怡，2002）。現

在國內共有東森幼幼台、MOMO親子台、迪士尼頻道及卡通頻道等四個二十四

小時的兒童頻道，兒童節目數量的快速成長，也促使廣告主增加兒童節目之廣告

量，2004 年有線電視兒童頻道平均每月約有 2900萬廣告量（尼爾森媒體新知，

2006）。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10）研究報告也指出，臺灣兒童平均一年看到

的電視廣告高達 33,696 則，在兒童最常收看的卡通時段，兒童平均每小時看到

30.7個商業廣告。又如前述所提及，受到學校作息影響，二到五歲的學齡前幼童

看電視的時數高於六到十一歲的國小學童，因此學齡前幼童會接觸到的廣告到比

國小學童更多（McDonoug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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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每天暴露在大量的電視廣告之下，會為兒童帶來負面影響，使得社會上開始

出現呼籲對兒童廣告進行規範的聲音。支持規範兒童廣告的主張大多基於兒童尚

未發展完全之認知能力，認為兒童無法意識到廣告背後隱含的商業企圖，且不具

備理性分析商品的能力，缺乏對廣告效果的抵禦能力，因此給予規範電視媒體中

對兒童進行的商業行為之理由。 

目前包括歐洲各國、美國、澳洲、南韓在內的許多國家皆針對兒童電視廣告

訂定法規管制。美國立有專法規範兒童電視節目及廣告，主要為 1990 年〈兒童

電視法〉（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以及〈兒童電視法案施行細則〉

（Children’s Television Rules），其中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播出時數。澳洲則更

細緻地將兒童節目依觀眾年齡分級，針對學齡前兒童製作之節目時段禁止播放廣

告，不包含學齡前兒童之十四歲以下兒童為主要閱聽人的節目時段可以出現廣告，

但每半小時以五分鐘為限，且半小時內不得重播超過兩次；若是澳洲製兒童戲劇

節目時段播出之廣告每小時不得高於十三分鐘；呈現形式須以正確、清楚為原則，

以兒童能夠理解之方式呈現廣告商品及服務（廖淑君，2005）。 

另外，為避免兒童產生電視節目與廣告之間的混淆，美國及澳洲明令禁止在

兒童節目中進行置入性行銷。美國禁止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推銷或介紹商品；澳

洲亦規定廣告與節目需有清楚區別（廖淑君，2005）。 

瑞典的規定更為嚴格，法律禁止向十二歲以下兒童進行廣告，因此廣告不得

在以十二歲以下兒童為目標觀眾的節目前後播出，其中更載明電視廣告不能以吸

引十二歲以下兒童的注意力為主要目的，兒童電視節目中的角色人物也不可以在

廣告中出現，另外其他雖非針對十二歲以下兒童製作，但可以預期到兒童也是收

視觀眾的節目時段，亦不得播出兒童廣告（Jacobsson, 2002）。並設有消保官專

門負責消費者與廠商間的事務，確保廣告規範能被確實地遵守（Miksche, Witzell, 

Bird & Bir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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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與南韓則分別於 2007年及 2010年通過對高糖、高鹽、高熱料的食品廣

告之禁令，英國將原本禁止向十歲以下兒童播送食品飲料廣告之禁令的年齡限制

拉高到十六歲，附帶規範以學齡兒童為目標的廣告，例如兒童廣告不得請名人或

兒童節目人物代言（中央社，2008.01.03；Buckingham, 2009）。南韓則禁止在

下午五點至晚上七點之間以及任何時段的兒童節目中播出高糖、高鹽、高脂肪的

食品廣告（中央社，2010.01.20）。 

 除法律上的管制規範之外，美國、英國也都有針對兒童廣告訂定自律規範。

美國有專門為兒童廣告訂做的自律規範 Self-Regulatory Program for Children’s 

Advertising
2。英國對於兒童廣告的規定則可見於廣播廣告事務委員會訂定的廣播

廣告準則（BCAP code）3之中，有特別針對兒童廣告進行定義及規範，準則內容

包括廣告不得有傷害兒童身心健康、鼓勵霸凌的情況，亦不得以性角度描繪或呈

現兒童，或是利用兒童未經世事的特質以及其品牌忠誠度來進行廣告等，一共

16條。另外，美國麥當勞、可口可樂、瑪氏和家樂氏穀類產品等全球知名大型

食品製造商亦主動宣布，將減少在兒童節目時段播放廣告（王黛麗，2007.07.21）。 

反觀國內，我國與兒童相關的廣告法令並不多，且大部分皆非針對兒童節目

時段所訂定，而是在一般性的廣告規範中加入不宜兒童收視的廣告內容（有線廣

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3、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3）。禁止播出兒童廣告的

禁令也只限於公共電視體系，規定「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於兒童節目時段，不得

插播廣告」（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13）。國內媒體生態結構係以商業電視

為主，四家兒童頻道亦為商業電視台，播出禁令只及於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內之電

視媒體，其效益相當有限。 

近年由於兒童肥胖現象盛行，引發社會注意垃圾食物廣告問題，針對此議題，

2007年食品衛生署衛生處曾提出，禁止兒童頻道在下午四時到八時的晚餐時段

                                                     
2 見 http://www.caru.org/guidelines/guidelines.pdf 
3 見

http://www.cap.org.uk/The-Codes/BCAP-Code/BCAP-Code-Item.aspx?q=Test_General+Sections_05+

Children_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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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垃圾食物廣告（陳惠惠，2007.06.22）。然而，衛生署此規範乃針對兒童頻

道，其餘有線及無線廣播電視頻道所播出之兒童節目則不在此限，而且僅停留在

柔性勸導階段，並不具有法律效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 2011 年 5 月發布「兒少通傳權益政策白皮書」草案，

提及對於未來管制兒童廣告的方向，指出不排除對兒少節目之廣告與以兒少為訴

求對象之廣告做更嚴格的管制。其中指出一些管制的大方向，如禁止垃圾食物廣

告的播出、限制兒童廣告內容與時間等，但並未對管制措施及內容做進一步的詳

細說明，或是提出明確的執行時間表。可見兒童廣告問題已受到相關單位的注意，

但具體措施仍有待進一步研擬。 

而自律部分，則可見於台北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4A）訂定之廣告標準法4，

規定兒童廣告不得有造成兒童身心傷害之內容，如犯罪、暴力、色情等，且不得

誇大商品大小，價格應清楚標示，亦不得於廣告中暗示兒童若不夠買商品即是壞

孩子。相較於其他國家有專為兒童廣告訂定的一套自律準則，國內並沒有特別針

對兒童廣告訂定的自律規範，廣告標準法的準則內容一方面不夠詳細，另一方面

涵蓋範圍不夠廣，例如其即未針對食品廣告帶來之兒童肥胖問題做出規範。 

綜合上述，電視廣告挾著聲音與影像的刺激，吸引兒童目光，廣告內容不只

形塑兒童消費認知與消費以及生活習慣，兒童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重要階段，避

免兒童在此階段接觸會造成不良影響的商業廣告訊息，具有其必要性。但我國目

前對於兒童廣告的管制規範尚未完備，仍有修正之空間。 

鑑於此，本研究將藉由檢視國外兒童廣告規範及對臺灣兒童廣告產業業者、

監理機關、專家學者與相關團體進行深度訪談，做為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規範進

行建議之基礎。研究對象選定美國以及歐洲，美國以商業電視為主，電視管制採

自由放任政策（permissive approach），強調以市場機制，反對政府介入影響節目

內容；歐洲情況則不同，電視媒體是要為公共利益服務，以公共電視體系為主

                                                     
4 見台北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網頁

http://www.taaa.org.tw/cview.asp?cid=200892416925&dtype=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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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 & Ferguson, 1998）。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綜合美國及歐洲兩種不同

的規範觀點，以更全面地提供國內規範可行之建議。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檢視國內現行兒童廣告規範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美國與歐洲之兒童廣告規範，據此探究二者之規範有何可供

借鏡之處。 

（三）最終則進一步探討，國內未來兒童廣告規範可行之發展方向。 

依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可得本研究之相關研究問題如下： 

（一）國內現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尚需修正增補之處為何？ 

（二）美國與歐洲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可供我國學習之處為何？ 

（三）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發展的可行方向？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396680%2Fsearch%7ES0*cht%2FaWalker%252C%2BJames%2BRobert%2Fawalker%2Bjames%2Brobert%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396680%2Fsearch%7ES0*cht%2FaFerguson%252C%2BDouglas%2BA%2Faferguson%2Bdouglas%2Ba%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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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深

度訪談法」以及「政策分析與建議」。本研究乃先以文獻分析法對兒童電視廣告

相關文獻及歐美規範做文獻之蒐集、整理與分析，再根據蒐集得到之歐美兒童電

視廣告規範狀況拿來與我國之現況進行比較分析，再以深度訪談法納入兒童電視

廣告產業業者、監理機構、家長親師、相關社會團體以及專家學者之看法與意見，

並藉此建構出我國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發展過程與現況，最後根據以上研究方法所

得之資料進行政策分析，並對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未來發展方向做出政策建議。

詳細之研究方法應用，分述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藉由對文獻資料進行有系統地查閱、組織和解釋，以找出不

同事件中的因果關係或規律，做為了解、重建過去、解釋現在以及預測將來的依

據，是一種間接的研究方法（葉乃嘉，2008）。並被廣泛運用於社會研究的領域

當中（葉至誠、葉立誠，2003）。 

文獻的意涵係指各種具有歷史價值的知識載體，記錄過去發生的事實，種類

包括文字形式的學術文獻、新聞報導以及聲音檔、影像檔、照片、圖片等（石之

瑜，2003；葉至誠、葉立誠，2003）。 

本研究蒐集的文獻資料可以分為「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的影響」、「國內兒童

電視廣告發展及現況」與「歐美及我國兒童電視相關規範」三部分。首先，兒童

電視廣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原因在於其可能為兒童帶來的影響，此影響也是歐美

各國及我國在制定政策及自律規範時的參考架構。因此，本研究蒐集包括國內外

相關主題之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調查數據等資料，整理出兒童電視廣告

對兒童之影響，作為之後規範分析之基礎論據。 

「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發展及現況」部分，鑒於國外之經驗固然能夠作為我國

修改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之參考借鏡，但國外的措施能否適用於我國還必須考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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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兒童廣告產業的現況。再者，規範並非由政府或社會他律單方面地進行，亦必

須考量產業情況，以免威脅產業生存，反而影響兒童收視的權益。因此，本研究

將藉由書籍、報紙雜誌、市場調查報告，再輔以深度訪談法，蒐集包括廣告量、

收視率、廣告型態、產品類型、呈現手法等兒童電視廣告的歷史變遷，以建構出

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的發展及現況。 

最後，本研究以美國及歐洲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經驗作為探討我國兒童電視廣

告規範改善方向之借鏡，並藉由蒐集書籍、期刊論文、法規資料庫、相關主管機

關、自律組織或他律組織之網站資料等文獻獲得相關資料。 

二、 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指對照分析兩種以上的制度或現象，以

發現其中異同、分析優劣，並歸納出趨勢或原則 ，作為解決問題或改進制度之

參考（莊懷義、謝文全、吳清基、陳柏璋，1988）。比較研究的發展已有一段歷

史，並且被運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而比較政策研究則是由比較行政以及比較政

治發展而來（孫煒，2003）。係以一個理論架構或是研究架構為基礎，來比較分

析、歸納不同國家之間的情況或個案，藉由了解各國政策的經驗，以供我國政策

研究反思、借鏡（鄭國泰，2008）。同時藉由比較各國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

也能夠提升我國公共政策的品質（丘昌泰，1995）。 

比較分析法又可依研究單位的種類分為橫斷式研究以及縱貫式研究（莊懷義

等人，1988），橫斷式研究是以「地區」作為比較的區分單位，又可再細分為

1.以「國家」為比較單位，比較兩國以上的制度或問題；2.以「跨國地區」為比

較單位，如比較歐洲與亞洲的狀況；3.以「國內地區」為比較單位，如以國內不

同的行政區來相比較。縱貫式研究則是以歷史時期作為比較對象，比較不同時期

的制度或問題，因此又稱為歷史式的比較研究，或是跨時期的比較研究。 

而本研究採用的是橫斷式比較研究法，以國家做為比較單位，並選擇美國及

歐洲為比較對象，首先透過文獻蒐集，描述呈現臺灣、美國及歐洲之兒童電視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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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關規範政策、自律機制以及他律經驗三個層面，並分析制度形成之因素及背

景，後將三者加以對照分析，以了解其異同，藉此探討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改

善方向之借鏡，以對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進行政策建議。 

三、 深度訪談法 

訪談方法係指為蒐集有關訪問對象的資訊或意見所做的訪問，目的是為了蒐

集更深入的研究資料，以更全面地了解欲研究的現象，這類資料有些是用觀察和

普通的訪問所無法獲得的（韓培爾，2003；潘淑滿，2003）。研究者會根據事先

擬訂的訪談大綱與調查對象對話，再將獲得的語言資料紀錄整理，進行分析比較

（葉至誠、葉立誠，2003）。同時，因為訪談法是一種口頭交流式的調查方法，

因此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與調查對象雙方會互影響，相對於一般訪談法，深度訪

談是比較深入、針對調查對象個人所進行之無結構的訪談（葉乃嘉，2008）。 

為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皆會利用到深度訪談法，研究問題（一）部分，由

於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產業變遷及現況之文獻不足，因此輔以深度訪談法，藉由詢

問業者、監理機關以了解我國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的發展。研究問題（二）、（三）、

（四）則是藉由訪談業者、監理機關以及社會團體與專家學者，詢問其對於我國

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不足之處以及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提供意見，並詢問歐美之相

關措施應用於臺灣之適用性及其原因。 

    （一） 訪談大綱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現況，並檢討我國現行兒

童電視廣告規範不足之處是什麼，藉由檢視美國與歐盟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有何

可供我國學習之處，以針對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發展方向作出建議。因此

本研究以研究目的做為訪談大綱之架構，惟向美國及歐洲借鏡之部分，雖未特別

獨立出來，但實際上是以美國及歐洲經驗作為基礎，研擬出國內現行兒童電視廣

告規範不足之處及改善方向的訪談問題。詳細訪談大綱可見附件。 

      （二） 訪談對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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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訪談對象選擇從自律、法律、他律三面向著手，

訪談對象包含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業者、監理機關以及社會團體與專家學者。其中

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業者又可再細分為廣告主、廣告商以及頻道業者，廣告主部分

曾聯繫廣告主協會、臺灣區玩具工業同業公會以及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詢

問訪談意願，但皆被以對兒童電視廣告規範領域不熟悉，或是公務繁忙不便接受

訪談為由婉拒，故業者方面僅訪談廣告及電視頻道業者，其中包括兩間兒童頻道

業者以及兩個公會組織，分別為MOMO親子台、迪士尼頻道、台北市廣告代理

商同業公會以及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另外並納入消費端的

意見，雖然兒童電視廣告的直接閱聽人為兒童，但考量兒童的表達以及理解能力

都尚未發展完成，故以家長團體作為消費端代表，以期能涵蓋整體兒童廣告產業

業者的看法，並能兼顧監理機構的法律、相關社會團體、專家學者之他律的聲音，

以及消費端的看法。詳細訪談對象整理如表1-2： 

表 1-2 訪談對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訪談時間 

廣告及電視頻道業者 

許益謙 台北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理事長 2012.03.21 

鍾瑞昌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2012.02.13 

鄭豐展 MOMO親子台節目部資深經理 2012.03.09 

張明川 迪士尼頻道資深系統分銷經理 2012.02.16 

江一傑 迪士尼頻道節目編審 2012.02.16 

社會團體 

葉大華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2012.03.13 

楊順美 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 2012.02.09  

陳麗雯 台北縣中小學家長協會教育議題召集人 2012.03.15 

監理機構 

何吉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內容處處長 2012.03.05 

翁曉玲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2012.03.02 

專家學者 

林承宇 世新大學傳播學院與資傳系專任講師 2012.03.19 

黃聿清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2012.02.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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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分析與建議 

目前對於政策分析的定義有許多說法，其中又以 Dunn（1994）的定義最常

被採用，柯三吉（1991）、丘昌泰（2010）即採用 Dunn 的說法，定義政策分析

是一門採用多元調查方法、政策論證方法來生產、轉換可用之政策資訊，藉此解

決政策問題的應用性社會科學。 

政策分析的功能是產生可用來改進決策者判斷基礎的分析型態（林水波、張

世賢，2006）。目的則是回應目前政府所面臨的問題與危機，依照所生產之資訊

的不同，可以區分為三種途徑，每一種途徑也都各有不同的目的及功能。第一種

為經驗性途徑目的在於探討該政策問題是否真實存在，因此此一途徑產出的為描

述性資訊，也就是利用事實描述來說明問題；第二種為價值性途徑，目的則是了

解解決問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代價，以作為分析時的考量基礎；最後為規範性途

徑，規範性途徑可以產生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因此該途徑的目的是找出應該採

用何種行動來解決問題（Dunn, 1994） 

而國內最常採用的則是 Dunn（1994）所提出的政策分析架構（見圖 1-1）（丘

昌泰，2010）。其中包含政策分析所需的相關資訊，以及政策分析的進行程序，

從此一分析架構能夠更清楚的看出進行政策分析時的步驟以及需要具備的資料。

在進行政策分析時，必須蒐集的資訊包括 1.政策問題：指已經進入到政策層次的

社會問題或公共問題，也就是說政府認為有必要採取一些行動來解決的問題（林

水波、張世賢，2006）。2.政策未來：了解哪些行動可以解決問題而這些行動在

未來可能遭遇哪些困難。3.政策行動：被設計來解決政策問題的行動。4.政策結

果：不同的政策行動可能造成的正負面影響。5.政策績效：政策達成目標的程度，

可用以預測政策未來或是對有問題的政策進行重新建構。而為生產以上的政策相

關資訊，政策分析的程序包括（政策）問題建構、（政策未來）預測、（政策行動）

推薦、（政策結果）監測與（政策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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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Dunn 政策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公共政策：基礎篇》（頁 94），丘昌泰，2010，台北：巨流。 

 而政策建議則是提出政策的應行方向，促進現行政策的變更（林水波、張世

賢，2006）。因此，前述政策分析的結果也就可以作為政策建議的基礎，研究者

可就研究分析的結論，提出政策可行之變更方向。 

 據此，本研究根據 Dunn 之分析架構，政策問題建構部分係採文獻分析法蒐

集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的影響、歐美兒童電視規範情況以及各界對於規範兒童電

視廣告之看法，界定出兒童電視廣告可能帶來之政策問題，並確立訂定兒童電視

廣告相關規範政策之必要性。再藉由與歐美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政策之比較，確立

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政策可修正增補之處，並參考歐美經驗歸納出我國可行之

修正方向，並藉由訪談兒童電視廣告產業業者、監理機構、家長親師、相關社會

團體以及專家學者，藉以了解歐美經驗是否適用於我國，而制定相關規範時，可

能會遇到那些困難以及可能產生的成本及代價為何。最後，以上述資料為基礎，

對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政策提出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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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所運用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問題之對應如下圖： 

 

 

 

 

 

 

 

 

 

 

 

 

 

 

 

 

 

 

圖 1-2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對應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研究問題（一）： 

國內現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尚

須修正增補之處為何？ 

研究問題（二）： 

美國與歐洲之兒童電視廣告規

範可供我國學習之處為何？ 

研究問題（三）： 

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發

展的可行方向？ 

文獻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政策分析 

政策建議 

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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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架構 

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主張來自於廣告為兒童帶來的影響，因此在談論規範之

前，本研究先從電視廣告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出發，爬梳相關研究文獻，整理出兒

童對電視廣告的認知發展歷程以及電視廣告對兒童之影響。又，美國與歐洲各國

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皆是立基於兒童對廣告有限的認知能力，以及廣告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因此，相關文獻的整理，更能夠作為研究相關規範時的背景資料。 

再者，政府規範和產業動態以及整體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政府過度的規

範容易抑制產業發展，過於開放亦容易造成商業利益剝削兒童權益的情況，因此

必須在規範與產業發展間求取平衡，思考如何在不阻礙產業發展的前提之下，提

供適當的規範手段。又，規範政策的形成的背後都有其政治經濟因素的考量，並

與整體社會政治經濟氛圍有關。據此，本研究在進入規範研究之前，先檢視臺灣

的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的發展與現況以及臺灣整體政治經濟環境狀況，以掌握兒童

電視廣告產業及社會的動態，作為發展規範建議時之參考資料。 

而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作出建議，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因此，在檢視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同時，本研究亦以美國與歐洲的經

驗作為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借鏡，期望能藉由參考美國以歐洲相異的規範觀

點及電視生態，獲得另一種不同的規範視野，使研究建議更臻完善。並輔以深度

訪談法，訪談國內兒童電視廣告業者、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家長代表，以了解

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之不足之處，以及歐美經驗應用於臺灣的可行性。 

最後，綜合上述討論，提出對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提出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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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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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係依據前述之研究架構進行安排，研究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

前言為本研究之說明，包括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以

及章節安排。 

又如前所述，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主張係基於電視廣告為兒童帶來的影響，

因此在談論規範之前，本研究先從電視廣告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出發，第二章主要

透過國內外文獻之爬梳，檢視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帶來的影響，第一節先對本研

究之概念進行定義，其中包括「兒童」以及「兒童電視廣告」兩個概念；第二節

及第三節則分別整理兒童對電視廣告的認知發展歷程與電視廣告對兒童之影

響。 

第三章則為臺灣兒童電視產業狀況以及目前國內整體政經環境、法律體系之

說明。第一節說明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的發展歷史，又考量政府規範必須能夠同時

保障產業的健全發展，因此於第二節檢視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的現況及變遷，

產業資料包含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結構、廣告量、市場規模、廣告商品類型、呈現

手法等的現況與變化。再者，整體政治經濟環境以及法律體系皆會影響規範發展

的方向，因此於第三節討論我國及歐美在政治經濟及法律體系上的異同，不僅做

為我國規範發展之考量，同時也作為借鏡歐美經驗時的參考資料，最後於第四節

進行該章之小結。 

第四章則進入臺灣、歐洲及美國兒童電視廣告相關規範之探討，第一節先說

明兒童廣告規範相關論述，以了解支持與反對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的看法，

並論述立法規範兒童廣告之正當性。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分別就法律、自律及社會

他律三個層次，探討我國與美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狀況。第四節則為歐洲的情況，

其中由於歐洲為一跨國界的地區，因此在進行論述時，係先由國家層次出發，爬

梳歐洲各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情況，後再檢視跨國界層次，從法律規範及自律層

次，來檢視歐洲跨國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狀況。第五節，則將前述文獻與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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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綜合論述，並針對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作出建議。 

 最後第五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為研究發現，乃是統整前四章之

分析結果，以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並於研究問題四的部分，說明我國未來兒

童電視廣告規範之發展方向與建議。第二節為研究限制，針對本研究在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方向方面之限制進行說明。最後第三章則為研究建議，將對未來研究做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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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之影響 

本章一共有三節，第一節先就兒童及兒童電視廣告進行定義；第二節則說明

兒童認知發展過程與電視之間的關係，來看電視如何影響兒童的認知；最後第三

節進入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帶來的影響。 

第一節 兒童與兒童電視廣告 

 一、兒童與童年 

1980 年代以前，兒童的概念以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精神分析等領

域為主，關注的是兒童的發展、社會化以及心理狀態，在這個階段，兒童被視為

是相對於成人的概念，與成人成熟、社會化、有能力相對比，兒童是不成熟、非

社會化、能力不足的（王瑞賢、王慧蘭，2009）。從兒童變為成人是一個從不成

熟發展為成熟，從非社會轉化為社會化，並逐漸擁有各項能力的過程。 

心理學即以個人認知發展與社會學習過程做為區分兒童與其他人生階段的

標準，並且以年齡標示出發展的各個時期。Philip & Barbara Newman（1993）將

人類一生的發展週期分為十一期，其中兒童的範圍涵蓋「嬰幼兒期」（二至四歲）、

「幼兒期」（四至六歲）以及「學齡兒童期」（六至十二歲）。Havighurst（1972）

則將人生分為六個不同的年齡階段，其中一到六歲係嬰兒期到兒童前期，六到十

三歲則為兒童後期。 

整體而言，心理學對人生全程發展之分期指出個人發展過程中二歲到十三歲

為兒童期（張春興，1991）。而從兒童轉變為成人是一個逐漸從不完整到完整的

過程，隨著年齡增加，兒童習得的能力逐漸增加，也越來越向成人靠近。而正因

為兒童在發展過程中的這種不成熟、未社會化的特質，使得兒童被視為一個特別

的族群，具有特定的性質，亦須要特別的限制來保護（林宇玲，2008）。 

後來心理學的兒童概念開始遭受批評，批評者認為生物性發展固然會影響兒

童的生理及心理發展，然而生物性發展影響的是兒童生理、心理能力的成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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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性格則是來自於對所處環境的後天學習（Heywood, 2001／2004）。因此，

正如 Buckignham（2000／2003）所說，兒童的意義是變動的，且不全然是生物

性的，而是會隨著社會文化背景改變。也就是說社會對於兒童的共同定義乃是時

代社會背景與文化反覆辯證下的結果，會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變化。 

現代社會將兒童視為一個特別的族群，具有特定的性質，亦須要特別的限制

來保護，但兒童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現代的兒童概念跟中世紀的兒童概

念即不相同。法國學者 Ariés（1962／1973）是兒童概念的先驅，他認為在十六

世紀之前的西方並未有像現代一樣的兒童概念，現代兒童被視為是特別需要保護

的一群，但在十六世紀之前，兒童與成人並沒有清楚的界線，兒童只是成人的縮

小版，常常要與成人一起分擔工作，並沒有受到特別的照顧及保護。 

現代兒童的定義直至十八世紀左右才逐漸形成（Neil Postman, 1982／1994）。

十八世紀的兒童概念已經具有現代社會兒童概念的雛型，盧梭是當時重構兒童概

念的代表性人物，強調兒童的純真爛漫，在成年以前兒童不需要承擔成人的責任，

他們要做的只是用這種獨特的純真來觀察、感覺世界，並從中學習（Heywood, 

2001／2004）。盧梭的看法將兒童從成人的領域中獨立出來，突顯了兒童的特殊

性。 

之後，隨著時代的推移，兒童的輪廓越來越清晰，這與學校教育以及家庭社

會文化的發展有關，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學校教育普及，兒童都被送進學校接受

教育（蘇峰山，2009）。現代學校將兒童隔離於成人世界之外，是一個獨立的學

習機構，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式與規則（Wyness, 2006／2009）。按年齡區分的學

校結構也為兒童的範圍做了更清楚的界定（Heywood, 2001／2004）。到了二十世

紀，童年的概念變得更為純粹，兒童卸下經濟責任，成人不但必須負擔兒童的經

濟，同時也必須扛起照顧兒童的責任（Wyness, 2006／2009）。 

歸納以上不同領域對兒童的界定可以看出，無論是心理學觀點，或是社會歷

史脈絡下的童年，都有一個共同的輪廓，因此本研究採取與以上看法相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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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兒童是一個特別的群體，是正在發展中的個人，在能力、成熟度以及認知上

都尚未像成人一般完整，因此不需要擔負經濟、分辨善惡等成人的責任，並且需

要特別的照顧與保護。 

另外，我國法律考量兒童的發展上的不完整性，將兒童界定為特別需要保護

的族群。而法律界定兒童的範圍以十二歲為分界（彭淑華 et al.，2004）根據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2003）之法條所指：「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

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以及民國 93年 6月 2 日廢止之兒童福利法（1973）：「本法所稱兒童，指未滿十

二歲之人。」可見，依我國法律之認定，兒童係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鑒於本研究探討主題為兒童電視廣告之規範，因此本研究在年齡界定上採取

法律上的定義，定義兒童為指出生後、未滿十二歲之人。從教育程度來看，大約

為幼稚園到國小六年級的學童。 

 二、兒童電視廣告 

二十世紀「市場區隔」成為主流行銷手法，企業認為從大眾市場中切割出一

群具有共同特質的人，針對族群的特性、偏好進行行銷，能夠更精確地打中目標

群眾（Jhally, 1987／1992）。而兒童電視廣告即是以兒童為主要目標閱聽眾，針

對兒童所設計並透過電視媒介傳遞之廣告訊息（蔡蓉蓉，2008）。 

美國兒童廣告自律組織 CARU（Children’s Advertising Review Unit）的兒童

廣告自律計畫 Self-Regulatory Program for children’s Advertising 中載明，該自律計

畫的應用範圍包括，國內透過各種媒體傳播，主要以十二歲以下兒童為目標對象

的廣告，其中更詳細說明幾項判斷標準：（1）廣告是否針對十二歲以下兒童所設

計（包括內容、形式、目標對象輪廓等）。（2）該廣告是否在一般認為的兒童電

視節目前後或當中播出。（3）廣告中是否包含廣告主企圖傳遞給十二歲以下兒童

的資訊。也就是說，兒童電視廣告是經由電視媒體傳播，以十二歲以下兒童為目

標對象，廣告內容針對兒童所設計，或是在兒童節目時段播出的電視廣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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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是否以十二歲以下兒童為目標，以及其廣告訊息當中是否包含廣告主企圖要

傳遞給十二歲以下兒童的訊息兩部分，由於其定義較模糊，缺乏清楚的判斷標準，

因此本研究不將此兩部分納入兒童電視廣告定義。 

歐洲則以廣告商品類型定義兒童電視廣告，其中玩具與食品廣告是與兒童相

關性最高的商品，食品廣告又以甜食、早餐穀片（cereal）為主（Gunter, Oates, and 

Blades, 2005）。但以商品類型定義兒童電視廣告會產生一個問題，在兒童節目時

段播出之廣告即使商品類型不屬於規定的商品類型，但是在兒童節目時段播出，

仍有機會接觸到大部分的兒童，對兒童的影響不一定亞於特定商品類型的廣告。

因此，本研究不將商品類型視為定義兒童電視廣告定義的必要條件。 

兒童電視廣告不只包含在節目破口所插播的廣告，節目式廣告

（program-length advertising），或是在目標閱聽人為兒童的節目中出現的置入性

行銷（product placement）也屬於兒童電視廣告的範疇（Gunter, Oates, and Blades, 

2005）。1974年美國傳播與通訊委員會（FCC）提出之兒童電視廣告相關規範以

及 1990 年公布之〈兒童電視法〉（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Act），其中所稱之兒

童電視廣告即包含兒童電視節目破口所播出的一般廣告、節目式廣告、節目中的

角色向觀眾推銷商品（host-selling）以及各種形式的贊助（sponsorship）（FCC, 1974; 

Lazar, 1994）。 

我國學者吳知賢（1991；1998；1999）所做之兒童與電視廣告的相關研究中

指出兒童電視廣告為兒童收看電視時看到的廣告，多為兒童節目時段播出之廣告，

或以兒童為目標閱聽眾的廣告。 

綜合國內外兒童電視廣告定義，本研究整理出兒童電視廣告的兩項判斷標準：

（一）在兒童節目前後或當中播出，（二）廣告類型包括一般廣告、節目式廣告5、

節目中角色向觀眾推銷商品或置入性行銷。換言之，本研究定義兒童電視廣告係

指在兒童頻道或非兒童頻道兒童節目前後或當中播出之廣告，舉凡一般廣告、節

                                                     
5 意指以類似電視節目的形式呈現，且時間較長的廣告。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R%20%22Lazar%2C%20Bonnie%20A%2E%22%7C%7Csl%7E%7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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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式廣告、節目中角色向觀眾推銷商品或置入性行銷等廣告類型皆包含在內。 

第二節 兒童認知發展與電視廣告 

一、Piaget 兒童認知發展理論 

大部分兒童認知發展與廣告的研究皆是以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為基礎，說

明兒童對廣告的理解程度如何受其認知發展程度的影響（Gunter, Oates & Blades, 

2005）。Piaget（1970）將兒童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零到兩歲的兒童在動作感

覺期（sensori-motor stage），這個時期兒童的認知發展主要在於動作上，此時兒

童還不具有語言能力，只能以行為來理解事物，憑藉感覺與動作經驗形成行動基

模，並且能夠將這些基模應用在新遇到的狀況中。當新事物出現的時候，嬰兒會

吸收這種新的經驗，把其併入原有的行動基模中，這些基模將是未來發展時間、

空間、以及因果關係等概念的基礎。這個階段嬰兒已具有客體恆存（permanence 

object）的概念，即使物體離開視線中，兒童不會認為物體消失了，反而能夠再

把物體找出來。 

兩到七歲的兒童在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此時期最主要的發展

是象徵性功能（symbolic function）的出現，語言即是一種象徵性功能，在這個

階段兒童會利用象徵物及語言的功能，來建構出當下、過去以及未來的種種情況。

這些行為包括延遲模仿（delay imitation）6、象徵性遊戲（symbolic play）7等（Piaget，

1987／1969）。此時雖然兒童已具有語言能力，卻仍無法對話，只能利用簡單的

名詞稱呼物體。另外，此時期的兒童的另一項特徵是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

兒童行動即對事物的看法會以自我的角度出發，而不會從他人的角度來看。 

七到十二歲的兒童在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s stage），這個階段發

展的是邏輯層次與邏輯關係，最簡單的運思是有關於根據物體的異同將其分類，

                                                     
6所謂延遲模仿係指兒童會在物體消失之後才開始模仿先前發生的動作，這種模仿會慢慢形成一

種象徵或是心象。 
7 象徵性遊戲就是模仿的遊戲，兒童會在遊戲中模仿他人的行為或是其他物體，例如模仿動物，

或是拿積木當成車子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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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將物品依照大小或是重量排列的能力，對於數字的理解也開始形成，但這些

能力都還相當初階。有別於前運思期兒童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具體運思期的兒

童已經能夠與他人建立互助合作的關係，同時也在經歷社會化的歷程（Piaget，

1987／1969）。 

十二歲以上的孩子進入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s stage），此階段兒童

的思考不再只侷限於具體的物體，還擴及比較抽象的假說或是命題，此一階段的

運思係以前一階段的運思能力為基礎，但比前一階段的運思能力具有更複雜的結

構。並發展出組合系統（combinative system），脫離具體的物體，能夠在思維中

建立事物間的關係、排序和分類（Piaget，1987／1969）。 

表 2-1 各階段兒童發展特徵 

動作感覺期

（0-2歲） 

 藉由感覺動作發揮基模作用 

 具有客體恆存（permanence object）的概念 

前運思期 

（2-7歲） 

 語言與象徵性功能（symbolic function）出現 

 能利用符號稱呼物體 

 延遲模（delay imitation） 

 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 

具體運思期 

（7-12 歲） 

 邏輯關係發展，具有將辨別物體異同、分類、排列的能力 

 開始理解數字 

 他人建立互助合作關係的建立 

形式運思期 

（12歲以上） 

 認知理解從具體擴及抽象的假說或命題，具有更複雜的運

思結構。 

 組合系統（combinative system），運用抽象思考建立物體

間關係、排序與分類。 

資料來源：整理自 Piaget, 1970、Piaget, 1987／1969。 

二、兒童之廣告理解 

John（1999）整合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以及 Selmon
8的兒童社會性發展，

將兒童消費社會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三到七歲的知覺期（perceptual stage）、

七到十一歲的分析期（analytical stage）以及十一到十六歲的深思熟慮期（reflective 

stage）。在認知階段，兒童傾向於單面向思考，係根據單一的感知特徵（perceptual 

                                                     
8 Selman, Robert L. (1980), The Growth of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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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來形成消費認知與消費行為，且以自我為中心，多是根據自身觀察做

決定，而不會將他人的意見納入考慮。進入分析階段，兒童的認知理解能力增加，

能夠理解抽象知識，開始以比較深層且多面向的方式分析品牌、廣告等市場資訊，

而且思考方式開始超越自我感覺與動機，能夠同時考慮他人和自己的意見。到了

深思熟慮期，隨著兒童的資訊處理及社會技能發展得更為完整，他們能夠處理更

為細緻的市場資訊，更關注在消費市場的社會意義以及背後的意涵，且在這個階

段兒童更具有社會性，會順應社會以及所處團體形塑自我認知與消費行為。 

表 2-2 兒童的消費社會化階段 

知覺期 

（3-7 歲） 

 單面向思考，憑藉單一的感知特徵（perceptual features）形

成消費認知與行為。 

 自我中心，不考慮他人意見。 

分析期 

（7-11 歲） 

 理解抽象知識的能力增加，開始以比較深層、多面向的方式

分析品牌、廣告等市場資訊。 

 思考方式超越自我感覺與動機，並能接受他人意見。 

深思熟慮期 

（11-16 歲） 

 能處理更精細的市場資訊。 

 關注消費市場的社會意義及其背後意涵。 

 更具有社會性，消費行為及自我認知會受到所處團體及社會

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自 John, 1999。 

 Mathews（1997）依年齡將兒童對廣告的回應能力分為三個時期，四到六歲

的兒童處於探索期（Explorers），探索期的兒童已經能夠區別廣告與節目，但還

無法理解廣告內容，只是將廣告當成一種娛樂，且這時期的兒童注意力短暫，會

注意廣告中的小細節，並喜歡在日常生活不斷覆誦這些小細節，這個時期的兒童

尤其偏愛動畫。 

 七到九歲處於征服期（Conqueror），這個階段兒童對於電視的注意力提高，

對於自己喜歡的廣告會有高度的參與感，但同時這個階段的兒童已經明白廣告的

目的是在說服人購買商品，也能夠辨別廣告的優劣，而且比較沒辦法忍受廣告中

人物一些不符現實的行為，但是廣告卻也是他們向父母提出消費要求的理由。這

時候兒童對於廣告文本的理解能力增加，能夠瞭解故事情節與劇情，喜歡視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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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並且偏好常規的故事結構。 

 十到十二歲兒童屬於追隨期（Groupies），到這個時期，兒童已經看過很多

為一般成人所製作的節目，所以對於故事情節發展、主題、影片技巧等更為熟悉，

此時兒童也已經察覺到廣告的功能是銷售產品，並會想要了解更多產品訊息，整

體而言，這時的兒童接受廣告，但仍然會對廣告提出批評，而且會認為許多兒童

廣告是為了更年輕的兒童而設計。 

表 2-3 Mathews兒童回應廣告能力階段 

探索期 

（4-6 歲） 

 視廣告為一種娛樂 

 能夠分辨廣告與節目的差別 

 注意力短暫 

 注意小細節，並喜歡不斷覆誦 

 喜歡動畫 

征服期 

（7-9 歲） 

 對電視的注意力提高 

 明白廣告目的 

 能辨別廣告的好壞 

 對於喜歡的廣告有高度參與感 

 對廣告中人物不符現實的行為容忍度有限 

 當產品要求到達頂峰，廣告提供向父母要求的合理理由 

 能夠理解故事情節與劇情 

 喜歡視覺上的幽默 

 偏好常規的故事結構 

追隨期 

（10-12 歲） 

 對影片的情節、主題、技巧等更為熟悉 

 察覺廣告的銷售功能 

 接受廣告，但仍會批評 

 認為兒童廣告是為更年輕的兒童設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thews, 1997。 

整體而言，兒童在七、八歲以前對電視廣告的抵禦能力最低。二到五歲的兒

童會注意廣告，但是無法理解廣告的內容（McNeal, 1987）。這時對兒童來說，

廣告的功能只是提供娛樂（Mathews, 1997）。到了四歲兒童才開始能夠分辨廣

告與節目的差別（柯佳芬，2006／2007）。從 John（1999）的社會化階段也可

以看出，三到七歲的兒童會因為受到廣告聲光效果的刺激而形成對商品的認知與

消費慾望。而且這個階段的兒童偏好動畫形式（Mathews, 1997）。許多兒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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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廣告即是利用這項特性，藉由動畫、大量的音樂、快速的畫面轉換來刺激兒童

的感官。另一方面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指出，此時兒童正處於前運思期，

會對看見的事物產生模仿行為，因而廣告中的不良內容也最容易被知覺期的兒童

吸收。 

在三歲以前，兒童還無法理解廣告內容，對這個時期的兒童來說廣告只是一

種感官刺激（黃仁宏、徐怡，2002）。三到七歲的階段，兒童已經能夠分辨廣告

與節目的不同，但是除了區分節目與廣告之外，兒童還必須了解廣告的意圖並且

理解廣告訊息內容，才能夠客觀地回應廣告（McNeal, 1987）。大部分的研究指

出，兒童對廣告目與意圖的瞭解一直要到八歲左右才會形成（柯佳芬，2006／2007；

Gunter, Oates & Blades, 2005; Mathews, 1997）。然而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兒童對

廣告意圖的瞭解能力其實要到更晚才會成形。 

Oates等人曾利用焦點團體方式研究兒童對廣告的認知，結果顯示對兒童來

說，廣告的功能是提供資訊以及讓觀眾及演員休息，但一直要到十歲才比較能夠

真正了解廣告存在的原因以及其說服意圖，在此之前，兒童傾向於認為廣告內容

是真實的（Oates, Blades, Gunter & Don, 2003）。 

Owen, Auty, Lewis & Berridge（2007）則利用圖案提示搭配文字的方式針對

七歲及十歲兒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兒童對廣告的說服意圖的了解程度比

之前的研究來得更高，有五分之一的七歲兒童以及三分之二的十歲兒童能夠了解

廣告的銷售目的。大部分的兒童（69%的七歲兒童和 75%的十歲兒童）指出，廣

告是在告知我們新的商品，是一種提供資訊的服務。 

此外，企業常用來說服兒童購買商品的手段是提供贈品或是請名人代言

（Smith & Atkin, 2003）。廣告使用兒童節目或是卡通中的角色人物代言，容易

使兒童將廣告與電視節目混淆，尤其是廣告是在該人物的節目時段或是鄰近時段

播出時，混淆的狀況更是明顯；另外若廣告代言人是對兒童來說具有權威性的角

色，如警察、太空人或是媽媽，兒童會認為產品的品質是好的（Rossit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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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結果亦支持年紀較大的兒童對廣告的認知能力較好的論點。蔡蓉蓉

（2008）所作之「學齡前幼童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認知」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調查台

北市文山區幼稚園及托兒所的幼童及其父母，研究學齡前兒童年齡、性別等人口

變項及父母年齡、學歷收入等人口變項、陪看電視習慣、態度對學齡前兒童電視

廣告認知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學齡前幼童的人口變項不會影響廣告內容

記憶，但五歲以上兒童真實判斷及辨別廣告目的的能力比五歲以下幼童為佳。父

母的人口變項則不會影響兒童的電視廣告認知，但較常陪伴幼童看電視的父母的

輔導方式對兒童的廣告目的認知能力有正面影響。 

行政院新聞局委託鍾蔚文與羅文輝（1988）進行之專題研究報告，則採用調

查法，自台北市木柵兩所國小的三年級與六年級學生中各抽取兩班學生做為調查

對象，測量家庭傳播型態是否會影響兒童對電視廣告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研究

結果發現，年紀較大的兒童在對電視廣告的認知比低年級兒童高，也比較容易因

為電視廣告而產生行為反應。態度方面則與年齡無關，只有學校會影響兒童對電

視廣告的態度。而家庭型態差異的確會對兒童的認知、態度及行為造成影響，父

母鼓勵子女發表意見且其意見會受到尊重的家庭，其子女比父母不鼓勵子女發表

意見的家庭子女對於廣告的認知更高，且更容易受到電視廣告影響而產生行為反

應。 

無論兒童了解廣告意圖的實際年齡為何，都指出一個現象，兒童從出生到瞭

解廣告意圖中間花費的時間很長，就算到了研究數據所指的八歲或十歲，也並非

所有兒童都能夠瞭解廣告的目的，對大部分的兒童來說，廣告是資訊性的服務，

是用來得知市場新消息的方式。總結而言，隨著兒童的認知發展，對廣告的瞭解

也日漸增加，但在其認知發展完全之前，兒童對廣告的抵禦能力皆是有限的，也

因此，面對電視廣告，兒童是需要被特別對待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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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電視廣告的影響 

1970 年代開始，電視廣告對兒童的影響逐漸受到美國學術界的重視，兒童

電視廣告數量的快速增加，使得學者及公民團體憂心廣告會對兒童造成不良影響，

因此開始投資進行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研究。第一波針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的學術

研究為 Barcus以及Winick 所做的兒童電視廣告之內容分析，這兩篇研究分別由

兒童電視行動組織（Action for Children’s television ; ACT），以及全國廣播人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NAB）資助（Young, 1990）。相關研究結

果則被引用來做為遊說政府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依據。 

早期兒童電視廣告研究方向主要針對廣告文本分析、兒童對廣告的注意力、

資訊處理過程、態度，以及廣告對兒童消費行為的影響（Sheikh, Prasad, & Rao, 

1974）。廣告文本研究多是描述性研究，針對種族、性別與呈現手法等議題對廣

告內容進行的內容分析，目的在於揭露隱含在兒童電視廣告內的刻版印象與意識

形態。 

Smith 和 Atkin（2003）從廣告主的角度出發，將兒童電視廣告的影響分為

預期效果（intended effects）以及非預期效果（unintended effects）兩類。廣告做

為企業行銷商品的手段，主要的目的就是創造獲利，廣告主為了將商品賣給兒童，

花錢買下電視頻道廣告時段，重複且大量地播放廣告，企圖刺激兒童產生對商品

的欲望，誘發兒童的消費行為，甚至一步影響品牌認知與忠誠度，並形塑兒童的

消費模式，此即是 Smith 和 Atkin 所指的預期效果，係指企業有意圖地藉由兒童

廣告所達成的效果。另一方面，兒童廣告也會造成一些原本不在企業預期中的非

預期效果（unintended effects），包括家庭衝突、不快樂、不好的飲食習慣、自我

認知、物質主義（materialism）。本研究整理兒童電視廣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

總共分為三大部分分述如下。 

一、受控制的消費力 

兒童廣告係以兒童為主要消費族群，對廣告主而言，兒童就是消費者，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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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要讓他們從口袋裡把錢掏出來。1940年代以前，兒童可以動用的零用

錢金額不高，父母教導兒童要把零用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廣告主並不認

為兒童是銷售的目標族群，只是將其視為是未來的潛在市場，直至二次大戰後兒

童人口大幅成長，兒童市場遂開始逐漸受到重視（McNeal, 1987）。 

隨著兒童人數的增加，其挾帶的驚人消費力促使廣告主投入資金製作兒童廣

告（吳知賢，1999）。美國兒童一年使用零用錢消費的金額高達 280 億美元，全

球兒童一年的花費則超過 3000億美元（Gunter, Oates, & Blades, 2005; Lindstrom 

& Seybold, 2003/2003）。同時由於現代家庭經濟狀況普遍較富裕，隨著雙薪家庭

比例增加，加上高離婚率以及兒童高度的消費社會化，使得兒童對於家庭消費的

影響力也跟著增強（Lackman & Lanasa, 1993）。美國兒童影響家庭的消費金額

一年就可以達到 250億美元，而全球兒童影響家庭的消費金額更高達 1.88兆美

元（Gunter et al., 2005; Lindstrom & Seybold, 2003／2003）。看準兒童的高消費力

與其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力，企業每年花 150億美元向兒童行銷商品（〈Advertising 

to Children〉, 無日期）。 

所謂的兒童市場不只有兒童本身的消費能力，還包括父母以及兒童長大後的

未來市場，兒童同時是消費者、未來的潛在市場並且是家庭消費行為的影響者 

（McNeal，1987）。在兒童本身的消費力之外，兒童還能夠影響父母的消費行

為，向兒童進行廣告不僅能夠引發兒童本身的購買行為，也能藉由兒童的影響力

觸及父母等成人市場，同時還能夠影響兒童長大後的消費行為。 

因此，面對兒童市場，廣告的短期目標是激發兒童及家庭現有的消費力，長

期目標則是藉由消費社會化的過程，從小潛移默化兒童對於消費的認知與態度，

培養兒童的消費習慣以從中獲得長期利潤。為達成目標，廣告塑造與商品緊密結

合的消費文化，創造兒童的欲望，再將消費包裝為滿足欲望、實現個人價值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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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社會化 

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乃係個人獲得成為社會成員的知識、技巧以及傾

向的過程（Brim, 1966）。而消費社會化（consumer socialization）則是個人獲得

消費相關技巧、知識與態度，而學習成為一個消費者的過程，過程中所形塑出的

個人消費傾向，會決定往後的消費行為（Ward, Robertson & Brown, 1986; Ward, 

1974）。 

兒童消費行為研究中最常使用消費社會化理論將影響兒童消費社會化的因

素依來源分為個人內在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胡蘭沁，2002）。個人內在因素係

指兒童消費社會化的過程會受到兒童認知發展程度的影響，而外在環境因素又可

以區分為人際因素及非人際因素，人際因素是父母、師長及同儕的影響，廣告、

商店則屬於非人際因素。 

McNeal（1987）也指出，兒童消費社會化的過程中，包含幾個重要的代理

機構：父母、同儕、師長以及商業體系，父母是兒童消費社會化中最重要的代理

機構，從兒童一出生，就開始透過父母的教導兒童開始習得社會化行為，之後進

入求學階段，兒童則開始受到同儕的影響，根據研究指出，同儕能夠影響個人消

費的商品類型，同時對兒童來說，學校的師長的權威性，也使其在兒童的消費社

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兒童消費社會化的代理機構之一是商業體系，

其中包括廣告、商店以及商品本身。 

商業體系希望培養兒童成為一名有力的消費者，就必須在兒童消費社會化的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來影響兒童消費認知的形成。而商業體系在兒童消費社

會化過程中發揮作用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進行廣告。因此廣告（尤其是電視廣告）

即是兒童消費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代理機構之一（Ö zmete, 2009; McNeal, 1982；

李仁芳，1982）。兒童會觀察吸收廣告中的消費方式以及消費觀念，將其轉化為

消費行動，而實際參與消費活動的經驗又同時加強這種從廣告學習而來的消費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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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兒童消費社會化過程受到多元因素的影響，而當

中本研究最關心的代理機構是廣告，原因在於廣告背後的動機，在各個代理機構

當中，廣告的出發點是商業考量，同時透過廣告商業體系可以獲得直接的實質利

益，因此，本研究在此將研究重點放在電視廣告對兒童消費社會化帶來的影響。 

從認知、態度及行為三個層面能夠更清楚地看出廣告如何形塑兒童的消費認

知。在認知層面廣告主要影響兒童的消費學習，增加兒童對商品、品牌的認知，

產生消費社會化的效果（Gunter et al., 2005）。在態度層次，兒童可以學習對廣告

所呈現之特定產品的優點與利益（benefit）做出評價判斷，廣告並能夠影響兒童

對產品的想法與感覺。另外兒童能夠藉由廣告訊息的接收形成對產品、品牌、廣

告製造商、廣告主、廣告活動以及該則廣告本身的態度；在行為層面，廣告亦會

引發購買行為或是產生對父母及同儕的影響，並且態度與行為間存在相互影響的

動態關係（McNeal, 1992）（見圖2-1）。 

  

 

 

 

 

 

 

 

 

 

 

圖 2-1 廣告形塑兒童消費認知之過程 

資料來源：Kids as customers. (p. 145), by McNeal, James, U., 1992, Mass. : 

Lexingt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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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兒童對產品、品牌、廣告製造商、廣告主、廣告活動的正面態度

會引發兒童的購買行為，或是向父母提出購買商品的要求。父母接收兒童的要求

訊息後也會產生對產品、品牌、廣告製造商、廣告主、廣告活動的態度，而且無

論是兒童與父母態度或是實際的購買行為都會形成對產品、品牌、廣告主或是廣

告的喜惡9，並影響未來的消費行為。同時，兒童自行購買或是父母在幫兒童購

買商品的過程中，也都會強化對於產品、品牌、廣告製造商、廣告主、廣告活動

的態度以及並形成喜惡影響未來的消費行為。 

然而，廣告的目的大都不是從兒童的角度出發，而是為資本家的商業利益服

務。廣告在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負責維持系統的正常運作，對

資本家來說，廣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經濟功能。即是提供產品以及品牌資訊、刺

激消費行為、以及提醒、加強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記憶（楊中芳，1989）。 

現代消費社會植基於大量的生產與消費，商品必須透過分配、交換與消費重

新轉換為金錢的形式回到資本家手中，以實現其利益與商品價值，因此如何將大

量的商品銷售給消費者，才是資本家得以生存與持續發展的關鍵（Jhally, 2008）。

廣告即是廣告商確保所生產的商品能夠被消費的主要武器，透過廣告生產足夠維

持獲利的消費市場（Jhally, 1987），且能夠有效地縮短商品轉換為金錢的過程

（Sinclair, 1987），藉由廣告的促銷，商品能夠更快地被消費，加快資本家獲利

的速度。 

尤其在強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必須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求生

存，為求獲利並在市場中維持固定的市占率，廣告主以許多不同的手法來操作廣

告，創造需求以刺激消費，並透過建構社會的文化意象與意識形態將消費行為合

理化（Sinclair, 1987）。 

                                                     
9
在這裡喜惡所指涉的是對產品形式、品牌、商家的偏好與忠誠，這些都會成為兒童腦中的一套

喚起集合(evoked set)，意指兒童在選購商品時，會依據這套喚起集合想起一個或數個品牌，影響

兒童的選購行為(McNeal, 1992)。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007303%2Fsearch%7ES0*cht%2FaJhally%252C%2BSut%2Fajhally%2Bsut%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Sinclair%252C%2BJohn%2Fasinclair%2Bjohn%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Sinclair%252C%2BJohn%2Fasinclair%2Bjohn%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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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說的：消費者需求決定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企業透過廣告創造人們對商品的欲望，形成一種假性的需求以刺激消費，消

費者需求反而被商品所控制（Jhally, 1987）。廣告讚頌消費的價值觀、創造虛假

的需求，再將消費行為包裝為滿足需求的手段，但消費到最後通常會使人產生不

滿足感，而非廣告中所強調的快樂與滿足（Leiss, Kline & Jhally, 1997）。另外，

廣告訊息中不斷強調「擁有」的重要，這些擁有來自於對於美麗、成功、地位以

及快樂的渴望，廣告傳遞一種意識型態─欲望只能夠透過物質的擁有得到滿足

（Smith & Atkin, 2003）。 

廣告做為兒童消費社會化過程中重要的代理機構，兒童在接收廣告訊息的同

時，也在無形中將這些價值觀潛移默化。兒童對家庭消費具有影響力，但是卻不

必承擔經濟責任，電視廣告搭配輕快音樂、愉悅氣氛的手法，在兒童的認知中將

消費與快樂畫上等號，無形中兒童會在其認知中形塑出消費至上的享樂主義，並

不會去考慮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後果。兒童時期因而成為企業培育消費者的最佳時

期，透過兒童廣告產製一批又一批的消費者。  

 （二）品牌忠誠度 

另一方面，隨著新產品開發速度加快，市場新品牌不斷出現，消費者選擇性

越來越多，如何維持與顧客間的關係日趨重要，而品牌形象的建立與品牌忠誠度

的培養是維繫顧客關係的重要因素。國內外研究結果指出，品牌形象會影響顧客

忠誠度，讓消費者認同並信賴該品牌，並願意主動維持與品牌的長期關係，正面

的品牌形象與認知亦能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魏文欽、林怡君，2010；Romaniuk 

& Sharp, 2003; Abdullah, Nasser & Husain, 2000）。 

Gunter等人（2005）說明從廣告接收到產生態度之間的過程指出，透過對商

品及品牌的認知，兒童能夠產生對商品及品牌的態度，就此形成對品牌的好惡，

而對品牌的正面態度則是消費者可能購買產品的原因。因此，廣告除了塑造消費

觀，也努力想要在兒童心中植下根深蒂固的品牌印象。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007303%2Fsearch%7ES0*cht%2FaJhally%252C%2BSut%2Fajhally%2Bsut%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Sinclair%252C%2BJohn%2Fasinclair%2Bjohn%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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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歲半的時候，兒童已經能夠認得品牌標誌，兩歲前兒童會詢問商品的名

稱，三歲時，兒童即會相信消費的商品代表個人的品味地位（柯佳芬，2006／2007）。

而兒童對品牌的認知會隨年齡增長逐漸增加，並影響消費行為的決策過程，七到

八歲的兒童就可以列出同類商品中的許多品牌，並指名購買某特定品牌的商品，

因此對兒童來說，品牌是重要的產品資訊（Bachmann & Roedde, 2003）。 

根據英國全國消費者委員會（National Consumer Council）調查發現，十到

十二歲兒童有將近一半都認為在消費時品牌是重要的，且在十歲的時候就能認得

三百到四百個品牌（Mayo, 2005）。且當兒童開始認得品牌的時候，同時他們也

可以知道品牌的象徵意義以及其在同類商品中的價值（John, 1999）。 

兒童電視廣告因而成為企業用以培養品牌忠誠度的手段。Connor（2006）研

究發現，學齡前兒童電視節目時段的食品廣告，目的在於建立品牌忠誠度，而非

銷售商品。廣告主透過兒童電視廣告來培養新一批的消費者，藉由童年時期的品

牌暴露培養品牌忠誠度，以建構商品的未來市場，隨著兒童逐漸成長為消費主力，

便能鞏固產品在市場的地位（McNeal & Ji, 2003）。 

二、兒童肥胖 

肥胖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全球有15億成人過重，兒童過重的情況也逐年增加，數據顯示2003

年全球五歲以下兒童有1,765萬人體重過重，時至2010年體重過重兒童人數已達

4,300萬，人數在七年間增加超過兩倍（WHO, 2011；趙麗雲，2008）。由圖2-2

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全球兒童肥胖趨勢持續上升，足見兒童肥胖已是不可忽視的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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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全球兒童肥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WHO, 2011；黃獻樑、李龍騰、黃國晉，2009；趙麗雲，2008；

Obesity and Food Addiction Summit, n.d.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英美兩國的兒童肥胖比率呈倍數成長。1976-2008

年間美國二到五歲的學齡前兒童的肥胖比例從原先的5%提高為10.4%，六到十一

歲兒童的肥胖比例也從6.5%增加到19%，十二到十九歲青少年的肥胖比例更是成

長超過三倍從5%到達18.1%（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d.）。

英國二到四歲兒童的肥胖比率在1989-1998年的十年間也成長兩倍，1990-2002年

間六到十五歲的兒童青少年肥胖比例成長達三倍（Livingstone, 2006）。 

國內兒童肥胖的情況亦不亞於國外，1986-1988年台灣膳食營養狀況調查結

果發現，6-12歲兒童之肥胖盛行率為12.4%（男生12.7%、女生12.1%），至2005

年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6-12歲兒童肥胖盛行率為10.3%（男

生10.92%、女生9.73%），雖然相比之下，2005年兒童肥胖盛行率有略為下降，

但是這段期間兒童肥胖盛行率一直維持在此一比率，甚至略微上升（參見表2-4），

因此兒童肥胖情況在國內亦是值得關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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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臺灣兒童肥胖情形 

資料來源：張美惠（2007）。〈肥胖防治要從小紮根〉。上網日期：2004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www.doh.gov.tw/ufile/Doc/April 4 2007.ppt 

許多研究指出食品廣告是造成兒童肥胖的顯著因素，暴露於食品廣告中的不

健康訊息會導致不健康的消費行為、不均衡的飲食習慣，最終導致兒童肥胖及慢

性疾病（Koplan, Liverman, & Kraak, 2005; Brownell & Horgen, 2004; Child Now, 

n.d.）。然而，雖然食品廣告對兒童健康會有不良的影響，但是食品廣告卻在兒

童電視廣告中佔有很大比例，食品產業每年花費鉅額經費在購買電視廣告時段，

1997年美國電視聯播網食品廣告的收入就高達 14億美元（Brownell & Horgen, 

2004），2010年國內食品產業廣告量亦高達 23億新台幣（林雅萍，2011）。 

美國兒童每年平均可以在電視上看到 10000則食品廣告，其中 50%為食品廣

告，且促銷高鹽、高糖、高熱量但低營養價值的三高食品廣告數量遠超過高營養

價值的食品廣告（Brownell & Horgen, 2004; Choate, 1972）。Barcus（1977）統

計周末兒童節目時段的廣告發現，甜食廣告佔該時段廣告總量的 58%，其中以早

餐穀片以及糖果甜食兩類的比例各佔 25%為最高。Kunkel（2001）分析 20年的

兒童廣告內容發現，80%的兒童廣告是玩具、早餐穀片、糖果以及速食餐廳，食

品廣告在其中仍占很大的比例。 

反觀國內的情況亦然，根據兒童福利文教基金會「2010食物廣告調查報告」

調查時間 年齡層 

（歲) 

肥胖盛行率（%） 判斷標準 出處 

男 女 

1980-1981 8-12 5.6-15.7 6.9-15.4 體重平均值

+10%-+20% 

台灣膳食營養 

狀況調查 12-15 12.4 10.1 

1986-1988 6-12 9.1-16.4 8.8-15.5 理想體重大

於 20% 

台灣膳食營養 

狀況調查 12-15 14.8 11.1 

1993-1996 2-18 9 9 BMI  台灣國民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 12-15 16.4 11.1 

1997-2002 6-12 14.7 9.1 BMI 台灣國民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 

2004 6-12 13.7 9.32 BMI 國民中小學學生 

健康狀況調查 2005 6-12 10.92 9.73 BMI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5_39BNDl8Af.Zr1gt.;_ylu=X3oDMTE1a2l2NGEw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2cqfp1h7/EXP=1305563135/**http%3a/www.doh.gov.tw/ufile/Doc/April%25204%25202007.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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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國內兒童平日收看的廣告中食物廣告佔 27.2%，假日廣告中食品廣告的比

例更提高至 34%，其中廣告商品也同樣多為「三高」的垃圾食物，飲料、速食店

以及零食的廣告佔 85%（兒童福利文教基金會，2010）。 

業者砸大錢製作廣告行銷，甚至透過贈獎活動吸引兒童購買，以輕快節奏與

愉悅氣氛連結垃圾食物，形塑兒童的飲食習慣與偏好。根據統計，27.9%的孩子

會受到食品廣告的吸引而去購買該商品，58%的食品廣告呈現的是在非正餐時間

吃零食（兒童福利文教基金會，2010；Harrison & Marske, 2005）。而且不幸的

是，收看電視頻率愈高的人愈傾向於認為那些垃圾食物是健康的（柯佳芬，2006

／2007）。 

兒童肥胖帶來的首要問題即是對健康的威脅，肥胖會為兒童帶來生理上的不

良影響。對成長中的孩子來說，骨骼異常、生長過速、醣類代謝異常與皮膚病等

都是肥胖帶來的問題，而且這些影響還會一直延續至成年，引發高血壓、中風、

心肌梗塞、靜脈曲張、糖尿病、呼吸道等疾病（楊麗齡，2003）。 

不只是生理，肥胖也會對兒童的心理狀態造成影響，電視廣告與兒童對於身

材的價值觀之間具有很大的關係，小男孩只憑外表就認定肥胖的女孩必有許多缺

點（柯佳芬，2006／2007）。電視廣告一方面利用節奏輕快的背景音樂以及不斷

重複的影像，讓兒童對廣告留下深刻印象，並且相信只要食用廣告中的食品，就

可以獲得廣告中那種愉悅的氣氛。食品廣告告訴兒童的是，這些食品象徵的是現

代性，購買食品是時髦的，也是獲得快樂最好的方式（Unnikrishnan & Bajpai, 

1996）。另一方面，電視產製的卻是以纖細為尊的審美價值觀，在電視上身材姣

好的女孩受大家歡迎，肥胖的女孩則被嘲笑，形成一股社會壓力，對變形的身材

提出譴責。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所做的一項研究更能夠支持這項說法，研

究結果指出廣告觀看行為會與個人對自我身材滿意程度則成反比，觀看的廣告數

量愈多，對自我的身材就越不滿意（柯佳芬，2006／2007）。因此，表面上看起

來廣告是在販賣希望、愉悅，但背後往往會為兒童帶來更多的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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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仿行為與家庭衝突 

廣告對兒童的影響不只是心理及生理，也包括外顯的行為。兒童對電視內容

會有模仿行為，研究指出 88%的幼兒會模仿螢幕或卡通中的暴力行為（林嘉琪，

2008.06.12）。對廣告也不例外，Fox（1996）調查美國密蘇里州聯合學校的兒童

發現，廣告會影響兒童的說話方式、行為模式、穿著、飲食、購買行為，甚至是

兒童的夢境內容，兒童會以行動重現（replay）廣告內容，這樣的重現行為可以

分為言語、身體以及精神三種類型，兒童會通過哼唱廣告歌曲、覆誦廣告標語、

模仿廣告中的動作、藉由廣告刺激而發想的創作，或是在思考或做夢時在腦海中

重現廣告的畫面。Courtney & Whipple（1983）將兒童的這種行為稱為觀察學習，

這也是孩子獲得性別印象的第一步，有吸引力的電視角色代表有影響力的楷模，

兒童會模仿這些角色的行為。 

 從 1997年《聯合報》一篇由家長撰寫的文章中，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兒童對

於廣告內容有很強的模仿能力： 

大女兒不滿一歲時，每當電視出現「我運動，而且我喝××奶粉」的廣告

時，便見她把臉皺成一團若哭似笑，拚命搖頭原來她是在模仿廣告中某環球

小姐受獎時感動的表情。而見到另一個提神飲料的廣告時，她則是跟著畫面

人物一起點頭閉眼打瞌睡。…這個小女孩對美容用品廣告特別敏銳，她會要

求在洗完髮後，噴兩下保濕液…她往後甩了兩下頭髮並說：「柔柔亮亮，『傻

傻』動人！」有時則摸一下我的臉說：「油得簡直可以煎蛋了！」有時把他弟

弟的頭髮亂摸一通說：「輕輕鬆鬆就恢復原來的髮型！」（靜容，1997年 6月

18日）。 

由此可見，兒童很可能也會將廣告中不宜模仿的行為也照單全收，造成不良

的影響，但是反面來說，兒童也會模仿廣告中好的、值得鼓勵的行為，因此，若

是善用廣告的影響力，也可以為兒童帶來正面的教育意義。 

廣告也會影響親子關係，即使廣告商直接以兒童為目標，但兒童畢竟不是家

庭中的經濟主宰者，大部分的消費行為還是必須經過父母這關，相對於兒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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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比較不容易受到廣告的影響，因此廣告商必須設法減少父母對兒童消費行為

的影響，而採用的手法就是在廣告中破壞父母的權威形象，為父母貼上「落伍」、

「跟不上時代」等標籤（柯佳芬，2006／2007）。這樣一來，兒童採納父母消費

建議的意願降低，反而轉向以自我或是同儕的意見為主。 

另一方面，兒童收看廣告與親子衝突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關係（Buijzen & 

Valkenburg, 2003）。衝突多發生在父母拒絕兒童購買商品的要求時，拒絕不只會

傷害親子雙方的感受，同時也使得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兒童會在父母拒絕購買商

品後，感覺自己的生活比廣告中的生活還不令人滿足而感到不快樂（Smith & 

Atkin, 2003）。父母也會在拒絕孩子之後產生愧疚感（Roberts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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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討論與小結 

一、兒童缺乏廣告抵抗力 

兒童是相對於成人的個體，無論是生理或是心理上的發展皆尚未成熟，國內

外的研究皆顯示，年齡越小的兒童對廣告越沒有抵抗力，兒童一直要到八歲左右

才能真正了解廣告目的與意圖，在此之前廣告只是一種娛樂，且這個階段的兒童

偏好卡通動畫，較無法分辨節目與廣告的差異，因此許多兒童電視廣告即會利用

動畫或是名人代言來吸引兒童注意或是讓兒童誤以為廣告是節目的一部份。又即

使到了八歲，亦非所有兒童節能夠了解廣告背後的銷售意圖。 

也就是說，要讓兒童了解廣告的目的與意圖，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認知發展

階段，而在其認知發展完全之前，對於廣告的抵禦能力相當有限，因此亦突顯出，

在電視廣告議題上兒童是需要被特別保護的族群。 

二、規範加強「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 

各國欲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管理的理由及基礎多是由於其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如前述整理，兒童電視廣告可能為兒童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消費力控制、

兒童肥胖、模仿行為以及影響親子關係等四個部分。而為了瞭解臺灣的狀況，本

研究於深度訪談中請各訪談對象分別對於以上四項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理由進行

重要性排序，以找出在臺灣兒童電視廣告影響的情況以及規範的重點項目。 

 訪談結果顯示，認為模仿行為是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首要理由者佔 50%，其

次是兒童肥胖佔 33%、最後為消費力控制佔 17%，兒童電視廣告對親子關係的

影響則被排除在首要的規範條件之外，但有 42%的訪談對象將影響親子關係列在

排序的最後一項。 

而以模仿行為為首要規範理由的原因在於訪談對象認為，模仿行為是廣告最

直接的影響（林承宇，2012.03.19），且廣告會影響兒童的心理以及行為（翁曉玲，

2012.03.02）。廣告當中不當的語言及行為，可能會造成兒童的行為偏差或是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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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社會化等情況（何吉森，2012.03.05）。再者，若兒童從廣告中模仿到比較具

有危險性的行為，則可能對兒童安全造成傷害（張明川，2012.02.16；江一傑，

2012.02.16）。 

另一方面以兒童肥胖為首要規範理由的原因則有二，首先兒童肥胖與兒童健

康相關，而訪談對象指出對於兒童健康的關懷應該被置於最首要的位置（鄭豐展，

2012.03.09；鍾瑞昌，2012.02.13）。再者，因為兒童健康的重要性係不可否認的，

且兒童肥胖的相關情況是能夠被量化測量的，因此相較於其他三項，在規管上兒

童肥胖問題比較不具爭議性，而模仿行為、消費力控制及影響親子關係則較為抽

象，在規範上比較難認定，較容易引起業者與主管機關間對於規範範圍的爭議（黃

聿清，2012.02.13；許益謙，2012.03.21）。 

而以消費力控制為首要規範目的者則是認為，廣告的目標即是要刺激消費，

兒童容易因為觀看廣告而對商品產生購買的欲望（陳麗雯，2012.03.15；葉大華，

2012.03.13）。另外，則有 33%訪談對象認為消費力控制應排在最後，鄭豐展

（2012.03.09）就指出因為銷售意圖乃是廣告的本質，若是摒除這個部分，則廣

告將失去其原有的意義。 

然而本研究認為，固然廣告的本質是為了銷售產品、刺激消費，但是面對身

心發展尚未成熟的兒童，廣告的確也可能刺激兒童的消費欲望或是養成過度消費

的習慣，不過對兒童來說，廣告除了銷售目的之外，仍有告知市場訊息、協助了

解商品資訊等正向的功能，廣告若是能讓兒童知道有某項商品或品牌，則就有可

能增加兒童在消費時選擇該商品或品牌的機會，因此於廣告中鼓勵消費不一定是

必要的手段。 

從訪談結果排序中亦可以發現，大部分訪談對象最為重視的即是廣告對兒童

健康的影響以及模仿行為，且同時以這兩項作為重要性排序前兩名的比例約佔

33%，為所有組合當中比例最高的。而影響親子關係及消費力控制的重要性則較

低，42%的訪談對象將影響親子關係列為排序的最後一項，鍾瑞昌（20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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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麗雯（2012.03.15）指出，雖然廣告有可能影響兒童的消費心理，但是父母

仍掌握經濟的控制權，兒童的吵鬧未必會有效果，因此將影響親子關係排序在最

後一項。不過葉大華（2012.03.13）亦指出，即使父母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但是

孩子的哭鬧仍可能造成管教上的兩難。 

因為廣告本身每天高度曝光在這種刺激底下，其實難免對於人性來講他

一定會刺激他的欲望，……更何況是小朋友他比較沒有那個理性去判斷說這

個是該吵還是不該吵，所以就我講的他對消費力的控制，真的會影響到親子

關係，尤其父母會覺得很為難，就是說即使他有能力他可能也會覺得到底這

東西買了好不好，……那如果他用比較譬如說像喝可樂，因為對孩子身體不

好，或是巧克力的東西不好，但是有些父母就會比較強烈的管制，並不是他

買不起，而是小朋友會吵，就會變成說管教上會有兩難，可能阿公阿嬤覺得

沒關係啦就讓他喝，可是爸爸媽媽就會覺得需要嚴格的控管，就會造成很多

這種親子衝突（葉大華，2012.03.13）。 

綜合而言，兒童觀看電視廣告後可能產生的模仿行為，以及食品廣告所帶來

的兒童肥胖問題是大部分訪談對象認為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管的首要重點，其次

是兒童電視廣告可能對兒童消費力的控制，而廣告可能對親子關係產生的影響則

為最後一項。 

而從歐美國家的經驗來看，歐美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核心價值可分為三大部

分：「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避免兒童身心傷害」及「社會價值維護」。

「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部分又延伸出兒童廣告在產製過程中，必須特別

考量兒童的特質，且商品資訊必須確實、清楚說明且不得誇大。 

兒童廣告本就是特別針對兒童進行行銷或是在兒童節目前後播出之廣告，其

實本來就有義務特別將兒童特質納入考量，事實上，許多針對兒童的廣告的確是

有特別考量兒童特質，但卻是利用這些特質的弱點來達到行銷之目的。而「社會

價值維護」除了傳統道德倫理價值、避免社會刻板印象、偏見歧視之外，亦包括

不得鼓勵過度消費的價值觀，以及破壞父母、師長之權威及品味。 

本研究以上述之規範目的對照歐美國家規範的核心價值發現，「避免兒童身

心傷害」的部分直接指涉到的即是模仿行為以及兒童肥胖的問題，「兒童經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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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與輕信的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則與消費力控制及影響親子關係有關。我

國現有之規範所缺乏的即是對於「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及「社會價值維

護」部分的規範，而多是偏重於「避免兒童身心傷害」之規定。 

歐美國家考量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因此規範上特別強調訊息的正確

性，並且不能利用這些特質誤導兒童，或是傳遞錯誤的價值觀念，又一些產品說

明、資訊揭露或是注意事項，則必須以能夠為兒童所了解的方式呈現。我國目前

電視廣告規範並未特別以兒童廣告做為規範對象，因此亦未在其規範中特別強調

兒童特質考量。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訪談對象認為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管的首要重點多是放

在「避免兒童身心傷害」，即是兒童觀看電視廣告後可能產生的模仿行為，以及

食品廣告所帶來的兒童肥胖問題，然而我國現有規範較缺乏的則是對於消費力控

制以及親子關係影響的規管。 

廣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即是創造需求、刺激消費，為資本家的商

業利益服務，另外兒童肥胖問題雖然直接影響的是兒童的身體健康，但是隱藏在

肥胖背後的問題亦是對於三高食品的過度消費，以及資本主義強調放縱、享樂的

價值觀。又在父母掌握經濟權以及購物決定權的情況下，過度消費或是過度放縱

享樂皆可能影響兒童與父母師長間之關係。臺灣係屬於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現有

規範卻未對此部分投以重視，因此本研究認為，未來國內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必須

特別著重於「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部分進行補強。 

  



 

46 
 

第三章 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 

本章共有三節，第一節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的發展歷史。由於研究規範的同時

必須考量產業的情況，以避免過度的規範會對產業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緊接

於第二節爬梳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的現況及變遷，包含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結構、

廣告量、市場規模、廣告商品類型、呈現手法等資料的歷年變化，以了解臺灣兒

童電視廣告的產業的發展變化，作為討論規範時的背景資料。再者，鑒於兒童電

視廣告規範會受到整體臺灣政治經濟環境以及法律體系之影響，因此第三節呈現

臺灣政治經濟環境與法律體系及其可能對規範造成之影響。最後，第四節則為本

章之小結。 

第一節 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發展歷程 

從 1962年臺灣的一家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成立開始，臺灣的電視廣告

已走過半個世紀。台視的出現不僅是臺灣電視廣告的開頭，台視在成立不久即開

始製作兒童節目，在當時也是兒童電視節目的唯一產製者（唐台齡，2010）。因

此，台視也是第一個販賣兒童節目時段廣告的電視台。 

一開始兒童節目並不受到廣告主的青睞，在當時對電視台及廣告商來說，兒

童都不是他們針對的主要目標對象，且當時電視台的兒童節目是以一般大眾作為

主要的收視對象，對廣告主來說，掌握消費權的成人才是他們想要說服的對象。 

直到 1970年代兒童市場才逐漸受到重視，華視、中視相繼成立，台視不再

具有獨佔的地位，傳播平台數量的增加，帶動廣告市場的成長，同時在這個階段，

政府逐漸將焦點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上，國民所得提高，加上家庭計畫的推行，兒

童在家庭中的地位變得重要，兒童成為家中遙控器的掌控者，兒童節目的收視率

因此提高，同時也帶動兒童節目時段的廣告收益（林瑞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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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民國 73年-82 年兒童與卡通節目製播狀況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內自製兒童節目內容呈現方式與學習效果研究報告》

（頁 63、77），吳翠珍，1995，台北：文化總會電研會。 

在有線及衛星電視的兒童頻道出現之前，提供給兒童收看的電視節目主要在

無線三台及公視播出，1984到 1992年之間，無線三台提供給兒童收看之電視節

目的播出時數不斷上升（見圖 3-1）（吳翠珍，1995）。然而雖然給兒童收看的節

目數量及播出時數不斷增加，但是基於成本考量，三台每年都向美國或日本購買

卡通片來播映，播出進口的卡通片不只成本低廉，且卡通適合闔家觀賞的特質也

獲得大部分廣告主的青睞，卡通因而成為當時兒童收視的主流，專為兒童製作的

兒童節目則相對較少，也因此，電視台不願意花太多資源製作兒童節目，使得兒

童節目只好自行想辦法籌措製作經費，在此情況下，兒童節目使用廠商提供的商

品作為獎品、贈品或是配合廠商要求等節目廣告化的情形應運而生（唐台齡，

2010）。 

直到 1990年代有線電視開放之後，電視頻道進入激烈競爭的戰國時代（王

天濱，2002）。在激烈的競爭下，更可以明顯的看出廣告對於兒童節目的影響。

有線電視的開放不僅使得廣告市場變大，與無線電視相比，有線電視低廉的單價，

也帶動廣告呈現形式的多元發展，發展出資訊式廣告（informercial）、節目贊助

（sponsorship）、抽獎、節目廣告化、廣告節目化等許多新型的廣告形式（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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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1998）。另一方面，有線電視帶來的激烈競爭，使得頻道業者更加重視收視

率，如此一來，兒童節目所能分配到的製作經費也就更少，節目廣告化、置入性

行銷等行銷方式，更普遍的出現在兒童節目當中（林瑞婉，2010）。且使得無線

三台電視台以短線操作方式經營兒童節目，只要兒童節目的廣告量未達預期，即

遭下架（唐台齡，2010）。 

 隨著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開放，1995 年出現第一個兒童專屬頻道─迪士尼頻

道，之後卡通頻道、東森幼幼台、MoMo 親子台、緯來兒童台等相繼出現，緯來

兒童台及 MoMo 親子台成立於 2006 年，緯來兒童台後於成立隔年停播，有線電

視因而成為現在迪士尼頻道、卡通頻道、東森幼幼台以及 MoMo 親子台總共四

個兒童專屬頻道的情況。兒童電視的廣告市場也由無線三台轉向至有線及衛星電

視。 

而社會近年開始注意到電視節目廣告化以及置入性行銷的情況，2001年行

政院新聞局發布「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對節目廣告化相關的認

定做更詳細的說明，2009 年 NCC推出修正草案，並更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節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草案中放寬對於節目廣告化的認定，但是卻特別

獨立出新聞節目及兒童節目做更詳細的規定及說明，並特別註明「兒童節目採更

嚴格標準認定」。2011 年行政院又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其中禁止

兒童節目進行置入性行銷。雖然本草案目前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但是未來若順利

通過，則兒童節目將不再有置入性行銷的狀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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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變遷與現況 

傳統電視廣告產業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廣播電視

業者（Adler et al., 1980）。傳統廣告產業流程係為廣告主委託廣告代理商為特定

產品進行廣告，廣告代理商則必須負責對廣告主的客戶服務、廣告創意、媒體企

劃與媒體購買，然後將廣告片透過媒體放送到消費者面前，直到 1995 年，由於

社會風氣逐漸開放、新興媒體發展，媒體集中購買的趨勢因而興起，媒體代理商

也應運而生，媒體企劃與媒體購買部份的工作遂逐漸轉由媒體代理商承接（闕秋

萍，2005）。 

 另有些廣告主在公司內部即設有專門的部門負責廣告創意企劃，後外包給小

型工作坊或是拍片公司負責拍攝，媒體購買則可能由公司直接向各媒體購買或是

委託獨立的媒體公司統一購買，但主要之決策權仍然在廣告主手中（劉美琪、許

安琪、漆梅君、于心如，2000）。 

而國內並無特別承接兒童廣告的廣告公司，兒童電視產業亦非一獨立的產業

類型，因此其產業價值鏈與一般電視廣告產業價值鏈並無不同，只是產品係以兒

童為主要目標對象，或是在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時段播放。據此，兒童電視廣告

產業的業者包括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媒體代理商以及廣播電視業者等五個部

分。 

一、兒童電視市場規模及廣告量 

有線電視出現之前，無線三台皆屬於綜合性取向，在有線電視出現以後，頻

道的走向則變得更為分眾化，閱聽人能夠各取所需，根據個人喜好選擇想看的頻

道類型。兒童頻道的目標閱聽人為兒童以及家長，與新聞、綜合、電影等頻道相

比，在收視族群上兒童頻道受到較多的限縮，因此平均收視率亦較低。從圖 3-2

可以看出雖然自 2001 年至今兒童頻道收視率一直維持一定的水平並微幅成長，

但整體來說，兒童頻道的收視率遠落後於綜合性、電影、新聞等類型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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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01-2010 各類型節目收視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鄭豐展（2012.03.09）指出，國內生育率逐年降低、少子化的現象，以及綜

合性頻道及電影頻道基於成本考量亦開始播出進口卡通片，這些因素都可能分散

兒童的收視行為，瓜分兒童頻道的收視率。 

而從廣告量來看，從 2003年到 2010 年國內兒童頻道廣告量佔整體有線電視

廣告量的比例一直都維持到 2%到 4%之間，在 2006 年 5月MOMO親子台開播

之前，比例則一直維持在 2%（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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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03-2010 兒童頻道廣告量 

資料來源：整理自Nielsen；台北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1）。〈2011年台灣

媒體白皮書〉。取自http://www.maataipei.org/upload/1318490238.pdf；

陳禮安（2006）。〈兒童頻道廣告量統計〉，《尼爾森媒體新知》，2006

年3月號。 

其中原因除了可能因為兒童頻道的收視率較低以及分眾化，另一方面，也由

於兒童廣告的單價較低。新聞頻道平均一檔十秒鐘的廣告單價約在5000元左右，

最高則可到 10,000元；綜合性頻道平均單價亦在 5000 元上下；然而，兒童頻道

的廣告單價則只有 2500 元左右，只有新聞頻道及綜合性頻道的二分之一（見表

3-2）。 

表 3-2 各類型頻道廣告刊播單價 

兒童頻道 
1檔 10” 

平均價格（元） 
新聞頻道 

1檔 10” 

平均價格（元） 
綜合性頻道 

1檔 10” 

平均價格（元） 

Disney Channel 2500 年代新聞 5000 年代綜合台 5000 

東森 YOYO台 
2857 TVBS-N 5000 東森綜合台 4400 

2571 
東森新聞台 

5600 八大綜合台 2273 

MOMO親子台 2273 5280 緯來綜合台 6667 

  中天新聞台 
10000 

  

  
11250 

  

  
民視新聞台 4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兒童頻道 351954 352822 300709 437133 601126 601127 601128 601129 

整體 

有線電視 
14640386 18190998 16677826 14906171 14047643 13582111 15819154 19861782 

占整體廣

告量比例 
2% 2% 2% 3% 4% 4% 4% 3% 

附註： 

2003年調查期間：2003/4-2003/12，有線電視監播頻道 53個。 

2004年有線電視監播頻道 54個。 

2005年有線電視監播頻道 61個。 

MOMO親子台自 2006 年 5月 15 日開始監播。 

http://www.maataipei.org/upload/13184902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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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兒童頻道在收視率、廣告量及廣告單價方面都不及其他類型的頻

道，但是由於以兒童作為主要的收視族群，兒童頻道又必須負擔比綜合、電影、

戲劇等頻道更多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基於國內兒童節目自製率低、缺乏品質

等問題，NCC亦於最近一次頻道更換執照時要求綜合台承諾增加兒少節目播出

時數，兒童頻道則被要求提升兒童節目的品質以及節目新播率（翁曉玲，

2012.03.02）。 

二、商品類型與呈現方法 

現今臺灣兒童節目的廣告並非完全以兒童為目標對象，然而在早期，廣告主

認為在孩童的收視行為當中，父母只是扮演陪同的角色，對於電視內容並不會特

別注意，因此並不認為在兒童節目時段廣告以家長為目標族群的商品是有效的，

在此前提下，早期臺灣兒童電視廣告商品類型係以玩具及食品為主，後由於頻道

業者努力遊說，廣告主開始嘗試在兒童節目時段下以家長（特別是母親）為目標

族群的商品廣告，並獲得不錯的效果，此類商品才開始逐漸在兒童節目廣告時段

佔有一定的比例（訪談對象Ｃ，2012.03.09）。 

2002 年黃仁宏及徐怡隨機抽取國內兒童頻道、有線頻道、無線頻道兩個月

的卡通及兒童節目進行廣告分析發現，臺灣 44.5%的兒童電視節目廣告之目標對

象為成人，直接瞄準兒童的廣告只佔 25%，而目標對象同時包含成人及兒童或青

少年的廣告則佔 24%。黃仁宏及徐怡的研究顯示，國內兒童電視廣告其實大部分

都不是以兒童為主要目標對象的廣告，也說明廣告主最重視的還是家長的消費力，

其次才是兒童族群。 

商品類型部分，黃仁宏及徐怡（2002）發現最大宗的為兒童美語、兒童電腦、

兒童營隊、課外讀物、教材等與兒童教育有關的商品或服務，佔所有廣告的 12%。

其次為食品廣告，其中又以飲料類 10%所佔的比例最高，後依序為糖果和零食

9.5%、牛奶和奶粉 6%、速食餐廳 5.5%，玩具廣告則佔 6%，另外，以父母等成

年人為目標對象的廣告商品類型則包括，家庭用品 7.5%、化妝品 7%、調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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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洗髮精 4%、沐浴乳 2%、娛樂活動 4.5%、電影 3%、藥品 3%（見圖 3-3）。 

  

圖 3-3 臺灣兒童電視節目時段廣告商品類型 

資料來源：改繪自黃仁宏、徐怡（2002）。〈台灣兒童節目之廣告的構成因子、文

化內涵和兒童發展〉，《廣告學研究》，18: 1-27。 

 

尼爾森在 2006年 3月號的尼爾森新知中以廣告金額排序出兒童頻道前十大

類及前十小類廣告商品（見表 3-3、表 3-4），從前十大類廣告商品中可以看出以

成人為主要目標對象的廣告商品佔了整體廣告量的大部分，而在前十小類廣告商

品當中又可以發現，以兒童為主要目標對象的商品主要為速食店、玩具及口香糖

（陳禮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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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4 年-2006 年 2 月兒童頻道前十大類廣告商品 

2004 2005 2006 

名稱 比例 名稱 比例 名稱 比例 

化妝保養品類 18% 化妝保養品類 13% 食品類 19% 

洗髮美髮品 12% 食品類 13% 家用品類 10% 

食品類 11% 洗髮美髮品 9% 文康類 9% 

清潔品類 7% 乳麥品類 7% 化妝保養品類 8% 

乳麥品類 7% 清潔品類 7% 服務類 7% 

家用品類 5% 家用品類 6% 洗髮美髮品 6% 

文康類 5% 文康類 5% 醫藥美容類 6% 

服務類 4% 醫藥美容類 5% 電話事務機類 5% 

醫藥美容類 4% 飲料類 5% 影劇媒體類 5% 

電話事務機類 4% 電話事務機類 5% 清潔品類 5% 

佔所有廣告比例 77% 佔所有廣告比例 75% 佔所有廣告比例 80% 

資料來源：陳禮安（2006）。〈兒童頻道廣告量統計〉，《尼爾森媒體新知》，2006

年 3月號。 

表 3-4 2004 年-2006 年 2 月兒童頻道前十小類廣告商品 

2004 2005 2006 

名稱 比例 名稱 比例 名稱 比例 

洗髮潤髮乳（精） 10% 一般保養品 7% 速食店 9% 

一般保養品 7% 洗髮潤髮乳（精） 7% 玩具 7% 

保養品 5% 速食店 6% 嬰兒紙尿褲 4% 

速食店 4%  其他清潔用品 4% 口香糖 4% 

玩具 4% 嬰幼兒奶粉 3% 遊樂旅遊 4% 

嬰幼兒奶粉 4% 保養品 3% 洗髮潤髮乳（精） 3% 

其他清潔品 3% 玩具 3% 其他清潔用品 3% 

口香糖 2% 茶類飲料 2% 牙膏 3% 

沐浴清潔液 2% 牙膏 2% 一般保養品 2% 

政府地方機構 2% 嬰兒紙尿褲 2% 保養品 2% 

佔所有廣告比例 43% 佔所有廣告比例 39% 佔所有廣告比例 41% 

資料來源：陳禮安（2006）。〈兒童頻道廣告量統計〉，《尼爾森媒體新知》，2006

年 3月號。 

 

 2010 年兒童福利聯盟所做的「2010 年食物廣告調查報告」當中，則針對廣

受兒童歡迎的熱門卡通節目時段進行檢視，研究期間為一個禮拜，結果指出國內

兒童平日收看的廣告中食物廣告佔 27.2%，假日廣告中食品廣告的比例更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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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其中又以飲料類最多（41%），其次為速食店（23%），第三高的是零食類

（21%）。 

綜合而言，在頻道業者努力開拓廣告來源之下，以家長、已婚女性為目標對

象的商品類型加入兒童節目廣告時段，後兒童電視廣告商品類型更是以成人為目

標對象的商品為大宗。而針對兒童的廣告則是多以速食店、零食、飲料及玩具等

類型的商品為主。這同時也突顯出一個重點，在兒童收視時段出現的兒童廣告之

商品類型卻大部分都是針對成人的商品廣告，則這些類型的商品廣告在內容上更

是必須特別注意，以免兒童接觸到不適宜的廣告內容，廣告主或廣告商在產製廣

告的同時，亦必須將之納入考量。 

 呈現方法部分，黃仁宏、徐怡（2002）研究發現，98.5%的兒童節目廣告使

用動畫，其中以兒童為主要目標對象的廣告其使用動畫的情況高於以成年人為目

標對象的廣告，而動畫最常用來當作廣告的背景或是強調廣告商品，16.5%的廣

告則是以全動畫的方式呈現。 

 整體而言，與新聞及綜合性頻道相比，臺灣的兒童頻道的收視率較低，且對

廣告主而言，兒童頻道的閱聽眾相當分眾化，因此將其廣告商品類型限縮於兒童

及家長商品。另一方面，兒童頻道的廣告單價亦只有新聞、綜合性頻道的一半，

因此在廣告收入方面，兒童頻道是相對較低的。 

而與其他兒童電視產業的業者相比，政府規範首先會衝擊到的即是電視頻道

業者的營運。因為廣告主就算無法把廣告預算下在兒童節目時段或是兒童頻道，

仍然可以轉而去購買一般闔家觀賞的時段，廣告商亦仍有廣告可以承接、製作，

但是兒童頻道的廣告收入則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然而選擇以兒童為主要觀眾

群，兒童頻道本身即肩負比新聞頻道以外的其他類型頻道更多的社會責任，另一

方面，近年政府也特別關注要求其必須提升兒童節目的量與品質。故在「要馬兒

好，就要給馬兒吃草」的前提下，政府在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時，更應以能

夠維持兒童電視頻道產業健全發展的最小手段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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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政治經濟環境之影響 

鑒於規範並非在真空的狀態下產生，而是受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

因此本節先呈現臺灣政治經濟環境，並了解我國、美國以及歐洲的法律體系，以

期使本研究對我國未來規範發展方向所做出之建議能更具可行性。 

一、政治經濟環境 

在規範立場上，美國採行自由主義，主張以自由市場的力量運作為主，認為

國家介入的程度愈少愈好；而相對於美國，北歐及其他歐陸國家則屬於社會福利

國家，在丹麥、挪威和瑞典等北歐國家，係採行普遍主義，強調以政治力量排除

市場的影響力、去商品化，以達到社會公平；而在德國、奧地利、法國等歐陸國

家，則主要採取保守主義，雖然強調國家強力介入社會政策，創造人民對於國家

的忠誠，但又不若北歐國家那般強調普遍主義的全面照顧（李碧涵，2000）。 

社會福利與經濟活動之間具有密切關係，因為社會福利是由政府負起責任採

取一些措施，目的在於解決自由經濟體制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而

社會福利政策也同時能為經濟帶來正面及負面的影響，透過政府的措施，社會福

利具有穩定經濟、促進經濟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等正向功能，但其帶來的龐大社

會福利支出，也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以資源的浪費等情況，（陳學

文，1997）。北歐等國家係採取高稅收政策，以支持其社會福利政策開支，並提

供全民普遍的社會福利照顧，但是我國並沒有如此的高額稅收能夠支持政府進行

全面性的普遍照顧。 

在媒體管制發展部分，80年代以前臺灣盛行黨國資本主義，經濟資源與當

時的政府以及執政的國民黨緊密結合，包括公營事業、黨營事業，以及由官方轉

投資的半公營事業，當時掌握國內經濟資源的國民黨也以高利潤寡占事業的進入 

威權主義統治之下，當時的電視媒體─無線三台，多屬於官商合資（林麗雲，2006）。

表面看起來電視台是依賴廣告收入維持營運，但實際上卻又受到政治的保護與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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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中期開始，受到美國新保護主義以及國內政治、社會運動的影響，

臺灣開始從威權體制下的黨國資本主義走向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取消多項

管制、開放市場與企業私有化（蕭全政，1991）。在這波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

媒體也開始了一系列的媒體結構開放。 

1987 年解嚴之後，國家對於傳播媒體的管制逐漸鬆綁，對廣告的限制亦是

如此，而規範發展的方向則是由原本對內容的規管轉向為對形式的規管。早期受

到國內政治社會氛圍之影響，包括廣告在內的許多媒體文本管制規定的重點多是

擺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人治」的色彩濃厚，如在 2001 年取消廣告審查制度之前，

廣告片在正式播出前必須送交審查，若是審查人員認為其廣告片有不適當之內容，

則不得播出，而其中所謂「不適當」的廣告內容，即是由審查人員自由心證，而

此項限制的取消，也可以看出近年臺灣廣告規範逐漸轉向到法制面的限制（鄭自

隆，2008）。 

 然而何吉森（2005）指出，我國目前廣告規範的缺點在於過於偏重政府規範，

消費者申訴以及業者自律則比較少見，目前台灣雖然有一些不同的廣告自律準則，

但多元式的分散自律效果並不好，且也尚未出現如國外的廣告自律機制，缺乏遵

守規範的強制性。對照蘇蘅等人（2007）接受 NCC 委託進行之《我國廣播電視

廣告規範政策研析》研究報告中，就廣告時間長度規定、置入性行銷等具爭議性

的電視廣告議題蒐集政府機構、廣告與媒體產業業者、社會團體及一般民眾的意

見，其中業者對於廣告管制多是持反對意見，不贊成政府以法律對廣告進行規範，

而社會團體則是主張應該以法律規範來管理業者的行為。 

由此可以看出，臺灣目前廣告自律體系的缺乏，但是業者卻主張以自律代替

法規，這樣不只突顯出建立臺灣廣告自律體系的必要性，而社會對於媒體自律的

信心亦不高，傾向於認為以法律進行規範是較可行之方式，因此，如何使自律體

系發揮應有的功能，亦是需要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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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對媒體自律之信心低落的原因在於近年媒體許多令社會不滿的表現，

如內容的腥羶色、節目廣告化、置入性行銷等，這些其實都與臺灣媒體的高度競

爭有關。解嚴之後，臺灣媒體生態從原本的政治化走向商業化，有線電視市場也

在開放之後隨即往集團化發展，使得國內媒體生態競爭日趨激烈（石世豪，2009）。

而在激烈競爭之下，為提高收視率、爭取廣告主青睞，業者也就更不希望政府對

傳播內容進行管制，這樣一方面限制媒體以內容爭取收視率的空間，另一方面，

若是違規，罰款亦會增加成本支出。 

整體來說，臺灣在政策上主要採取自由主義，政府盡量不介入自由市場，讓

市場機制自行進行調節。而在媒體管制上也不斷走向開放，法律上由以往的「人

治」走向依法行政的「法治」，規範以形式、媒體結構及維持市場正常運作為主，

廣告規範部分以法律規範為主，規範亦多著重於廣告形式，對於內容僅就基本的

社會道德標準規定廣告不得「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以及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然而當媒體管制涉及到兒少議題時，無論是社會氛圍或是政府機關皆可能採

取較為嚴格的標準及手段，如 2009年壹傳媒的動新聞以動畫詳細模擬性侵及暴

力新聞，使一些地方政府禁止學校網路連結動新聞網站或是印有動新聞 QR碼的

蘋果日報進入校園（陳智華、李順德，2009.11.28）。新修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亦為顧及兒少權利，針對報紙內容制定管理及限制的規範。 

二、法律體系 

 以法律體系而言，美國、我國及歐洲分屬於不同的兩大法律體系，美國屬於

英美法系（又稱海洋法系或普通法系），歐洲及我國則為大陸法系（又稱歐陸法

系）。英美法系起源於英國，許多英語系國家受此法系影響，包括美國、澳洲及

香港等國；歐陸法系則起源於羅馬帝國的羅馬法，影響範圍擴及歐洲許多國家，

而我國的法律體系亦是採用大陸法系（陳麗紅、陳慧惠，2000）。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分屬成文法與不成文法，大陸法系以立法方式將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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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編篡為法典，法官在進行審判時必須以法典內的條文規定作為基礎，若有不

足之處，則依照法典之原理原則加以推理或對條文類推適用，先前之判例僅做為

參考，對之後的判決並不具有約束性；英美法系則強調判例的重要性，具有「遵

循先例原則」，亦即先前之判例對之後類似的案件具有約束力，法官必須根據之

前的判例進行判決，因此，法官在進行判決的同時，亦即是在「造法」，而此種

法律並不會明文規定在法典當中，因此屬於不成文法（林利芝，2010）。 

 此二法系各有其優點，成文法其內容規範較明確、易於實行，且法律體系完

整周密，具有可預測性以及穩定性；不成文法則較具有彈性，較能因應個案實際

情況（顏秀慧，2010）。隨著時代的變遷，近年此二法系亦有互相融合補足的趨

勢，不成文法國家亦開始制定成文法，而成文法國家亦越來越重視判例（林利芝，

2010）。 

 而由於大陸法系強調法律的安定性，因此我國在立法及修法的程序上較為嚴

謹。我國立法程序首先為提案，接著送交程序委員會制定議事流程，並交付立法

院進行一讀，一讀後可以逕交二讀或是送交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並可依規定舉

辦公聽會，通過後還必須經過二讀、三讀，最後由總統於 10日內公布或是再送

請立法院進行覆議。 

 美國立法程序則是由國會議員提案，接著送交相關委員會審議後向眾議院進

行報告，由眾院議長、多數黨領袖、多數黨黨鞭及政黨會議主席共同決定是否將

法案排入議程，之後經由參眾兩院同意通過後，送交總統同意或是否決退回原機

關重新審議。綜合而言，我國與美國因法律體系之差異，在法律條文及立法流程

上皆有不同的考量，而這些差異亦為以美國經驗作為借鏡時必須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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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兒童廣告市場小、商品類型受限縮 

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發展至今經過了 50個年頭，其與兒童節目及卡通之間的

關係一直是息息相關，不僅是由於兒童廣告係依附在兒童節目及卡通的時段播出，

另一方面，隨著電視產業的競爭日趨激烈，電視台內部對於兒童節目的重視程度，

亦影響著兒童廣告的發展。在無線三台時期，由於廣告主偏好闔家觀賞的大眾節

目，兒童節目一直都沒有得到電視台太多的重視。缺乏經費來源的情況下，不只

讓兒童節目的生存更為困難，同時為籌措製作經費，也使得廠商贊助、節目廣告

化等行銷方式開始出現在兒童節目當中。 

1993 年有線電視開放之後，電視頻道走向更為分眾化，國內兒童專屬頻道

陸續出現，然而有線電視的開放使得電視產業的競爭更加激烈，而兒童頻道的清

楚的分眾族群，又使得其在收視率及廣告量上均遠低於新聞、綜合等其他類型的

頻道，商品類型亦受到限縮，雖然後來在頻道業者努力的推廣下，一些以父母或

成年女性為目標對象的商品廣告開始進入兒童頻道，但是整體來說，兒童頻道的

商品類型遠不及其他類型的頻道來得多元。 

二、兒童保護與產業發展應權衡 

而臺灣的政治經濟環境類似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媒體管制自解嚴後亦逐步走

向開放，媒體結構從官商合資走向民營化，規範焦點從媒體內容轉向媒體節目及

形式層面，由自由心證的人制轉為以法行政的法制。但是在政治力量長期的籠罩

下，政治力成為媒體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新聞自由亦被高舉成不可違背的聖旨，

並成為反對一切政府介入管理的盾牌，同時也變成橫在主管機關與業者之間溝通

橋樑的隔閡。 

尤其是在媒體內容的事實認定上，由於我國屬於成文法的歐陸法系，強調法

律的安定性以及類推適用，故在媒體內容條文規範上，通常存在著一些模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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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概念，為往後的類推適用保留解釋的空間，但是也造成主管機關及業者之間容

易因為彼此對於事實認定的差距而產生摩擦，保障新聞自由的尺度拿捏在在考驗

著主管機關的智慧。 

然而，兒童被社會視為一個特殊的族群，需要特別的保護。因此，當新聞自

由遇上兒少議題時，較為嚴格的標準及手段是比較能夠被接受的。而以兒童為目

標對象也就意味著兒童頻道及兒童節目必須負擔較多的社會責任，在製播節目或

廣告時必須將其對兒童的影響納入考量，另一方面，近年政府亦開始關心兒少節

目的質量問題，兒童頻道被要求要提高節目的品質。 

整體而言，在廣告收入較其他類型頻道為低的情況下，再對兒童電視廣告進

行管理或限縮似乎不利於兒童節目的品質提升，然而保護兒少免受不當媒體內容

影響亦相當重要，因此對兒童頻道及兒童節目做適當的管理仍有其必要性，惟手

段必須恰當，並顧及兒童節目及兒童頻道的健全發展，而業者亦必須自覺地負起

自律把關之責任。 

而臺灣與歐美國家在政治經濟環境與法律體系上的不同，也突顯出在以其他

國家的經驗作為規範參考的同時，還必須考量各國背後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法

律體系，以期在將歐美規範應用於我國時能夠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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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兒童電視廣告規範 

本章共計五節，第一節先說明兒童廣告規範論述相關論述，從支持與反對的

兩方，來看各界對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看法，並論述立法規範兒童廣告的正當性。

第二節則先從我國出發，檢視我國目前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情形。第三節則分別

從法律規範與業者自律兩方面，來看美國的兒童廣告規範。第四節將焦點轉往歐

洲，先從國家層次出發，爬梳歐洲各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情況，再提升到跨國界

層次，從法律規範及自律兩方面，來看歐洲跨國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為何。最後

綜合前述文獻與訪談資料，於第五節進行討論，並針對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作

出建議。 

第一節 規範兒童廣告之相關論述 

一、兒童廣告規範爭議 

兒童廣告規範爭議一直存在於社會團體與兒童廣告產業業者之間。鑑於廣告

對兒童的影響，公民團體、學者主張兒童廣告需要受到規範，而支持規範的主張

大多基於兒童尚未發展完全之認知能力，認為兒童無法意識到廣告背後隱含的商

業企圖，且不具備理性分析商品的能力，因此給予合理規範電視媒體中對兒童進

行的商業行為之理由。一些關注兒童廣告議題的社會團體，也會投資兒童廣告研

究，研究結果則用以做為游說政府管制兒童廣告的依據（Cole & Oettinger, 

1990）。 

Comstock（1989）就曾指出支持規範兒童電視廣告者四個論點，首先支持規

範者認為向兒童進行廣告本質上是不公平的。根據兒童心理學發展以及兒童消費

研究結果顯示，兒童認知能力尚未發展完全，缺乏對廣告說服意圖的了解，且不

具備理性分析商品的能力（John, 1999）。廣告商是在利用兒童對廣告的無知銷

售產品，這種不對等的銷售關係是不公平的。 

再者，為達銷售商品的目的，廣告訊息常包含不實或是有害的資訊，兒童在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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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廣告訊息時，無形中也將這些訊息內化為價值觀。第三，兒童廣告的商品不

斷推陳出新，並非每個家庭都能夠負擔得起，又或者家長認為商品對兒童有不良

影響而拒絕購買，孩子會因為被拒絕而感到不愉快，一直拒絕孩子的要求也會對

父母造成心理壓力，反而演變為親子衝突，並增加父母管教的困難。 

最後，廣告收入是電視節目維持營運的主要來源，但兒童節目依賴廣告收入

的結果，會使得節目內容偏向以娛樂性來吸引觀眾，可能會忽略其教育與文化的

功能。反之，富有教育意義卻不吸引觀眾的內容，則可能面臨廣告收入短缺，最

後只得落得停播的命運。 

面對來自各界的批評，兒童廣告產業業者也提出三點反駁，為兒童廣告的存

在辯護。業者指出，兒童行銷是一種對兒童的賦權（empower），其次廣告是維

持產業經濟正常運作的必要手段，最後，父母才是必須要為兒童廣告帶來影響負

責的一方（Schor, 2004）。 

業者認為兒童平常生活在一個沒有太多自主權的環境中，但兒童在消費行為

中能夠掌握選擇權與決定權，藉此感受到權力的擁有，因此對兒童進行廣告行銷

其實是一種對於兒童的賦權，給予兒童一個享受權力的空間（Schor, 2004）。面

對無法分辨廣告之意圖的質疑，業者也提出反駁，指出今日的兒童比從前的兒童

來得聰明，拜傳播科技的進步所賜，現在兒童每天接觸到的資訊量比以前的兒童

更多，豐富的資訊及媒體使用經驗讓兒童更熟悉媒體訊息，處理訊息的能力也變

得更強（Smith, 2009）。兒童因此更能處理廣告的說服訊息，訊息影響的能力並

不如外界所想的巨大。 

其次，業者強調在經濟上廣告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有廣告，觀眾才能收

看免費的電視節目，因為有廣告刺激競爭，消費者才能擁有更好的商品選擇，並

且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Schor, 2004）。廣電業者聲稱，禁止兒童節目

播放廣告，等於摧毀兒童節目製作資源的來源，可能導致兒童節目的消失（Cole 

& Oettinger, 1990）。這很直接的道出許多頻道業者的心聲，商業電視台若沒有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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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支持，節目的經費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對商業電視來說，廣告的確有其存

在的必要性。然而受限於電視台廣告時段的高價碼，具有一定經濟資本的公司的

廣告才有辦法在電視上持續露出，隨著商品知名度的增加，銷售數字也跟著不斷

上升。相反地，經濟資本不夠雄厚的企業，可能無力負擔電視廣告的成本，商品

曝光率跟著降低，連帶銷售數字也受到影響。 

因此，廣告其實並不全然如業者所說，能夠刺激市場競爭，有時反而是用經

濟資本轉換成市場占有率，鞏固大企業的市場位置。然而在政府有限的預算以及

媒體業有限的預算分配之下，兒童廣告的確是增加兒童節目製作經費的重要途徑

之一，惟要如何維護兒童節目的品質，使其獨立於廣告主的影響之外，是值得探

討的課題。 

最後，業者把責任推到家長身上，指出廣告是被動的，家長有能力阻止孩子

接觸廣告訊息，但家長並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因此家長必須要為兒童的過度消

費以及兒童肥胖等現象負責（Schor, 2004）。家長固然必須對孩子的收視行為負

起責任，然而外在的媒體環境同樣重要，並不能單方面的將所有的則認歸咎於任

何一方，而是必須仰賴兩方共同努力，打造適合兒童的廣告環境。 

而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廣告也具有正向的功能，對兒童來說並非百害而

無一利。李孟麗、徐村和（1998）指出，廣告具有「資訊」（informative）、「說

服」（persuasive）與「提醒」（reminder）的功能。廣告能夠傳遞產品資訊，同時

告知消費者新產品，廣告也能夠說服消費者購買特定的商品，並且提醒消費者其

對於商品的需求。 

本研究則個別自廣告主、消費者以及社會三個層面來看，從廣告主的角度來

說，廣告的功能是協助銷售、提升利潤以及降低成本。在協助銷售的部份，廣告

的功能可以再細分為引發（precipitation）、說服（persuasion）、強化（reinforcenont）

及提醒（reminden）四大類，在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之前，廣告會試圖引發消

費者需求，並增進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認知，並藉由強化情緒感覺，說服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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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試圖建立品牌偏好；在消費者實際購買之後，廣告的功能則是強化其對

消費行為的正面評價，讓消費者不會對消費行為感到後悔，最後再不斷透過廣告

提醒消費者再次購買，以刺激消費（劉美琪、許安琪、漆梅君、于心如，2000）。

而兒童廣告的爭議點即是源自於此部分的廣告功能。 

再者藉由廣告的銷售，可以提升產品的產量，為廣告主創造利潤，大量生產

也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呂冠瑩，2006）。廣告也可以減少產品創新的風險，當新

研發的產品都能夠擁有一定甚至更好的銷售量時，企業就更願意投入經費研製新

產品，也更願意負擔研究失敗的成本（Mohan, 1989）。 

對消費者來說，廣告的功能有三個，第一，廣告可以提醒消費者的需求，消

費者對產品的需求會隨著個體及情境的不同而相異，而廣告可以創造不同的情境

來提醒消費者對特別產品的需求，喚起消費者的需求，同時將需求導引到特定的

產品上；第二，廣告可以改變消費者的消費觀念與習慣，將消費者導向新的產品

或服務；第三，廣告能夠減低消費者負擔，藉由廣告內容提供的資訊，可以幫助

消費者了解產品或服務，縮短消費者自行搜尋產品訊息的時間成本（呂冠瑩，

2006）。而正由於廣告具有這類提供資訊的功能，因此如果過度壓抑廣告發展或

表現，可能會造成商品資訊的缺乏（何吉森，2005）。 

從媒體的角度來說，廣告與大眾媒體發展息息相關，廣告是大眾媒體主要收

入來源，廣告經費的左右媒體的生存與發展的一大部分，廣告提供媒體自給自足

的收入來源，並且支持媒體更新設備、提高傳播效能、改進內容（顏伯勤，1978）。

雖然媒體也常因此被質疑為追逐廣告收益，而未發揮其該有的社會功能，但是不

可否認，若沒有廣告的支持，商業媒體可能無法繼續生存。 

Moriarty, Mitchell, & Wells（2009）也指出廣告在現代社會中所發揮的社會

性功能，廣告提醒我們一些新的、更好的產品，並教育人們認識並使用這些新產

品，廣告同時也中介了時尚、設計潮流與美感，藉由樹立楷模（setting up role model）

來幫助個人形塑自我意象，並透過穿著及擁有的物品來表達自我個性與風格。從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Moriarty%252C%2BSandra%2BE.%2B%2528Sandra%2BErnst%2529%2Famoriarty%2Bsandra%2Be%2Bsandra%2Bernst%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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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的角度來看，廣告與社會經濟發展中間也存在互動的雙向關係，經濟發

展讓企業投資廣告，因此帶動廣告產業的發展，而透過廣告同時也能藉由擴大市

場的方式，促進社會經濟繁榮（Mohan, 1989；顏伯勤，1978）。 

整體而言，支持規範的一派是立論於兒童未成熟的認知能力，認為向兒童進

行廣告是不公平的，並質疑兒童廣告可能會影響電視節目品質，業者則以經濟觀

點捍衛兒童廣告存在的必要性，指出兒童廣告的存在能夠支持媒體以及兒童節目

的正常營運。 

在政府預算及媒體業有限的預算分配之下，兒童廣告的確是兒童節目製作經

費重要的來源之一，且臺灣電視體系以商業電視為主，各電視台自負盈虧，與新

聞、綜藝節目相較之下，比較無法吸引廣告主的兒童節目常常是在經費不足的情

況下努力求生存，近年甚至被國外進口的廣告大幅取代（唐台齡，2010）。在此

種情況下，完全禁止兒童廣告很有可能使得現在數量已經相當稀少的兒童節目更

無法生存，且另一方面廣告具有提供資訊、促進產業發展的正向功能，故若過度

限制兒童電視廣告也可能造成兒童相關商品資訊缺乏的情況，並影響兒童相關商

品產業的發展。然而在兒童有限的認知能力之下，廣告也的確可能會對兒童造成

一些不良的影響，故也不能完全放任兒童廣告自由發展，而不加以監督管理。因

此，本研究認為，在臺灣，不宜完全禁止兒童電視廣告，但必須以適當的手段進

行管制，而詳細的管制建議將於第四章討論。 

二、立法規範之正當性 

言論自由常是媒體產業拿來當作反對政府管制的擋箭牌，在美國憲法第一修

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是媒體業者反對政府管制兒童電視時的理由（Steyer, 2002）；

我國憲法第 11 條也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另外釋字第

414號10更進一步確定，商業性言論亦屬言論自由保護之範圍。也就是說，政府

若立法規範廣告，將可能侵害廣告主以廣告表達意見之言論自由。 

                                                     
10 見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14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S10*cht?/aSteyer%2C+James+P./asteyer+james+p/-3,-1,0,B/browse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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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言論自由並不能無限上綱，並非所有的言論都能受到法律的完全保障。

在美國商業性言論一開始並不屬於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範圍，雖然直到現在美

國各界對於憲法保障商業性言論的程度仍未達成共識，但是可以看到的趨勢是，

與以往相比，商業性言論所受到的保障越來越高（賴祥蔚，2010）。 

而且美國最高法院曾於1980年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一案中提出分析商業性言論管制合理性，以及判斷商業性言

論是否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之保護的四個部分，首先商業性言論必須合法且並未

誤導（lawful activity and not be misleading），其次是管制商業性言論政府是否可

以獲得實質利益（whether the asserted governmental interest is substantial），再者進

行管制是否能夠直接增進政府利益（whether the regulation directly advances the 

governmental interest asserted），最後，管制是否超過達成目標所必須的手段

（whether it is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is necessary to serve that interest）（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n.d.）。 

從美國憲法及許多法院判例中可以知道，美國社會視兒童及青少年為獨立於

成人之外的特殊階層，需要特別受到保護（Steyer, 2002）。根據本研究第二章所

述，許多研究及調查均指出，兒童對廣告的低抵禦性以及廣告為兒童帶來的負面

影響，若對兒童廣告進行管制，可減少兒童受到廣告的影響。另外，1990年制定

的〈兒童電視法〉更加確立可以法律管制有關兒童之媒體表現的正當性。 

國內部分，釋字第414號中雖確立商業性言論亦屬言論自由保護之範疇，但

另又說明廣告為「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因此，廣

告雖受言論自由保障，其保障亦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等量齊觀，為規範手段必須

符合比例原則。另依照我國憲法23條規定，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在為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得以法律限

制之。 

而兒童廣告造成兒童肥胖問題以及消費觀扭曲等問題，關乎兒童身心健全發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S10*cht?/aSteyer%2C+James+P./asteyer+james+p/-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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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本該受較嚴格之規範。據此，政府得以立法規範

兒童電視廣告，惟需注意，憲法第23條雖賦予法律為增進公共利益得以限制人們

言論自由之權利，但其手段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必

須以能達到維護兒童身心健全發展之目的的最小手段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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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規範現況 

一、現有兒童電視廣告規範 

我國電視媒體主管機關原先為行政院新聞局，2006 年國家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NCC）成立後，廣播電視事業之管理遂由

行政院新聞局轉移至 NCC，以〈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

播電視法〉及其施行細則做為法律基礎進行管理。電視廣告相關規定亦分別於以

上法規中載明，並依廣播電視媒體性質之不同而略有差異。 

〈廣播電視法〉為原則性的規範，廣告管理部分規定包括：具商業性質之電

視台可播送廣告、廣告時間、插播方式、廣告與節目需明顯區隔以及廣告審查規

定。有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則是分別就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之性質，

對業者之責任義務以及廣告審查制度做更詳細的規範。 

廣告插播方式與廣告時間部分，由於無線廣播電視乃是利用無線電頻譜傳送

節目訊號，基於頻譜的稀有性、公共財特性以及公共利益理論，無線廣播電視利

用公有的頻譜資源，比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需要擔負更多的公共責任，因此在廣

告插播方式及廣告時間的限制上，無線廣播電視較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更為嚴格

一些（林承宇，2007）。 

〈廣播電視法〉規定半個小時以內之節目不得插播廣告，節目時間達半小時

以上者，可以插播廣告最多兩次，而廣告時間不得超過總播送時數的 15%。〈有

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未有廣告插播次數的限制，但規定廣告播

送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的六分之一。但〈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另有規範廣告必須與節目清楚區分，若單則廣告時間達三分鐘以

上或以節目型態播出之廣告，應於畫面上清楚標示廣告二字。以上法條皆是以一

般的廣告做為規範對象，而非特別針對兒童廣告所訂定。然而 NCC 於 2007年提

出修訂 2001年由行政院新聞局發布的「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更

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節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之草案，其中特別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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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及兒童節目，並指出對於兒童節目的廣告化應採取更嚴格之認定標準。雖然由

於業者的反對而延緩通過之時程，至目前仍未正式對外發布實行，但是已可看出

政府對於減少兒童節目商業色彩的重視。 

廣告內容部分則亦未特別規範以兒童為對象之廣告，廣告商品及內容相關規

定可見於〈公平交易法〉、〈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及〈衛星廣播電視廣告

製播準則〉。〈公平交易法〉規範廣告商品及內容不得虛偽不實或有引人錯誤之表

現11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及〈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則規定

廣播電視廣告內容不得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形，而構成妨害身心健康

的判斷標準如下12
。 

（一）影響兒童或少年生理、心理健康者。  

（二）對尊敬師長等固有道德觀念產生不良影響者。  

（三）養成不良生活習慣或產生不良模仿作用者。  

（四）誘使兒童或少年不滿現有用品，養成貪得無饜等不正確觀念者。  

（五）直接唆使兒童或少年要求家長接受廣告之建議者。  

（六）利用兒童或少年對師長、醫師或兒童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理，對 

   產品作推廣宣傳者。  

（七）提倡、鼓勵兒童或少年從事危險活動者。  

（八）涉及驚險之特技表演時，未提示兒童或少年不宜模仿者。  

（九）以尖銳利耳的聲音及以強光閃爍搖擺不定之畫面，驚擾觀眾收 

   視。  

（十）以相同聲音或畫面重複密集出現之方式表達者。  

（十一）以擁有廣告商品作為受人尊敬之標準者。  

（十二）以實體或人體展示避孕器材、婦女生理用品性能或安排兒童演 

    出者。  

（十三）引誘兒童或少年進入法令禁止其涉足之場所者。  

（十四）於非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播送時段，播出酒類廣告者。  

（十五）於兒童或少年節目中播送或有兒童或少年參與演出酒類廣告 

    者。  

（十六）以菸、酒及藥品作為贈品者。  

（十七）描述喝酒為美好之經驗，或以飲酒能帶來好運氣、或成為受歡 

        迎、有成就之人士，為其表現方式者。 

                                                     
11

 公平交易法§21 
12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3、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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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法雖是限定廣告內容不得有內容不實、引人錯誤或傷害兒童身心健康

之情形，但仍是以一般廣告為規範對象，並沒有對兒童節目時段出現之廣告做更

嚴格之規範。 

兒童廣告播出的禁令則只及於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規定由公視基金會負責，

確保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於兒童節目時段，不得插播廣告13。然而臺灣媒體生態

結構係以商業電視為主，四家兒童頻道亦為商業電視台，僅規範公廣集團，其效

益有限。 

總體而言，我國現有之傳播法規，除〈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外，並

沒有特別針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定義與規範，規範內容皆是以一般性廣告做為對

象。也就是說，兒童節目時段播出之廣告與一般節目時段之廣告規範相同，兒童

頻道與一般頻道亦適用於相同的廣告規範標準。社會將兒童視為具有特定性質的

族群，需要特別的限制來保護，但是在廣告法規上兒童頻道與兒童節目卻沒有與

一般節目做出區隔，在兒童認知發展尚未完全，對廣告的認知與分辨能力不足的

前提之下，目前國內的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尚有改善空間。 

表 4-1 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法律規定 

廣播電視法 第 31條 電臺播送廣告，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百分之十五。 

廣告應於節目前後播出，不得於節目中間插播；但

節目時間達半小時者，得插播一次或二次。 

廣告播送方式與每一時段中之數量分配，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 33條 電臺所播送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內容應依

規定送請主管機關審查。經許可之廣告內容與聲

音、畫面，不得變更。 

經許可之廣告，因客觀環境變遷者，主管機關得調

回複審。 

廣告內容審查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42條 節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第 45條 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 

單則廣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

                                                     
13

 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13第 3款、§14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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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於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字。 

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 19條 節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第 23條 廣告播送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的六

分之一。 

廣告必須與節目清楚區分，若單則廣告時間達三分

鐘以上或以節目型態播出之廣告，應於畫面上清楚

標示廣告二字。 

有線廣播電視廣

告製播標準 

第 3條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前項各款例示如附表。 

衛星廣播電視 

廣告製播標準 

第 3條 有線廣播電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前項各款例示如附表。 

無線電視事業 

公股處理條例 

第 13條 

第 3款 

公視基金會應負責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於兒童節

目時段，不得插播廣告。 

第 14條 

第 3款 

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於兒童節目時段，不得插播廣

告。 

公平交易法 第 21條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

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

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

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

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

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

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

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另外，兒童肥胖率的持續上升，引來社會對於垃圾食物廣告問題的關心，2007

年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曾針對兒童食品廣告提出管制方針，禁止包括迪士尼、

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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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 YOYO台在內的四家兒童頻道，在下午四時到八時的晚餐時段播出炸雞、

可樂等高油、高鹽、高糖的垃圾食物廣告（陳惠惠，2007.06.22）。 

衛生署此一舉動顯示政府已注意到垃圾食物廣告帶來的影響，並設法透過管

制來改善，但規範對象範圍侷限於兒童頻道，並未將其於有線及無線廣播電視頻

道所播出之兒童節目列入管理，而且此限制目前尚未有法令支持，衛生署僅能以

柔性勸導方式，期盼頻道業者配合遵守。如此在執行成效與範圍上皆有限，食品

衛生處為國內食品相關事務之主管機關，惟廣告必須以媒體承載，因此，食品衛

生處應會同 NCC討論是否應賦予此規範法律上之效力，並將此一規範會對頻道

業者及廣告主造成之影響納入考量，以期收更完善之規範效果。 

二、兒少通訊傳播政策 

近年隨著許多與兒童相關之傳播問題登上新聞版面，兒童、青少年相關的傳

播問題也跟著浮上檯面14，國內傳播監理機關開始對兒童相關的傳播問題作更進

一步的檢討與規劃。NCC 於 2009年 9月 10日修正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營運計畫評鑑制度須知」15以及 2010 年 5月 21日通過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運計畫評鑑作業要點」16中將兒少頻道之規劃及執行

列入評鑑。另於 2010 年 6月 23日通過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申設作業要點」17，其中更進一步擴大對兒童傳播相關事項的範圍，將頻

道規劃、節目製播、節目來源都列為審查的參考指標，其中更有提及兒童廣告部

分，指出應「避免不適宜兒童觀賞之廣告內容穿插於兒童節目中」。 

2011 年可以說是兒童廣告管理政策蓬勃發展的一年，這一年 NCC 在兒童傳

                                                     
14如 2009 年《蘋果日報》動新聞以動畫模擬方式鉅細靡遺地報導性侵害以及暴力事件發生的過

程，引發婦女、兒少社會團體抗議恐造成兒童、青少年的模仿行為（陳智華、何定照，2009 年

11 月 26 日；邱瓊玉，2009 年 11 月 25 日）。 
15

 見 http://www.ncc.gov.tw/chinese/law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57&is_history=0&sn_f=576 
16

 見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

=0&pages=4&sn_f=15372 
17見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

=0&pages=4&sn_f=16056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0&pages=4&sn_f=15372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0&pages=4&sn_f=15372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0&pages=4&sn_f=16056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show_index2&site_content_sn=563&is_history=0&pages=4&sn_f=1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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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政策上有許多突破與作為。2011 年 3 月 24 日行政院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

修正草案18，其中增修條文第二十八條，授與主管機關管制兒童廣告的權力，指

出為保護兒童身心健康，主管機關得限制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頻道或節目所

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增修條文第三十條至三十一條中則禁

止兒童節目進行置入性行銷，並規定廣告與節目必須清楚區分。 

增修條文第二十八條當中雖未對兒童廣告規範內容作更進一步的清

楚說明，但 NCC 表示，未來將再就社會認為不妥之兒童廣告，召集心理、

教育領域之專家學者，針對廣告對兒童的影響、可能為產業帶來的衝擊進行討論，

並強調對於不妥的廣告內容，社會各界應該有更多的溝通交流，取得協調機制，

以達成共識（何吉森，2012.03.05）。 

同時 NCC又在 2011 年 3月發布「兒少通訊傳播政策綱領暨行動策略」，以

傳播內容的「寓教於樂」、傳播內容與管道的「健康安全」防護以及媒體的「平

等近用」為三大目標，以「供給／鼓勵」、「教育／參與」、「保護／管制」、「發

展／協力」等四個策略面向交織出兒少通訊傳播政策的藍圖。2011 年 5月推出

「兒少通傳權益政策白皮書草案」內文以「兒少通訊傳播政策綱領暨行動策略」

為架構做更詳細的說明，並分別於 5 月 12日與 5月 19日以「保護／管制、發展

／協力」、「供給／鼓勵」、「教育／參與」四個面向為主題舉辦三場政策公聽會，

收集業者、學者及公眾的意見。 

白皮書的四個面向皆有與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的政策規劃，規範的部分主要見

於「保護／管制」與「發展／協力」部分，當中 NCC 表明不排除對兒童節目及

兒童廣告施以較嚴格的管制。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方向分為內容與形式兩部分，內

容管制部分採廣告分時播送的概念，白皮書中指出，考量目前全球有節目分級制

度的國家皆未進一步對廣告進行分級，因此我國在廣告內容管制部分係要求業者

自行依照電視節目播出時段之收視群眾，安插適合該族群收視之廣告內容。另形

                                                     
18 見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78771&ctNode=2294&mp=1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78771&ctNode=229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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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分，白皮書對於廣告時間、插播方式、節目應與廣告清楚區分以及置入性行

銷等部分之規範並未做詳細說明，但表示「不完全排除予以較嚴格之差別管制」。 

從生產面向來看，外界對兒童電視廣告的另一項擔憂是其可能對兒少節目造

成的控制效應。相較於其他受歡迎類型的節目，兒少節目比較不受到電視台的重

視，所獲得的製作經費也比較少，在製作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廣告對兒少節目製

作的影響力也就更大，這些控制也許不是廣告主的本意，但是廣告預算會往收視

率較高的節目時段流動，為了獲得廣告主的青睞，兒少節目有時也必須配合廣告

主的喜好，而出現節目廣告化的現象，甚至造成進口卡通節目大幅取代本國自製

兒少節目的狀況（唐台齡，2010）。而白皮書中「供給／鼓勵」部分提到將以規

範兒少節目時數、鼓勵提高兒少頻道上架比例以及規劃特種基金挹注兒少節目製

作等方式，鼓勵兒少節目產製，藉此同時也有可能減少廣告對兒少節目製作與生

存的影響。 

「教育／參與」則是從生產端著手，以強化業者及社會大眾兒童通訊傳播權

益相關素養與能力，並且廣開公民參與的機制為目的，鼓勵兒少及親師參與通傳

政策的制定，鼓勵業者在產製過程中加強與兒少、親師的溝通，將他們的意見與

看法納入產製考量。 

整體而言，兒童電視廣告議題在 2011年終於受到重視，原先與歐美等國相

比，我國兒童電視廣告監理政策稍嫌不足，此次在〈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及「兒少通傳權益政策白皮書」草案中，可以說是踏出兒童電視廣告管理的一大

步，惟更重要的是後續詳細規定之走向與發展，這也是本研究欲討論之重點之

一。 

三、自律體系與自律規範 

兒童電視廣告業者涉及廣告創意及頻道平台兩端，因此在自律機制部分亦可

以分為此兩部分檢視。根據劉美琪（1993）指出，廣告自律體系之具體內容應包

括三個部分：（一）行為典範、（二）廣告個案申訴與受理程序，以及（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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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裁決與懲治方案。以此架構出發，來看臺灣兒童自律體系是否健全。 

在廣告創意部分，國內廣告自律組織甚多，而能夠規範電視廣告共有廣告主

協會（TAA）、國際廣告協會台北分會（IAA）、台北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

（TAAA）、台北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AA）及台北市廣告經營人協會（4A）。

其中僅有台北市廣告經營人協會針對廣告內容製作提出具體規範「廣告標準法」，

其約束效力及於該協會會員，其中有特別針對兒童廣告規定如下19： 

K. 兒童廣告  

 a. 不得有造成兒童身心傷害之廣告，避免犯罪、暴力、色情、危險行逕等。 

 b. 針對兒童的廣告，標示價格應清楚。 

 c. 不得於廣告中暗喻若是兒童不去買該廣告之產品，便是壞孩子。 

 d. 產品大小不得誇大。 

 e. 每位會員在做兒童廣告時，必需完整的遵守此項規範。 

菸酒等特定產品廣告皆不得以兒童為訴求對象，酒類廣告中也不得出現

兒童或少年20。另規定一般廣告的不得直接或間接的對所廣告之產品的數量、

尺寸、製造、生產、加工的方法、組合結構、適用性、強度、性能等，做出

會誤導消費者的描述21。廣告中提及商品價格也必須正確、不得扭曲22。 

然而此自律準則之執行狀況，許益謙（2012.03.21）也直言，雖然廣告

公司在製作廣告時皆是遵循此一準則以及電視廣告製作規範，然而仍然不可

避免會有鑽漏洞的情況發生，例如準則中規範「針對兒童的廣告，標示價格

應清楚」，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很少的兒童廣告有在廣告當中標明價格。

而其裁罰方式為將有問題的廣告個案在內部會議時提出，藉由公開討論，也

達成會員間互相借鏡學習之效果。 

                                                     
19

 完整規範內容見台北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網站

http://www.taaa.org.tw/cview.asp?cid=200892416925&dtype=57 
20

 廣告標準法§I、§J 
21

 廣告標準法§B 第 a 款 
22廣告標準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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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之裁決及懲治方式並為內部處理，且並未對外說明及公開，亦未

提供廣告個案申訴的管道，在此種由內部會員自行處理情況的封閉性情況下，

容易產生互相包庇之疑慮，使自律規範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 

頻道業者部分，MOMO 親子台及迪士尼頻道皆有針對廣告業務承接之

內部自律規範23。MOMO 親子台係由法務人員負責廣告內容編審，若發現

有問題的廣告內容，則由法務人員進行討論產生決議後，退回廣告端進行修

正、更換或退帶；迪士尼頻道則是由節目編審人員負責廣告內容審查，若發

現不妥之廣告內容，則拒接該廣告。 

自律規範準則部分，MOMO 親子台廣告與行銷內容製播規範內容共有

五大項，其中一到三項為〈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之規定，第四項則

規定： 

  應避免下列廣告內容播出，廣告編審應嚴格審查： 

1. 菸、酒、保險套等不宜於兒童頻道播出之廣告。 

2. 廣告畫面涉及「暴力、血腥、驚悚」等。 

3. 廣告畫面過分裸露、親熱行為或煽情動作。 

4. 廣告內容涉及「不當口頭禪」、「行為動作低俗」等不良示範。 

5. 廣告內容涉及色情付費電話或付費電話活動均禁止。 

因此，我國在兒童廣告自律部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第五項規定： 

1. 高油、高鹽、高糖之食品廣告如含糖可樂、含糖汽水、油炸洋芋片、炸

雞、炸薯條、高糖巧克力等於下午四時到八時晚餐時段禁止播出。 

2. 以類節目表現方式製播之廣告應於畫面中露出「廣告」字樣，並且長度

不得超過一分鐘。 

3. 婦女衛生用品、內衣廣告應採健康、清新之表現方式始可播出，不得出

現煽情動作之表現。 

4. 電腦遊戲與線上遊戲廣告不得涉及賭博、血腥、暴力、色情、煽情以及

過度裸露之畫面與表現方式。 

5. 兒童節目之主要演出人員，不得於同時段廣告中以相同角色、造型出現。 

  

                                                     
23 因不方便進行深度訪談，故無法得知卡通頻道及東森幼幼台之內部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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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頻道之廣告自律準則則包括，廣告商品或內容出現菸酒、槍砲武

器（包含玩具槍、空氣鎗、漆彈）、賭博（包括公益彩券）、減肥產品、內

衣、女性衛生用品（包括提及生理期之食品）、過於本土化的藥品、藥膏或

貼布、政治、宗教、付費電話、投機性投資機會、限制級電影、電視購物及

付費節目等廣告一律拒接。 

另外廣告內容部分如有裸露、惡作劇、曖昧或猥褻之動作或言詞、可能

對兒童產生不良示範或影響之動作或言詞、訊息不清或可能誤導觀眾之情形

亦拒接。至於申訴管道部分，閱聽眾皆可以透過網路郵件或是電話向 MOM

O 親子台以及迪士尼頻道進行申訴，有問題的內容將經內部討論後給予回

覆。 

而外部自律部分，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衛星電視

公會）訂有新聞自律之規範，廣告部分則針對醫藥、化妝品及資訊性廣告，

並未有特別針對兒童廣告之規範。但是其在新聞自律處理部分，官方網站設

有投訴管道，並設置新聞自律委員會，蒐集並針對不妥之新聞內容進行討論

協調，新聞自律委員會下並設有納入社會他律力量的諮詢委員會，委員由學

者專家、公民團體依平均比例組成，針對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提供諮詢，每月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可以邀請各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指派代

表列席。而新聞自律個案處理及結果並會公布於衛星公會之網頁。 

因此，雖然衛星公會在兒童廣告部分目前仍有待加強，但其自律機制較

廣告創意端更為完整。 

四、社會他律力量 

社會他律力量除了社會大眾的媒體意識之外，社會團體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社會團體代表社會大眾的聲音，雖然有些社會團體常常都沒有寬裕的經費，但是

靠著一點一滴社會資源的累積與大眾的響應，社會團體常能夠藉由議題的提倡形

成意見氣候，再以這些民意向政府或是企業單位施壓，逼迫他們針對議題做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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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或回應。又或者是，扮演協助的角色，藉由調查研究、研討會等方式生產論述，

協助政府或企業單位發展具體的改善方案。美國的兒童廣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70年代兒童廣告會引起美國社會的注意也是靠著社會團體的努力。 

現代社會對兒童投射一定的關注眼光，兒童議題也常在媒體中佔有一定的篇

幅，國內與兒童相關的社會團體一一成立，為了兒童的權益及福利盡一份心力。

其中，兒童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也是社會團體關心的一環，臺灣關心兒童及媒體議

題的社會團體並不少，由於兒童及媒體的議題同時涉及「兒童」及「媒體」兩個

層面，因此，在提及兒童與媒題的議題時，往往能夠同時獲得兒少團體及媒體監

督團體的響應。 

然而，這些社會團體關心的大多是電視節目內容以及新聞表現，相對之下，

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的論述則比較少，但不可抹滅的是這些社會團體對兒童與媒體

所做的努力。本節將介紹臺灣關心兒童與媒體議題的幾個社會團體，從中看出社

會團體在民意、政策甚至是商業行為上的影響力。 

（一）兒少政策的推手與協力者─社會團體與政府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

盟（以下簡稱「台少盟」）以及富邦文教基金會，都是國內時常關注兒童與媒體

議題的兒少團體。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的成立，即是起因於向政府施壓。兒童福利聯盟文

教基金會的前身為「兒童福利聯盟」。1990 年由將近四十多個民間團體發起，並

獲得四十多位立法委員的參與，目的在於推動兒童福利法的修正（吳媛華，

1990.12.23）。後感於應該成立一個致力於兒童福利工作的正式組織，因而於 1991

年正式成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兒盟最初成立時，原本是希望促使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的合併，但考量

當時少年福利法才剛剛通過，立即再提兩法的合併案有執行上之困難，因此採取

「階段性修法」，先就兒童福利法進行修正，並於 1993 年完成推動兒童福利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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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任務，一直等到 1997年，兒盟才重新開始針對兩法的合併以及相關議題開

會討論，總共經歷六十多次的會議，研修版本，並且發起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法

促進聯盟，不只為修法遊說，還展開萬人連署活動，向政府施壓，以加速修法通

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簡稱「兒少法」）修法歷程表〉，2004）。兒少法修正

案後於 2003年 5月經由立法院三讀通過。然而兒少團體並不因此而停下推動兒

少政策的腳步，2007 年內政部兒童局又推動新一次的兒少法修法，兒盟及台少

盟等兒少團體同樣積極參與政策制定的討論過程，包括修法會議、座談會、研討

會等，並且對政策方向提供建議，以及為兒少團體版本的修法內容進行遊說，尋

求其他相關利益團體的支持。（〈兒福聯盟兒少法修法對外行動彙整（2010年）〉，

2011；〈兒福聯盟兒少法修法對外行動彙整（2009年）〉，2010；〈兒福聯盟兒少

法修法對外行動彙整（2007-2008年）〉，2008）。2011 年 11月最新版兒少法修正

案三讀通過，此次修正內容包括維護兒童閱聽權益的條文，如防止兒童及少年接

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之防護措施、規範報紙不得刊載有害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並應設立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而報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

節目帶、遊戲軟體則應進行分級24。 

此外，兒盟在 1991 年舉辦第一次兒福法修正研討會時，提出中央政府應設

立一兒童福利的專責機構─兒童局，各級地方政府則應該設兒童保護機構（吳媛

華，1991.01.14）。後這項提議隨著兒童福利法的通過，也一併獲得立法院的同

意，但是政府卻一直沒有籌設兒童局的動作，因此兒盟又在 1995年，展開十萬

人連署、舉辦公聽會、擬訂民間版的兒童局組織條例、前往立法院陳情等行動，

呼籲政府盡快依法落實兒童局的設立（袁世珮，1995.10.25；1995.10.08；1995.09.06；

1995.09.05；1995.07.12）。後兒童局終於在 1999年 10 月 20日在台中掛牌成立。 

兒盟在我國兒少政策的改革與推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也說明了社會團體對

政策的影響力。社會團體同時也扮演了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協力者，政府甚至會主

                                                     
24

 見立法院網頁 http://lis.ly.gov.tw/npl/fast/05125/1001111.htm 

http://lis.ly.gov.tw/npl/fast/05125/1001111.htm


 

81 
 

動邀請社會團體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負責蒐集民間的意見與提供建議。2011

年兒盟接受內政部委託，舉辦「全國兒童少年國是會議」25，先是在北、中、南、

東四區舉辦分區會議，邀請政府代表、學者、社會團體、一般民眾、兒童少年代

表等與會，針對包括兒童與媒體在內的各項兒童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也讓兒童及

少年有為自己發聲的機會。並於 10月底的兒少高峰論壇再次針對分區會議結果

進行討論，正式大會將於 11月 19、20 日舉行，屆時計畫將之前的會議結果統整

為十大建言，並上呈給總統（曾雅玲，2011.10.30）。 

 在南區會議當中，有提及與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的議題，參與者認為國內法律

應該更清楚地承認兒少消費者的權力，對兒少消費進行賦權（empowerment），

使其擁有更大的消費自主權，同時為避免商業廣告對兒童產生的負面影響，則應

該透過教育的方式讓兒少了解商業廣告的運作邏輯，並思考商業文化與兒少之間

的關係（〈南區意見彙整 0817-媒體〉，2011）。 

另外一個關心兒童與媒體議題的社會團體是富邦文教基金會，兒童與媒體一

直是富邦文教基金會關心的重點議題之一，1990年富邦集團成立富邦文教基金

會，剛開始成立的宗旨為關心身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隨著媒體環境的改變，以

及兒少的電視收視時間拉長，富邦文教基金會自1999年開始推動媒體素養教育，

並曾於 2002年接受教育部委託，企劃編輯「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同時定

期出版許多媒體素養相關刊物。 

2006 年行政院新聞局委託台少盟架設兒少媒體監督網站─「兒少新聞妙捕手」

26，網站中提供媒體法規、自律規範以及媒體識讀的案例，讓民眾了解哪些媒體

內容是有問題的，並且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網路平台投訴有問題的媒體內容，投訴

的管道分為三種，民眾可以直接投書在網站上與大家分享看法，也可以透過網站

提供的資訊向主管機關或者是直接向各媒體單位投訴，網站也會定期統整公布民

眾的投訴、主管機關的回覆以及處分情況。透過與社會團體的合作，政府可以更

                                                     
25詳細會議安排見全國兒童少年國是會議網站

http://www.children100.org.tw/public/conference.aspx 
26

 見 http://www.newscatcher.org.tw/index.php 

http://www.children100.org.tw/public/conference.aspx
http://www.newscatcher.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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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基層民眾的看法，發揮集思廣益的效果，並且匯聚來自基層的力量，結合社

會團體及社會大眾的他律力量來制衡媒體，同時也可以避免質疑政治力量干預媒

體的新聞自由。 

另外，目前 NCC 設有由社會團體代表、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之他律組織「廣

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最晚一至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負責媒體不當內容

案例審議以及內容標準之研訂。有爭議的內容會先被提到廣播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中討論，作成初步決議是否裁罰或是以何種方式對業者進行行政指導，再將決議

送至大委員會，由大委員會做出最後核處之決議（翁曉玲，2012.03.02）。 

其優點除了廣納各方意見，避免單一觀點之外，NCC 何吉森（2012.03.05）

也表示，由於法院認為由眾多專家學者所做成之決議，會比單一法官所作之決議

更具有效益，因此由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所作成之決議，法院皆相當尊

重。 

（二）媒體表現的監督者─社會團體與媒體 

除了政府政策外，社會團體更關心的是媒體的實際表現，翻開臺灣媒體發展

史，社會團體與商業利益掛帥下的媒體表現之對抗隨處可見，隨著臺灣媒體產業

的成長與生態的改變，社會團體不斷監督著媒體的改變，試圖產生一股與商業目

的相抗衡的力量，將媒體表現從商業掛帥一步步拉向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點。兒童團體也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抗議、監看、呼籲，不斷提醒媒體，在產製

內容的同時，也要將兒童的權益納入考慮。 

1997 年兒盟支持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主張，針對有線電視及錄影帶的色情

內容，要求業者自律，並呼籲政府、家長、教育機構共同注意節目內容色情氾濫

的問題（周一玲，1997.10.13）。2000 年兒盟與民進黨立委翁金珠、台灣媒體觀

察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聯合召開記者會，抗議靈異節目會對 921災區兒童的心

靈造成傷害（顏振凱，2000.08.10）。2005年兒盟公開呼籲兒童傳播權應該受到

保障，政府應負起監督的責任，媒體應該秉持專業進行自律，家長也應該陪伴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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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收視（林思宇，2005.12.09）。 

 兒盟也曾於 2000 年結合國際扶輪社進行不良電視節目的監看，邀請參與的

兩百個家庭在下午四點半到九點半的時段，對兒童常收看的電視頻道進行監看，

若發現色情、暴力、靈異等會對兒童身心造成不良影響的節目內容，即通報兒盟，

經兒盟評議過濾後再交由當時電視媒體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及頻道業者處理，並於

每一季公布監看報告，促使電視台改善有問題的節目內容（許峻彬，2000.10.21）。 

2003 年 6月由 22 個青少年團體基於對國家青少年政策的擔憂與關心，而結

盟組成的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也曾針對新聞媒體的不當內容進行監看。

台少盟雖然是以青少年作為服務對象，但由於不管在法律或是媒體上，兒童及青

少年同屬於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因此常被放在一起討論。 

2005 年台少盟曾經結合智障者家長總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靖娟

兒童安全基金會、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及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針

對有線電視頻道進行晚間兒少新聞分析監看，主要目的在於檢視兒少新聞的表現

是否有符合相關法令或是兒少團體提出之人權報導原則，並提出改善建議。 

蘋果日報帶來的市場生態改變，使得報紙也成為兒少團體監看的對象，2009

年兒少團體對針對當年一至十一月的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進

行分析，結果發現，蘋果日報的兒少新聞負面報導高達八成（曾懿晴、陳俍任，

2009.12.30）。 

 從蘋果日報所屬之壹傳媒集團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出社會團體對媒體的影響，

2004年兒盟、台少盟等兒少團體抗議蘋果日報的色情版、新聞照片以及部分廣

告內容太過色情，影響兒少身心健康，當時政府單位以蘋果日報已有改善為由，

判定其行為不違法，雖然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與蘋果日報交涉進兩個月，蘋果日

報最後同意取消兩個色情版，但是兒少團體仍然針對不當的新聞內容及照片，發

起民眾抵制蘋果日報，並要求零售商將蘋果日報下架，還兒童及青少年乾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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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環境（朱若蘭、張文輝，2004.01.08）。並要求政府考慮對報紙實行分級制度

（林河名，2004.01.11）。 

 2009 年，壹傳媒在網路上推出以動畫模擬方式呈現的動新聞，其以動畫方

式詳細的模擬性侵及暴力新聞，同樣遭到婦女及兒少團體的大力反彈。婦女及兒

少團體至蘋果日報抗議，並呼籲政府出面處理（薛荷玉、莊琇閔，2009.11.27）。

後包括教育部、台北市政府、台中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單位都採

取行動，禁止學校網路連結動新聞網站，或是禁止印有動新聞 QR碼的蘋果日報

進入校園（陳智華、李順德，2009.11.28）。 

 另外，社會團體不只當烏鴉，也會當喜鵲，除了批判之外，社會團體也會藉

由正面表揚優質的媒體內容，來達到鼓勵有品質的媒體內容的目的。從 2005年

開始連續三年，台少盟、記協等兒少團體及媒體團體共同舉辦「好『媒』人─優

良平面兒少新聞報導獎」評選，獎項類別分為「兒少新聞採訪報導獎」、「國際

兒少新聞報導獎」、「兒少新聞評論獎」、「兒少新聞攝影獎」等四項，鼓勵優

質的兒少新聞製作，希望藉此提升兒少新聞品質。 

（三）兒少相關論述的生產者─調查報告與研究 

為了達到遊說政府及業者的目的，社會團體還必須生產支持本身主張的論述，

因此各種調查報告成為論述生產的佐證及基礎，包括兒盟、富邦文教基金會都有

許多媒體與兒童相關的調查報告，其中又以兒盟所進行的調查主題最為廣泛。 

兒盟 2000年兒童人權指標調查結果顯示臺灣兒童人權指標不只不斷下降，

還創下歷史新低，問題就出在媒體身上，「兒童免於受到傳播媒體負面影響的情

形」、「大眾傳播媒體對兒童教化功能重視的程度」、「媒體處理新聞事件時尊

重兒童隱私權的情形 」等三個項目是拉低指標的主要原因（許峻彬，2000.10.21）。

2003年台灣都會地區兒童人權維護調查報告中則指出，將近 40%的兒童小朋友

認為電視節目恐怖噁心，但超過 50%的兒童在晚間九點半之後的限制級時段，仍

在電視前收看（朱若蘭，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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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到 2006年連續三年進行台灣兒童傳播權調查，調查兒童電視收視情

況、喜歡的節目類型、對電視內容的理解、兒少節目內容、節目數量、頻道數量

等進行分析。2006年台灣地區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中有提到，兒童在電視上看

到最多的廣告是玩具廣告（77.7%）以及零食廣告（77.1%），但是由於當時兒童

頻道區位還不固定，兒童仍然很容易在轉台的時候看到不當的廣告內容，例如恐

怖片預告（67.5%）、酒類廣告（58.7%）、豐胸廣告（30.7%）、壯陽廣告（22%）

等。兒盟在報告最後建議政府成立公共兒童頻道，並且淨化兒少頻道鄰近區塊。 

富邦文教基金會亦曾於 2009年進行過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以

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童，另外於 2004 及 2008年進行過全國青少年媒體使用

行為調查，但因其調查對象為國、高中學生，因此不屬於兒童與媒體的範疇。富

邦文教基金會這三次的媒體使用行為調查，都是針對網路，兒童網路使用行為的

變化，以及和電視、報紙等舊媒體使用行為的比較，來看網路對兒童帶來的影響，

並於文末提出對於現象的看法及相關問題的建議。 

兒盟另外在 2010 年公布針對電視食物廣告的 2010 年食物廣告調查報告，報

告中針對 19個兒童最常收看的熱門卡通節目進行為期一個禮拜的檢視，分析國

內兒童的電視廣告接觸量、接觸頻率，並進一步來看食品廣告在所有廣告中所佔

的比例以及食品廣告的商品類型為何。結果顯示，兒童平均一年接觸到三萬三千

多則電視廣告，其中食品廣告的比例佔將近三分之一，食品廣告在用餐時間出現

的頻率最高，其中最多的是飲料廣告，其次是速食店與零食廣告，且有四分之三

的兒童表示會因為看過電視廣告而購買廣告中的零食。報告最後兒盟以調查結果

作為支持，呼籲政府立法禁止垃圾食物廣告在兒童收視的熱門時段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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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國內兒童與媒體相關調查報告 

年度 調查名稱 調查機構 

2000 台灣地區兒童觀看電視行為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0 兒童人權指標調查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3 2003年台灣都會地區兒童人權維護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4 2004年台灣兒童傳播權檢視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5 2005台灣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6 2006年台灣地區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9 2009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報告 富邦文教基金會 

2010 2010 年食物廣告調查報告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網站、富邦文教基金會網站、聯合知

識庫。 

 整體來說，在臺灣，兒童及媒體監督團體擁有不容小覷的社會力量，但比較

可惜的是，臺灣社會團體對於兒童電視廣告投以的關注並不多，其中比較關注兒

童電視廣告議題的只有兒盟。因此，國內的兒少團體若能夠對兒童電視廣告議題

投以更多的關注，其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發揮的功能，都會具有一定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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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規範經驗 

一、政府規範 

美國電視環境係以商業電視為主，節目經費來自廣告收入，強調市場的自由

競爭，反對政府力量介入影響傳播內容（Walker & Ferguson, 1998）。然而，這

並不代表美國完全不管理電視媒體。美國以無線電視系統最為廣泛，美國三大電

視網─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國家廣播公司（NBC），

是美國電視的神經中樞，為各商業地方電視台主要的節目來源。基於無線電視頻

譜的稀有性及公共性，政府得以基於增進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合理的手段，針

對特定類型的電視文本做有限度的管理（Steyer, 2002）。 

美國全國性的廣告監理機構為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FCC

係立基於 1934年聯邦傳播條例（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之上所成

立的獨立機關，負責無線廣播、廣播電視、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的管理，職掌範

圍包括執照發放、傳播管理法令政策之擬訂、修正、廢止及執行等（FCC, 2011）。 

1914 年成立的 FTC 則肩負消費者保護以及確保市場競爭的責任。一開始

FTC 只負責管理商業競爭、防止市場不公平競爭，直到 1938年國會通過一項禁

令，禁止不公平及不實的商業行為，同時授與 FTC更大的權力，自此 FTC 的職

掌範圍擴充至消費者保護，負責管制不公平與不實的商業行為（FTC, 無日期）。

其中，鑒於兒童容易相信他人，且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讓兒童在政策上特別受

到關注與照顧，因此不公平的商業行為則可應用於兒童廣告的監管，防止廣告商

利用兒童的特性，誘導兒童從事不當的行為（Shimp, 2000）。 

依照 1934年聯邦傳播條例的規定，FCC 不得干涉節目內容，因此 FCC只能

管制兒童電視廣告的數量及時間，兒童電視廣告內容部分管制的權力掌握在 FTC

手中（Comstock, 1989；鍾蔚文、羅文輝，1988）。 

美國兒童廣告興起於 1960年代，到了 1970年代一些社會團體開始質疑兒童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396680%2Fsearch%7ES0*cht%2FaWalker%252C%2BJames%2BRobert%2Fawalker%2Bjames%2Brobert%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396680%2Fsearch%7ES0*cht%2FaFerguson%252C%2BDouglas%2BA%2Faferguson%2Bdouglas%2Ba%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S10*cht?/aSteyer%2C+James+P./asteyer+james+p/-3,-1,0,B/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2FaComstock%252C%2BGeorge%2BA%2Facomstock%2Bgeorge%2Ba%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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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會為兒童帶來的負面影響，藉由相關研究結果，遊說 FCC 及 FTC 針對兒童

廣告進行規範，雖然在業者、社會團體以及政府三方勢力抗衡之下，FCC同意

就兒童廣告的形式部分進行規定，但否定社會團體提出禁止兒童廣告的建議。 

時至 1984年，這一年在美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

點，當時雷根政府倡導新自由主義，推行經濟解管制政策（economic deregulation），

主張市場力量比政府介入更能刺激自由競爭，FCC遂積極推行各項媒體解管制

政策（Gershon, 1993）。當時 FCC主席 Mark Fowler 本身也支持政府的解管制政

策，認為管理市場的合法力量就是市場本身，市場利益優先於公共利益，許多媒

體的公共責任都在市場為先的標準之下被犧牲（Steyer, 2002）。其中包括 1984

年 FCC 取消對兒童廣告的限制，除了仍然禁止主持人在節目中替商品宣傳外，

其於部分皆改由各家電視台自行規範（Wilson& Weiss, 1992；吳知賢，1999）。 

FCC 解除管制後，具有資訊性及教育意義的高品質兒童節目快速減少，取

而代之的是大量由企業製播的節目，數量從 1980年的 13個到 1987 年增加到 70

個，這些節目中出現許多廠商製造的玩具商品，整個節目儼然就是一則長時間的

廣告，廣告數量也是大幅成長，1987 年兒童平均每年看到四萬則廣告，數量是

1970年代末期的兩倍，其中玩具、早餐榖片、糖果以及速食佔了所有廣告的 80%

（Steyer, 2002）。 

禁令解除的兩年內，超過一半的新卡通節目出現置入性廣告（Kunkel, 1988）。

由於甜食廣告氾濫其中充斥高熱量、高糖分的垃圾食物，且銷售技巧備受爭議（吳

知賢，1999）。1985年國會提出一系列的法案試圖重啟兒童電視廣告的限制，但

法案最後被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以口袋否決權（pocket-veto）27擱置，是為胎死

腹中的〈1988年兒童電視法〉（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88），但國會並

未放棄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決心，1989年再次提起兒童電視法案，最終未經總統

                                                     
27若於國會休會前十天內將法案送交總統，而總統既無簽署，亦無退回原提案機關，則該法案因

不符立法程序而自動遭到否決，此為口袋否決權（萬秀娟，2005）。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S10*cht?/aSteyer%2C+James+P./asteyer+james+p/-3,-1,0,B/browse
http://nbinet3.ncl.edu.tw/search~S10*cht?/aSteyer%2C+James+P./asteyer+james+p/-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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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即通過28，這即是現在的〈兒童電視法〉（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Act of 1990）

（Lazar, 1994）。並於1991年依據〈兒童電視法〉訂定〈兒童電視法施行細則〉

（Children’s Television Rules），後於1996年修訂。 

〈兒童電視法〉限制兒童電視廣告播出的時間，商業電視台週末時段兒童節

目29的廣告時數每小時不得超過10.5分鐘，週一至週五兒童節目的廣告時數每小

時不得超過12分鐘30。1991年FCC又再發布對於節目式廣告（program-length 

commercial）的禁令，意即廣告必須與節目內容清楚區隔（Wilson& Weiss, 1992）。

此規定意圖確保節目與廣告之間的界線。 

另於1996年修訂的〈兒童電視法施行細則〉中，定義所謂商業廣告不只是指

一般的電視廣告，包括置入性行銷、節目式廣告（program-length commercial）

都屬於商業廣告的一種，並禁止節目中的角色向觀眾推銷商品（host-selling）（廖

淑君，2005）。 

此外，為摒除商業力量之影響，〈兒童電視法〉設立國家兒童教育電視基金

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Children’s ducational Television），基金會可以契約

形式委外製作教育性兒童電視節目，或補助教育性兒童節目之製作，條件為節目

製作完成後的兩年內，不得於商業電視台或有線電視播放，若要在這些電視台播

放，則電視台必須支付基金會費用，且節目播放期間不得播送廣告（廖淑君，

2005）。 

整體而言，美國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理念之下，反對政府以各種形式介入

媒體表現，因此兒童電視廣告的法律規範主要著重於廣告時間限制、廣告與節目

區分等廣告的形式規定上，廣告內容部分則主要交由自律體系自行規範。然而從

                                                     
28

 在美國法案一旦經國會眾議院及參議院兩院同意並成交總統簽屬成為法律，但是在兩種情況

下，不需要總統簽屬法案也能成為法律，第一種是在國會會期內，若總統於收到法案十天內未簽

署，則該法案雖無總統簽署亦成為法律；第二種是總統在收到法案的十天內拒絕簽署，可將法案

連同拒絕理由退回原提案機關，但若原提案機關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並同時獲得另一院三分

之二多數通過，則該法案成為法律（萬秀娟，2005）。 
29

 此處兒童節目意旨為十二歲以下兒童而設計的節目。 
30

 47 U.S.C. §303a。見 http://codes.lp.findlaw.com/uscode/47/5/III/I/303a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R%20%22Lazar%2C%20Bonnie%20A%2E%22%7C%7Csl%7E%7Erl','');
http://codes.lp.findlaw.com/uscode/47/5/III/I/3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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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FCC解除管制時，兒童廣告時數及置入性行銷的數量快速上升的情況可以

發現，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往往讓經濟收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在提高廣告收入

的考量下，兒童權益往往是被犧牲的一方。 

二、自律體系與自律規範 

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自由思潮之下，反對政治力量干預市場或媒體，憲法第

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同時也保障媒體新聞自由，因此被媒體拿來作為反擊政

府管制的依據，面對來自公民團體與社會大眾的壓力，廣播電視業者主張以媒體

自我約束代替政府管制。 

美國第一個兒童廣告自律政策是 1961年 NAB採行的「玩具廣告準則」（the 

Toy Advertising Guidelines），當時兒童廣告議題尚未受到社會的重視，因此此一

規範相對地也比較不嚴格（Kunkel & Gantz, 1993）。 

 1970 年代以後，美國社會開始重視兒童廣告議題，NAB遂在自律規範中加

入兒童節目時段廣告量的限制，當時的自律規範為包括 NAB以及附屬於 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s（CBBB）之下的 National Advertising Division（NAD）

在內的兩個組織所提供（Kunkel & Gantz, 1993）。但是 NAB的規範遭質疑過於

獨斷，致使 NAB於 1982 年卸下兒童廣告自律的工作（Kurnit, 2005）。 

後 CBBB又於 1974 年創立 CARU（Children’s Advertising Review Unit），

管理運作則由 CBBB負責，經費則來自於兒童廣告業者的資助。兒童廣告自律

管理及規範的工作隨轉移至 CARU，該組織自此成為美國唯一的兒童廣告自律機

構，並一直運作到今日。現在美國兒童廣告自律規範即為CARU的 Self-Regulatory 

Program for children’s Advertising。 

 除了自律規範之外，CARU亦接受民眾對不當廣告內容的投訴，並在兒童熱

門收視時段，針對美國所有的聯播網、有線電視以及獨立電視台進行監看，除此

之外，非兒童熱門收視時段時所播出針對十二歲以下兒童製作的廣告，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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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U的監看範圍內，另外，廣告業者亦可以自行將廣告送交 CARU審查，確

認廣告內容是否違反自律規範（Armstrong, 1984）。 

若發現有違反自律規範的情況，有問題的廣告個案會被記錄，並且啟動正式

的調查程序，待調查結束後，CARU會將摘要報告遞交 NAB，由 NAB 負責交由

廣告時代雜誌（Advertising Age）以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摘要

報告的內容包括廣告商名稱、廣告商品、廣告的不當之處、違反的準則內容、廣

告刊播的媒體、問題解決方案及 CARU裁決的考量（Armstrong, 1984）。不過，

由於 CARU並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因此主要還是依賴企業的自願合作，來

修正不當的廣告內容。 

CARU另設有 Advisory Board，聘請來自於教育、傳播、兒童發展、兒童心

理健康、行銷與營養學的顧問與專家，不僅提供 CARU規範兒童廣告的相關指

導，也為兒童廣告業者提供諮詢服務。Advisory Board 的成員同時也會針對特別

的廣告個案提供審查意見，並參與修正自律規範的工作。 

 還有由支持兒童廣告自律體系的企業代表組成的 Supporters’ Council，提供

CARU關於兒童廣告與媒體的現況及發展趨勢的資訊，作為規範修正及審查時的

參考。 

 CARU的自律規範有八項核心原則： 

1. 兒童廣告擁有特殊的責任，過程中必須將兒童有限的知識、經驗以及媒

體經驗納入考量，必須了解兒童評估資訊可信度的能力有限，可能並不

了解廣告的說服目的，也沒有查覺自己已成為廣告的目標對象。 

2. 廣告不得欺騙或是不公平，必須符合 FTC 的規範。 

3. 廣告訴求必須適當的具體化，並可以為兒童所理解。 

4. 廣告不得刺激兒童對產品品質或性能產生不適當的期望。 

5. 不適合兒童的產品或是內容不得進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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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廣告必須避免社會刻板印象、歧視偏見，並且鼓勵在廣告中納入少數族

群，以及呈現正面的模範。 

7. 鼓勵廣告主利用廣告發揮教育功能以及影響正面的人格發展以及行

為。 

8. 雖然影響兒童人格與社會發展的因素很多，提供兒童指導的主要責任還

是在家長身上，廣告主必須以一種建設性的態度為這種親子關係作出貢

獻。 

並訂有更詳細的規範準則，幫助廣告主更有效率的發揮兒童廣告自律規範的

核心原則。比起政府以規範廣告形式為主，自律規範則對廣告內容部分做詳細的

規定。 

準則中規範兒童廣告內容部分包括欺騙誤導、產品表現形式與廣告訴求、資

訊揭露與免責聲明、購買壓力、不安全及不適當的廣告等五部分。 

（一）欺騙 

1. 廣告中的表達、暗示、形式以及該廣告給人的整體印象不得以會誤

導兒童的方式呈現，並以兒童的經驗、成熟度、認知能力、廣告評

估能力等作為評估廣告內容是否會誤導兒童的標準。 

2. 廣告中的聲音及影像不得對產品或性能造成誤導，此處的性能例如

速度、使用方法、顏色、聲音、耐久度、營養成分與相似性等。 

（二）產品表現形式與廣告訴求 

1. 廣告的表現方式不得誤導兒童關於使用產品的好處，包括使用該產

品可以獲得力量、地位、聲望或智慧等。 

2. 廣告訴求不得過度利用兒童的想像力。年紀較小的兒童其分辨真實

與虛幻的能力有限，廣告內容運用動畫及電腦科技時，不得以過度

不真實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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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的使用方法必須在廣告中清楚表現，該使用方式必須在廣告目

標兒童的能力範圍之內。 

4. 廣告不得誤導兒童有關於購買之產品的內容。 

5. 比較廣告必須基於產品的真實特性，並且內容必須要能夠被兒童所

理解 

6. 廣告呈現的產品數量不得超過個人消費、使用、取得的合理數量。 

7. 食品廣告必須考量兒童的健康發展，鼓勵適當的使用方式。 

8. 食品廣告必須清楚描繪適當的食用方式，譬如營養均衡、零食不得

取代正餐等。 

（三） 資訊揭露（disclosures）與免責聲明（disclaimers） 

1. 廣告中的資訊揭露以及免責聲明必須以能夠被目標兒童所理解的

方式呈現。設計時必須將兒童有限的單字及語言能力納入考量，以

年紀較小的兒童為目標對象時，必須採用簡單的語句，且基於圖像

比文字更容易被兒童所理解，因此鼓勵以圖片方式呈現。 

2. 資訊揭露必須明顯易見的，電視廣告的資訊揭露應該採用聲音方式

呈現。 

3. 須自行組裝的產品、產品不包括使用上之必要零件時或是一系列產

品分開販售時，廣告中應該有清楚的標示說明。 

4. 若電視廣告提供免付費電話服務，則電話號碼必須同時以影像及聲

音的方式呈現。 

 （四）購買壓力 

1. 廣告不得慫恿兒童要求父母或他人購買產品，也不應該告訴兒童為

其購買產品的父母或成人才是比較好的，比不願意購買的父母或成

人更明智慷慨。 

2. 廣告中應避免對兒童施以購買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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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告不應該告訴兒童擁有產品會利於融入同儕團體，反之未購買產

品則可能會比較不容易融入同儕團體。 

4. 廣告不得暗示購買或使用產品能夠給予使用者聲望、技巧、或是其

他廣告角色擁有的特殊能力。 

5. 廣告不得以「只有」、「只要」、「超低價」等兒童不明白是誇張或吹

捧的字眼。 

（五）不安全及不適當的廣告 

1. 廣告商在製作廣告時，必須將兒童好奇、喜愛模仿、具實驗精神以

及不顧慮行為危險性等特性列入考慮。 

2. 會對兒童安全造成威脅的產品不得進行廣告。 

3. 兒童廣告影片中使用產品的兒童年齡必須符合該產品的使用年

齡。 

4. 廣告中出現的兒童或成人角色不得處於不安全的情況，或是做出傷

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 

5. 廣告商必須了解，許多兒童傷害是來自於對一般日常用品的錯誤使

用，所以廣告中必須避免去鼓勵兒童用不適當的方式使用產品。 

6. 確保廣告內容符合收視者的年齡。 

7. 廣告不得鼓勵兒童從事不適合兒童的行為，如暴力、性，或是包括

會造成兒童過度驚恐或焦慮的事物。 

兒童廣告形式部分，則有名人證言背書、廣告與節目內容區分、贈品、

抽獎與競賽等三部分。 

（一）名人證言背書 

1. 廣告商必須了解，名人或權威人士的背書可以讓兒童對產品的認知

產生顯著的改變。因此，廣告商在使用名人或權威人士代言、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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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小心不要讓兒童有錯誤的印象，認為使用該產品能夠加強

代言人的能力表現。 

2. 所有的背書都必須反映代言人真實的經驗及觀點。 

3. 直接或間接的代言人必須擁有適當的資格，具有代言商品方面的專

業知識。 

（二）廣告與節目內容區分 

1. 廣告主必須了解兒童區分廣告與節目的能力有限，廣告不得刻意模

糊廣告與節目的區別，造成兒童誤解。 

2. 禁止十二歲以下兒童觀賞之節目中的角色人物在節目當中或是相

鄰的廣告時段中廣告商品或服務。 

3. 十二歲以下兒童節目中包含或是相關的產品不得在節目播出，亦不

得於鄰近的時段進行廣告。 

（三）贈品、抽獎與競賽 

1. 廣告商必須了解，利用贈品、競賽以及抽獎活動能夠有效提升產品

對兒童的吸引力。 

2. 由於兒童比較無法分辨產品與贈品的差別，因為廣告中若包含贈品

訊息，則必須將廣告焦點放在產品上，不得過於強調贈品。 

3. 贈品的情況應該被清楚且簡單的交代。 

4. 廣告商應該了解，兒童對於抽獎、競賽或是獎品會有不切實際的期

望，獎品應該被清楚描述，參加的條件也應該清楚說明。 

5. 贏得獎品的可能性必須以兒童能夠理解的方式清楚揭露，且獎品必

須適合兒童使用。 

基於社會對於兒童肥胖問題的關心，2006年 CBBB建立食品廣告自律組織

the Children’s Food and Beverage Advertising Initiative（CFBAI），以減少食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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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兒童廣告中的比例，並提倡健康的飲食習慣。目前包括麥當勞及漢堡王在

內的十六個會員公司，都同意五項自律原則31： 

1. 所有的兒童廣告都必須推廣比較健康的飲食選擇或是對兒童有好處的

產品。 

2. 以兒童為主之互動遊戲中的產品描繪必須是對健康有益的產品，並且包

括健康生活型態的訊息 

3. 企業必須減少在不是推廣健康飲食選擇或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廣告中

使用由第三方授權的角色32。 

4. 企業不得從事或是積極尋求在以兒童為目標群眾的娛樂節目中置入產

品。 

5. 企業不得在小學中進行食品或飲料廣告。 

隨著兒童肥胖比率持續上升，美國政府也持續關注甜食與零食等高熱量低營

養的食品兒童電視廣告，2007年美國國會與FCC共同成立一個聯合小組，負責甜

食的行銷與兒童肥胖問題，隨著政府採取行動，國內企業大廠紛紛承諾會限制垃

圾食物的行銷，並推廣健康生活（Jordan, 2008）。 

然而業者自律的結果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Kunkel, McKinley, & Wright, 

2009）。因此 2009年國會又設立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Food Marketed to 

Children（IWG），負責發展兒童食品行銷的共同準則建議以及準則適用的媒體評

估，該組織於 2009年 12月公布準則草案，正式的準則目前則尚未完成。 

三、社會團體之他律力量 

縱觀美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社會團體在其中的重要性，

同時也突顯出美國社會團體的影響力。1970年代兒童電視廣告議題之所以引起

美國社會的注意，社會團體即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特別重要的是 Action for 

Children’s television（ACT）與 The Council on Children, Media and Merchandising 

                                                     
31

 見

http://www.letsmove.gov/sites/letsmove.gov/files/TaskForce_on_Childhood_Obesity_May2010_FullR

eport.pdf 
32

 指由擁有某角色智慧財產權的第三方公司，授權食品公司利用該角色推銷產品，其中的角色

多是受歡迎、有吸引力或是具有權威者，例如蜘蛛人。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U%20%22Jordan%2C%20Amy%20B%2E%22%7C%7Csl%7E%7Erl','');
http://www.letsmove.gov/sites/letsmove.gov/files/TaskForce_on_Childhood_Obesity_May2010_FullReport.pdf
http://www.letsmove.gov/sites/letsmove.gov/files/TaskForce_on_Childhood_Obesity_May2010_FullReport.pdf


 

97 
 

（CCMM）兩個社會團體。 

兒童電視廣告並非本來就存在的廣告類型，一開始電視廣告並不是針對兒童

所製作，而是以成人做為目標對象，一是由於在當時的廣告商心中，成人擁有比

兒童更高的消費能力，再者當時的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也是以成人為主要收視群，

兒童節目則被移至比較冷門的早晨及午後時段（Melody, 1973）。 

1960 年代電視節目黃金時段的廣告量逐漸飽和，電視台一方面想要利用黃

金時段廣告來補貼收入，另一方面又想開發新的廣告時段，遂轉而在周六早晨時

段播出製作成本較低的卡通節目、插播廣告，在該時段廣告主可以更精確的將產

品行銷給兒童，後來事實證明廣告效果超出預期，周六早晨兒童節目的廣告時段

遂開始受到廣告主重視（Johnson & Young, 2003；吳知賢，1991）。 

兒童的消費潛力很快吸引了廣告主的注意力，為瞭解這片未曾接觸過的兒童

市場，廣告主開始投資兒童廣告研究，因此 1970年之前針對兒童電視廣告所做

的研究多是由廣告商或私人企業出資進行，研究結果並不對外公開，民眾亦無法

瀏覽及使用研究資料（Young, 1990）。 

1970 年代左右，社會上關於兒童廣告的意見氣候轉變，兒童廣告成為重要

議題（Johnson & Young, 2003）。而這種轉變源自於 ACT 的努力。1970 年 2 月，

ACT 首次向 FCC提出請願，指出商業電視台的節目製作並非以兒童利益為出發

點，希望電視台在商業掛帥的營利模式之下，亦能兼顧公眾服務（Melody & 

Ehrlich, 1974）。因此，於請願書中提出規範兒童節目的三點訴求（Cole & Oettinger, 

1990）： 

 

(1) 兒童節目不應接受任何贊助或是商業廣告插播。 

(2) 節目進行中，表演者不得提及任何產品、服務或是店家的品牌名稱，節

目中亦不得出現任何產品、服務或是店家的品牌名稱。 

(3) 每家電視台必須提供每日兒童節目，播出總時數一個禮拜不得少於 14

小時。播出時段必須依年齡分級，在特定時段播出適合該時段年齡層兒

童之節目，時段分配如下： 

(a) 2-5歲：每日 7:00 – 18:00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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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9歲：平日 16:00 – 18:00；周末 8:00 – 20:00 

(c) 10-12歲：平日 17:00 – 21:00；周末 9:00 – 21:00 

 

FCC 隨後公布 ACT 請願書內容，徵求各界的意見，兒童廣告因而成為當時

被熱烈討論的議題（Young, 1990）。 

ACT 的請願書成功地促使社會大眾注意兒童電視節目與廣告對兒童的影響，

但卻遭到兒童廣告的廣告主與廣電業者強烈反彈（Cole & Oettinger, 1990）。企

業藉由廣告行銷產品，維繫市場關係以賺取利潤，廣電業者依賴廣告收入維持正

常營運，ACT 的請願，可以說截斷了廣電業者與廣告主的生路，因此它們並不

會坐以待斃，任其衝擊經濟收益。廣電業者聲稱，禁止兒童節目播放廣告，等於

摧毀兒童節目製作資源的來源，可能導致兒童節目的消失（Cole & Oettinger, 

1990）。 

FCC 直至 1974年才公開發表調查報告回應 ACT 的請願，FCC 最終並未採

納 ACT 全面禁止商業廣告贊助的建議，並拒絕針對兒童節目時數做出規範。FCC

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完全排除廣告贊助在財務方面來說並不可行，因為資金的削

減會影響兒童節目的數量及品質（FCC, 1974）。FCC 強調，廣電業者應秉持服務

公共利益的原則進行自律，若自律效果不彰，才會考慮進一步規範的可能，讓廣

電業者履行公共服務的義務。 

而對兒童廣告的規定則落在廣告時數與節目廣告化的部分，報告中訂定兒童

廣告於周末每小時 9.5 分鐘、平日每小時 12分鐘的播出上限，另外鑒於兒童缺

乏分辨廣告與節目的能力，FCC禁止廣電業者利用兒童節目主持人或節目中其

他角色在節目中推銷商品（host-selling），並明令節目與廣告必須有明顯的區隔

（FCC, 1974）。 

為了迫使 FCC提高對兒童電視廣告議題的重視，ACT、CCMM遊說美國聯

邦貿易委員會（FTC）加入推行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行列（Young, 1990）。CCMM

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消費者團體，同樣在兒童廣告議題上投入許多心力，曾經針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patroninfo%7ES0*cht%2F1167072%2Fpatframe2%261178465%2Fsearch%7ES0*cht%2FaOettinger%252C%2BMal%252C%2B1932-%2Faoettinger%2Bmal%2B1932%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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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童廣告議題進行許多研究，其中 CCMM又特別關注食品廣告對兒童的影響，

他們認為食品廣告改變了美國兒童的飲食觀念，同時也改變兒童對食品資訊的認

識，兒童會因為廣告中對食物的讚揚而去購買廣告食品，但從不會花心思去了解

食物的成分，而食品廣告也總是吹捧產品，而非強調它的營養成分，因為業者的

終極目標還是銷售產品（Doerken, 1983）。 

1978 年鑒於學界關切甜食所造成的兒童健康問題，社會輿論也認為兒童無

法辨別廣告與節目的差別，FTC建議制訂政策禁止企業向八歲以下之兒童進行廣

告，並指出甜食廣告會造成兒童齲齒等健康問題，但在電視台、廣告主與廣告商

聯合施壓下，建議案在 1980年遭國會駁回，電視台、廣告主及廣告商甚至共同

籌募了一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美元，作為阻止 FTC的資金，國會指出 FTC提出關

於廣告對兒童之影響的證據不明確，甚至投票取消 FTC 對於不公平廣告的裁決

權（Jordan, 2008; Lazar, 1994; Young, 1990; Kunkel, & Watkins, 1987）。 

整體而言，美國的媒體自我規範是企圖在既有的結構上解決問題，而公民團

體的要求則是立基於一個新的媒體結構之上。也就是說，媒體企圖在原先以廣告

為主要營收模式的結構上改進問題，而公民團體則企圖禁止兒童節目中的廣告或

商業活動（Melody & Ehrlich, 1974）。 

從中可以看出美國社會團體在兒童廣告議題上的影響力，美國社會團體藉由

投資或從事研究、生產支持其主張的論述，並據此遊說政府對兒童廣告進行管制，

同時兒童電視廣告產業業者會運用其經濟上的優勢向國會施壓，阻止政府介入管

制兒童電視廣告，但是正如前述兒童電視廣告法規發展歷史所呈現，業者向國會

施壓的手段也並非萬靈丹，因此，相關社會團體之持續努力也是推動兒童電視廣

告相關規範很重要的一環。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U%20%22Jordan%2C%20Amy%20B%2E%22%7C%7Csl%7E%7E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7E%7EAR%20%22Lazar%2C%20Bonnie%20A%2E%22%7C%7Csl%7E%7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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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洲規範經驗 

基於電視媒體體系與管制政策的不同，歐洲對於兒童廣告的管理比美國更為

嚴格。美國傳媒監理政策強調市場自由競爭，然而基於無線電視頻譜的稀有性及

公共性，允許政府以合理手段做有限度的管理。歐洲的電視媒體則很大程度受到

國家內部管理制度的影響。歐洲各國又因媒體及廣告體系的差異，對兒童廣告的

規範也各有不同（Gunter, Oates & Blades, 2005）。歐盟成立後，在將歐洲視為一

個單一市場之前提下，包括歐盟在內的許多跨國界組織也提出許多管理兒童電視

廣告的方式，本節將分別從國家與跨國界兩個層次來看歐洲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情

況。 

一、歐洲國家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 

在歐洲44個國家當中有將近一半的國家都有對兒童廣告做出管理規範，規範

方式可以分為形式規範與內容規範，形式規範係指管理廣告的時間安排（Gunter, 

Oates & Blades, 2005）。在希臘，玩具廣告只能在晚上十點之後播出，比利時則

是禁止在兒童節目時段及其前後五分鐘內播出廣告（Valkenburg, 2002）。2006年

英國媒體監理機關Ofcom針對高糖、高鹽、高熱量的食物廣告作出規範，規定此

類食物廣告不得在兒童節目當中或是前後播出（Ofcom, 2006）；另規定電視媒

體早上五點半之後到晚上九點之前不得播出不適宜兒童33觀賞之內容，兒童亦必

須被以適當的節目安排34來保護，避免其接觸到不適合他們收看的訊息。 

歐洲各國中又以瑞典及挪威的規定最為嚴格，兩國皆全面禁止電視媒體播出

兒童廣告。瑞典政府基於十二歲以下兒童無法辨別廣告與節目的差別，明令禁止

兒童廣告（Caraher, Landon & Dalmeny, 2006）。電視廣告不得在以十二歲以下兒

童為目標觀眾的節目前後播出，亦不得以吸引十二歲以下兒童的注意力為主要目

的，其他非針對十二歲以下兒童製作，但可以預期兒童也是收視觀眾的節目時段，

                                                     
33英國規定的兒童為未滿十五歲之人。 
34 此處所謂適當的節目安排必須同時將節目內容、節目長度、頻道屬性、觀眾對特定頻道及特定

時間日期的期望以及觀眾中兒童所佔的比例與其年齡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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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播出兒童廣告，且兒童廣告片段中不得出現兒童節目中的角色人物

（Jacobsson, 2002）。 

挪威傳播法則規定，與兒童節目相關的商品以及針對兒童進行的廣告不得在

電視上播出，根據該法定義，兒童係指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也就是說，

挪威禁止電視播出十八歲以下兒童節目之相關商品及針對十八歲以下兒童所做

的廣告（Aas, n.d.）。與瑞典相比，挪威對於兒童的定義範圍又更廣泛，因此規

範影響的產業與市場範圍也更大。 

內容規範部分，英國針對兒童廣告內容比較詳細的規範載明於自律規範中，

而法規部分則只有規範可能對未滿十八歲之人的身心或道德發展造成嚴重傷害

的素材不得播出，廣電業者必須以所有可能的措施來保護未滿十八歲之人。 

 德國對於兒童廣告的內容規範則比較詳細，包括（Göttlich, n.d.）： 

 

(一) 廣告不應造成兒童或青少年道德或身體上的傷害。 

(二) 不應利用兒童或青少年缺乏經驗或是易相信他人的特質，要求其購買 

     產品或是服務。 

(三) 不應直接鼓勵兒童或青少年說服其父母或其他成人購買廣告的商品或 

     服務。 

(四) 不應利用兒童或青少年對父母、老師或其他人的信任。 

(五) 不應將兒童或未成年人呈現於危險的狀態中。 

(六) 對兒童或青少年發展負責任且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格會造成阻礙的 

     廣告內容不應在兒童節目時段播出。 

(七) 兒童廣告中若有出現兒童或青少年演員，則不應該利用其缺乏經驗的 

     特性而傷害兒童或青少年的利益。 

(八) 酒類及菸草廣告不得以兒童或青少年為目標對象，亦不得呈現兒童或 

     青少年消費其產品。 

 

英國媒體監理機關Ofcom另設有由Ofcom、媒體及公眾代表共同參與的他律

組織─內容委員會（Content Board）35，委員會成員共有十位由來自英國各地的

公眾及擁有豐富媒體經驗的實務工作者，其中有四位是負責提供Ofcom包括蘇格

                                                     
35 見 Ofcom網頁 http://www.ofcom.org.uk/about/how-ofcom-is-run/content-board/functions-and-role/ 

http://www.ofcom.org.uk/about/how-ofcom-is-run/content-board/functions-and-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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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威爾斯、北愛爾蘭以及英國地區閱聽眾之意見及其利益，委員會主席則由

Ofcom委員會的副主席擔任。委員會的功能在於提供管制廣電媒體內容與相關管

制標準的建議。我國NCC曾於2007年〈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中，參考英國此一

措施，列入增設內容資訊委員會議的規定36，後通訊傳播管理法並未繼續推行，

而NCC則於2011年行政院通過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當中，重新列入此一他

律組織之規定。事實上，目前NCC已以內部命令之方式，成立並運作「廣播電視

節目廣告諮詢委員會」，惟其委員係由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組成，並沒有納入業

者參與。 

綜合而言，考量兒童的特殊性，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採以下幾點為管理原則

（Gray, 2005）： 

 

（一）廣告應鼓勵安全及好的行為。 

（二）不應呈現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的危險狀態。 

  （三）不應利用兒童易相信他人、忠誠、易受傷害或是缺乏經驗等特質。 

  （四）不應以任何方式直接呼籲兒童去說服父母或其他成人購買廣告商品。 

  （五）酒類廣告不應以未成年人為目標。 

  （六）不應損壞家長的權威、責任、判斷力或是品味。 

  （七）廣告產製過程中必須將當前的社會價值納入考慮。 

 

二、歐洲跨國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 

（一）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目前歐洲並沒有專門針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跨國界法律規範。歐盟管理電視媒

體的依據為 1989年制定的「電視無疆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 TVMF），中間經過幾次的修正，2010年為因應新傳播科技的發展，歐

盟將指令規範的對象範圍擴大為所有的視聽媒體服務，並將指令名稱改為「視聽

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然而無論是最

初的 TVMF或是最新的 AVMSD都未針對兒童廣告進行規定，而是以一般性的

                                                     
36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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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作為規範對象，指令中雖有特別將「兒童保護」納入，但是兒童保護部分的

規範只針對節目，而不擴及於廣告文本37。 

 2001 年 1月瑞典接下歐盟輪任主席國一職，當時各界廣泛討論，好奇瑞典

是否會將其國內對於兒童電視廣告的禁令推行至整個歐盟（Oates, Blades & 

Gunter, 2002）。歐洲議會議員 Ruth Hieronymi 亦曾於 2006年 11月 23 日公布的

報告中建議修正電視無疆界指令 Article 16，在原先規定電視廣告不得利用兒童

缺乏經驗及容易相信他人等特性，「直接」鼓勵、告誡兒童自行或說服父母購買

商品或服務的條文中加入對「間接」鼓勵、告誡兒童自行或說服父母購買商品或

服務的禁令（Garde, 2010）。但這兩項期望最終都未實現。 

 AVMSD中載明，會員國必須確保其管轄範圍內的視聽媒體服務不得包含任

何煽動宗教、種族、性別或國家對立的訊息38。商業傳播訊息必須能夠被清楚辨

別，隱蔽式（surreptitious）的視聽商業傳播39應該被禁止，亦不得利用潛意識

（subliminal）技巧進行行銷40。視聽商業訊息中不應對人性尊嚴、性別、種族、

國家、宗教、信仰、身心障礙、年齡或是性傾向有所歧視41。 

亦不得鼓勵有害於健康或安全的行為42。香菸或是其他菸草製品的商業傳播

應被禁止，酒類相關的商業傳播則不應以未成年人為目標，並不得鼓勵無節制的

消費酒類商品43。 

 視聽商業傳播不應造成未成年人身體或是道德上的損害，因此不應利用未成

                                                     
37

 根據 AVMSD 定義，”programme”係指媒體服務提供者所建立的時間表或是類別中，一系列移

動的影像，其形式其內容可以與廣播電視相提並論者，例如，情境喜劇、兒童節目、運動賽事

等。”television advertising”則是指，由貿易、商業或是其他行業之公共、私人企業或是自然人所

製作的廣播宣告(announcement)，用來推廣商品或是服務，無論是交換金錢的回報或是其他相關

的考量，又或是廣播業者自我推銷為目的，皆在此一範疇之內。故該指令兒童保護部分所指

之”programme”將廣告排除於效力範圍之外。 
38

 AVMSD Article6 
39

 AVMSD 中「視聽商業傳播」(audiovisual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一詞，其指涉在視聽媒體

節目前後或節目中，被設計來直接或間接的宣傳商品、服務或是企業型像的影音或影像，電視廣

告以及置入性行銷即屬於此一定義的範疇之下。 
40

 AVMSD Article9 1 a, b 
41

 AVMSD Article9 1 c(i), (ii) 
42

 AVMSD Article9 1 c(iii) 
43

 AVMSD Article9 1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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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經驗不足或是容易相信他人的特質，直接勸服未成年人購買商品或是服務，

或是直接鼓勵未成年人說服其父母或他人為其購買廣告商品或是服務，傷害未成

年人對其父母、老師或是他人的信任，或是沒理由的在訊息中呈現未成年人處於

危險的狀態中44。 

 會員國應鼓勵媒體服務提供者針對兒童節目前後或當中所播出之不適合的

含有營養成分或是效果的食物、飲料廣告發展一套管理標準，尤其是脂肪、反式

脂肪、鹽分、糖，那些不建議過度攝入的營養物質45。 

 置入性行銷是被禁止的，然而若是以節目道具或是獎品等形式，免費提供給

節目產製者則不在此限46。但是另外規範，置入性行銷以及贊助式廣告（sponsor 

advertising）不應干涉節目的安排與編輯獨立，不應直接鼓勵購買或租用其商品

或服務，且接受贊助式廣告的節目必須清楚標明贊助商的名字、商標或是其他標

誌，但是會員國可以自行選擇是否禁止贊助商的商標在兒童節目中露出，另外視

聽媒體不應接受菸草或是酒類廠商的贊助47。 

 另外，AVMSD中放寬對於兒童節目廣告插播時間的限制，在原本的TVMF

當中，規定兒童節目必須超過45分鐘才可以播放廣告，而AVMSD則放寬至30分

鐘即可進廣告48。 

（二）自律體系及自律規範 

 在歐盟的規範之外，歐洲亦有跨國界的廣告自律組織歐洲廣告標準聯盟

（European Advertising Standards Alliance, EASA），該組織成立於1992年，成員

包括34個來自各國的廣告自律組織以及15個廣告商、廣告代理商與媒體業者等產

業組織。該組織主要的使命是提倡廣告自律，協助各國建立自律機制，並透過跨

國界的自律規範提倡合法、正派、真誠、誠實的廣告。 

 2004年EASA與廣告商、廣告代理商以及媒體業者等產業組織簽署廣告自律

                                                     
44

 AVMSD Article9 1 g 
45

 AVMSD Article9 2 
46

 AVMSD Article11 2 
47 AVMSD Article10 & Article 11 
48 AVMSD Article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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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EASA Advertising Self-Regulation Charter）49。在憲章中業者承諾藉由在尚

未有自律機制的國家建立自律機制，並強化已有自律機制之國家，來達到推廣強

化整個歐洲廣告自律體系的目標，並訂出建立自律體系時必須遵行的十項原則。 

 該原則指出，自律體系必須廣泛涵蓋所有形式的廣告以及相關業者，廣告產

業提供的資金金額則須與該國之廣告經費成比例。規範準則方面，必須根據國際

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的行銷與廣告實務準則建立廣泛

且有效的廣告自律準則，此準則並能夠適用於所有形式的廣告。在制訂準則時，

必須與相關利益團體進行磋商。後續申訴處理部分，必須考慮獨立、非政府的一

般民眾之參與。且作為一個獨立、公正的自律體系，要有效地管理準則以及處理

民眾申訴，並不得向民眾收取處理費。為了提高自律水準，自律體系要提供業者

諮詢以及相關教育訓練。並且以公開決策，結合監看及有效的申訴管道等方式， 

有效地執行並強化自律體系的約束力。 

另外，若涉及跨國界的廣告申訴案件，則可適用於1992年EASA設置的跨國

界投訴制度（Cross-Border Complaints），根據此一制度，會員國必須以等同於

國內的條件來處理跨國的廣告投訴。 

自律準則部分，如自律憲章所規定，係以ICC的準則為主，另外EASA並設

有最佳實踐建議（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會員國可根據此建議來建立

及執行自律規範。 

1937年ICC第一次發表國際商會行銷與廣告實務準則（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s Codes of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Practice），後為因應科技與社

會的變遷，經過八次的修正，目前的版本為2006年公布的ICC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此外ICC亦依照主題將不同的準則統整為一個規範架構（framework），其中

與兒童相關的規範架構為Compendium of ICC Rules o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49 見 http://www.eaca.be/_upload/documents/guidelines/SR_CHARTER_ENG.pdf 

http://www.easa-alliance.org/binarydata.aspx?type=doc/SR_CHARTER_ENG.pdf/download
http://www.eaca.be/_upload/documents/guidelines/SR_CHARTER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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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rketing，以及與食品廣告相關之ICC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Food and 

Beverage Communications。 

 其中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主要還是見於ICC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以及ICC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Food and Beverage Communications。 

 面對兒童廣告ICC的基本主張是，認為鑑於兒童的經驗不足，且容易相信他

人，對行銷資訊的處理能力有限，因此在進行行銷傳播時，兒童必須受到特別的

保護，在製作、傳播行銷訊息時業者必須將兒童的這些特質納入考慮。 

 ICC對於兒童電視廣告的自律規範可以分為幾個面向說明，首先行銷傳播的

大原則為其應該是合法、適當、誠實並且真實的50。在行銷的過程中不應濫用顧

客的信任或是其在知識或經驗上的缺乏51。 

 其次，行銷傳播應該尊重人性尊嚴，不應鼓勵或容許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

種族、國家、宗教、性別、年齡或是性傾向；不應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操

弄迷信、恐懼、不幸或是痛苦；且不應鼓勵或容許暴力、非法或是反社會的行為

52。 

 再者，行銷傳播應是真實並且沒有誤導的。行銷傳播不應包含任何的陳述或

是任何可能誤導消費者的直接、暗示、省略、意義不明確的影音或視覺，特別是，

會影響消費者選擇的商品特質，像是成分、製造資訊、使用範圍、效果或是效用、

品質、產地或是對環境的影響53。另外，為了安全考量，當產品或活動涉及安全

威脅時，廣告中應呈現兒童在成人之監督下使用54。 

 在ICC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以及ICC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Food and Beverage Communications

                                                     
50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1 
51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3 
52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4 
53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5 
54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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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有特別針對兒童廣告的規範55，指出以兒童及青少年為目標的行銷活動必

須特別注意，不得損害正面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或是態度。不適合兒童或青少

年的產品不得在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媒體中廣告，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要目標的

廣告亦不得於不適合兒童的節目時段插播，不適合兒童的產品則應該被特別註

明。 

 並分為經驗不足與易相信他人、避免傷害以及社會價值三大部分作更詳細的

規範如下： 

1. 經驗不足與輕信（Inexperience and credulity）： 

(1)行銷傳播不應利用兒童經驗不足以及輕信的特質，從事以下的行

為： 

A. 呈現產品及其使用方式時，不得低估需求的使用技巧或是未充 

              分的說明適合的使用年齡。 

B. 誇大產品的實際尺寸、價值、本質、耐久性以及成效。 

C. 未揭露產品需要附加購買的資訊，像是配件、或是必須蒐集一系

列商品才能達到最後效果的產品。 

(2)廣告中可適當的使用幻想，但不得讓兒童無法分辨幻想與現實的差 

  別。 

(3)兒童行銷本身應該是可以被清楚區分的。 

 

2. 避免傷害（Avoidance of harm） 

行銷傳播不得包含任何會傷害兒童或青少年身心健康或是道德的陳述或視

覺呈現。兒童及青少年不得被呈現在不安全的情況下，或是意圖進行傷害他人或

自己的行為，或是鼓勵她們從事有危險性的活動或行為。 

3.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 

(1)行銷傳播不得建議擁有或是使用他們行銷的產品就能夠給予兒童或 

  青少年生理、心理或是社會上超越其他孩子的優勢，亦或是未擁有這 

  些產品會有相反的效果。 

                                                     
55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rticl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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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尊敬相關的社會及文化價值，行銷傳播不得損壞家長的權威、責 

任、判斷力或是品味。 

(3)行銷傳播不應該包括任何直接要求兒童或青少年說服其父母或是其 

他成人為其購買產品。 

(4)價格不得以會讓兒童或青少年對價格或價值產生不切實際期望的方 

式呈現。行銷傳播不應暗示行銷的產品能夠為每個家庭所負擔。 

(5)邀請兒童或青少年與廠商連絡的傳播行銷應該鼓勵她們在任何消費 

之前都必須獲得父母或是適當的成人之同意，通訊傳播的費用也包含 

在內。 

EASA另有參與許多研究計畫，且會針對有爭議性的廣告進行監控，以確定

是否有違反規範之情況。其研究結果不只用來提供給會員國作為強化自律體系的

參考，同時也會提供各國政府廣告產業最新的資訊。 

  



 

109 
 

第五節 討論與建議 

 本章前四節分別探討臺灣、美國與歐洲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狀況，並整理如

下表4-3，從中可以看出我國與美國及歐洲在政經環境、法律體系以及規範走向

上皆各有異同，但是在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上，歐美國家卻是有許多相同之處，

如完整自律體系的建立皆必須包含準則、投訴管道與後續的審查懲處方案；在準

則內容規範上皆包含「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避免兒童身心傷害」以及

「社會價值維護」三個部分；需特別規範的商品類型亦皆包括三高食品。 

惟由於美國與歐洲政治經濟環境的不同，使得其整體規範走向不大相同，奉

行自由主義的美國主要以自律為主，但盛行社會福利主義的歐洲則是強調國家力

量的管控。因此，本研究接下來將分別就美國與歐洲相同的經驗來討論是否適用

於我國，同時就不相同的部分探討何種方案較能為我國效法，並討論其原因，因

此本研究並非完全挪用美國或是歐洲的規範經驗至我國，而是就我國的政經環境

及法律體系，分別在美國與歐洲經驗當中找出值得我國借鏡學習之處。 

表4-3 臺灣、美國與歐洲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統整 

 臺灣 美國 歐洲 

政經環境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社會福利主義 

法律體系 歐陸法系 英美法系 歐陸法系 

規範走向 法律為主 自律為主 法律為主 

主管機關 NCC FCC、FTC 各國政府、歐盟 

法源依據 廣電三法 

有線、衛星廣播電視

廣告製播標準 

兒童電視法 各國法律、AVMSD 

自律組織

架構 

廣告代理商公會 

設有自律準則〈廣告

標準法〉 

 

衛星電視公會 

未有自律準則，設有

投訴管道，但尚未有

處理兒童廣告事務之

CARU 

設有自律準則

Self-Regulatory 

Program for children’s 

Advertising、投訴管

道、由學者專家、企

業代表組成之

Advisory Board 與

EASA 

設有自律準則 ICC行

銷與廣告實務準則。 

EASA 廣告自律憲章 

訂出自律體系必須遵

行之原則，包含結合

監看及有效的申訴管

道、有效率地處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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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亦未有

懲處方案，僅賴業者

自願配合。 

Supporters’ Council

提供諮詢，懲處方案

為將審查報告刊登於

廣告時代雜誌及紐約

時報。 

眾投訴以及強化自律

體系的強制力。 

內容規定 1. 主要以法律為主 

2. 主要著重「避免

兒童身心傷害」

部分 

1. 主要由自律規範 

2. 包含「兒童經驗

不足與輕信的特

質」、「避免兒童

身心傷害」以及

「社會價值維

護」三部分 

1. 法律及自律並行 

2. 包含「兒童經驗

不足與輕信的特

質」、「避免兒童

身心傷害」以及

「社會價值維

護」三部分 

形式規定 1. 廣播電視廣告時

間不得超過

15%，有線及衛

星電視不得超過

六分之一。 

2. 廣告需與節目清

楚區分。 

1. 主要由法律規範 

2. 周間不得超過

10.5分鐘，周末

不得超過 12 分

鐘。 

3. 廣告與節目須清

楚區分，禁止節

目中角色向觀眾

推銷產品。 

1. 禁止兒童廣告

（瑞典、挪威） 

2. 播出時段限制

（希臘、比利

時、英國） 

3. 禁止置入性行銷

（歐盟）。 

4. 兒童節目必須超

過 30分鐘才可進

廣告（歐盟）。 

商品類型 菸酒類商品 三高食品（自律） 菸酒類商品 

三高食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節的討論方向將先從整體規範走向出發，檢視整體臺灣兒童電視廣告規範

之走向為何，後再分別就法律、自律及他律三個層次說明需要改進、增補之處，

最後提出政策之建議。 

一、整體規範走向─以自律優先之共律體系 

訪談結果顯示，許多訪談對象認為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整體規範走向應期

許以業者自律為優先，法律則做為規範的最後防線，主張理由在於，大部分訪談

對象認為目前法律對於廣告內容規範部分條文太過籠統、模糊，過於自由心證，

在法律具有強制性之前提下，容易因為主管機關與業者對於法條認知的差距，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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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兩者之間的摩擦。另外，在美國新聞自由具有崇高的地位，國內新聞自由也常

常是媒體反對政府介入媒體內容的理由之一。戒嚴時代威權式的媒體控制，使得

臺灣媒體對於政治介入媒體的情況極為敏感。因此，若是不讓業者先行自律，而

直接以法律裁罰，很容易被質疑行政濫權或是法律過度介入媒體（葉大華，

2012.03.13）。 

再者，自律規範的修改較法規迅速且具有彈性，較能夠適應於時代及科技的

變遷（周德旺，1993）。且電視廣告與電視節目不同之處在於廣告的生命週期較

短，對於不當的廣告主管機關必須依照行政程序處理，包括業者說明、開會討論、

決定懲處等過程，當行政程序完成，廣告可能早已下架（何吉森，2012.03.05）。

在此種狀況之下，雖然業者遭受裁罰，但是廣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無法回收。又，

在現今媒體高度發展的社會，媒體的影響無所不在，無法單靠主管機關進行管理，

因此由業者自律不僅更有效率，同時也能節省所花費的社會成本。 

事實上現在的媒體無孔不入，那主管機關你縱使再給我十倍的人也不可

能管得來，那這一塊如果不去強化業者的自律機制，用什麼機制把自律機制

建立起來，完全靠法律，我覺得是緣木求魚（何吉森，2012.03.05）。 

廣告業者你就是讓這些合法的廣告主跟業者要形成個自律，才能夠排除

那些非法的地下廣告的氾濫，才能形成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如果這都沒有

畫出來的時候，其實國家再多的法律嚴格控管也是不會有效…自律優先做得

到的時候其實後面都很輕鬆，不用花那麼多的社會成本或政治成本在控管，

因為那個很多還是概念，就是說你源頭沒有做把關的時候，你上面一直倒下

來，你怎麼管都管不了（葉大華，2012.03.13）。 

然而，從我國過往之經驗可以發現，我國媒體自律體系之效能通常備受質疑。

因此，也有部分的訪談對象認為應該以法律規範為主，其原因在於認為與業者自

律相比，法律規範較有效，廣告的目的即是要銷售商品，並不像新聞係以公共利

益為前提，因此當規範違反廣告創意及銷售目的時，廣告創意不一定會被放棄。 

另外，除了自律之外，他律也是特別被強調的一股力量。鑒於業者與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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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間，容易因為對於規範認知的差異而產生摩擦，市場反應也常是業者用以捍

衛其媒體內容表現的理由之一。因此，培育國內閱聽人的媒體素養以及消費意識

是相當重要的，當閱聽人意識興起後，不僅可以減少媒體對閱聽人的影響，同時

基於銷售目的，業者對消費者反應較為重視，也更能夠有效的管理廣告表現（楊

順美，2012.02.09）。 

而若是由將訪談對象個別所處的社會位置與其意見主張交叉比對可以發現，

大部分業者主張兒童電視廣告應以自律為主，反對以法律進行規管56。對業者而

言，以法律規範兒童電視廣告是一種限制，且有時有些廣告業者會刻意遊走在法

律規範的灰色地帶、踩法律的紅線，藉此引發社會輿論，以達到宣傳目的（許益

謙，2012.03.21；鍾瑞昌，2012.02.13）。再者法律限制太過僵化，且政府是否能

夠確實執行都是問題。因此，業者認為，應該以自律為主，社會他律為輔，而不

應以法律來規範兒童廣告，因為當前的臺灣社會已經成熟，當有問題的廣告出現

時，社會會產生輿論壓力，迫使業者修正。 

你今天在做廣告，很簡單嘛，你今天做廣告，你今天做了錯的東西的時

候，今天不用你嘛，今天不用你說，社會馬上撻伐你，尤其今天像網路的時

代的時候，你不大可能的，除非你自己不是很在意你自己的品牌、你的形象，

要不然你不會去做一些跟法規相牴觸的事情（許益謙，2012.03.21）。 

此部分突顯出消費者力量對廣告的影響力，基於廣告的本質是行銷商品及品

牌，若廣告引發消費者的負面感受，則可能影響商品銷售與品牌形象，因此消費

者力量對廣告決策具有一定之影響力。然而，如上述所言，近年有些線上遊戲廣

告係採「負面行銷」的手法，以富爭議性的廣告內容換取產品知名度，雖然社會

對不當的廣告內容提出譴責，但業者的目的已達成，且其呈現手法符合產品目標

對象的喜好，因此社會輿論壓力並不一定會影響到產品的實際銷售情況，反而有

可能成為另一種流行的行銷方式。 

                                                     
56

4 位兒童廣告相關業者都首先指出應以自律為主，然而其中 3 位皆表示不應再以法律規範兒童

電視廣告，只有 1 位認為在自律的同時，應以法律作為規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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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及主管機關雖大多亦主張以自律優先，但是仍必須以

法律做為基礎，以避免自律失靈之狀況。如黃聿清（2012.02.13）即提到，雖然

應該以自律為主，但是目前臺灣民眾的媒體及公民意識尚未完全成熟，且法律及

他律等來自外在的規範力量，對業者來說都是一種限制，因此目前還是必須以法

律作為基礎，將廣告自律規範之發展規定進法律中，在初期以法律的強制性協助

建立兒童電視廣告自律機制。 

可見大部分業者反對政府管制，而主張以自律為優先。但是實際上目前各界

對於媒體自律之情況不甚滿意，本研究之訪談結果顯示，針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

業者之自律情況17%的訪談對象認為足夠，58%認為不足。學者石世豪（2009）

亦指出，自律體系在欠缺法律強制性及社會道德等外在規約之下，容易因為市場

壓力而失去其作用。且我國媒體自律體系一直存在缺乏強制力的問題，面對不當

的媒體內容，自律體系無法強制其改善，還是得依賴媒體的自發性修正。因此以

法律、他律協助自律體系之建立及功能發揮有其必要性。同時，在自律體系效力

不彰的情況下，法律仍必須設有規範保障兒童最基本之權利。 

因此當自律失去其該有之效力，或是遇到自律機制無法解決的爭議時，部分

訪談對象認為應轉交法律的行政體系或司法體系規範，雖然另外一部份的訪談對

象認為應交由社會他律處理，但是贊成交由法律處理者指出，要等到整體社會聲

音出來要求媒體改善目前仍是困難的（翁曉玲，2012.03.02；黃聿清，2012.02.1

3）。 

據此可以發現，訪談對象共同之主張為未來兒童電視廣告整體規範走向係採

應期許以業者自律為優先的三律共管體系，以保障新聞自由避免政治力干預媒體

表現之疑慮，且能從產製端管控廣告品質，提升管理效率與節省管制成本。惟業

者反對政府以法律規管兒童電視廣告，然而基於之前國內自律體系之效果不彰，

且業者為被規管之對象，廣告規範可能影響其收益，故其主張不以法律規管兒童

電視廣告有其利害關係之考量。另一方面，當兒童權益保護與廣告收益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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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兒童有可能會成為權衡之下的犧牲品。因此，仍然必須有法律做為保障兒童

權益的最後防線，以法律之強制力制衡媒體商業利益。 

因此，未來我國兒童電視廣告之規範方向應採三律共管方式，即是將規範模

式由以往主管機關的直接管制的模式，轉向由業者及公民社會共同管制，但鑑於

我國過去媒體自律的效果不甚理想，因此主管機關亦不能完全退出，全部交由市

場機制去進行調節，而是必須作為最後的防線，透過主管機關的強制性，支持業

者及公民社會的監理措施，並補足其不足之處。 

未來面對不當之兒童廣告，自律組織必須先主動地做出自律處理，而主管機

關在做出行政懲處之前，亦應先交由業者自律改善，若業者的自律結果仍無法符

合社會期待、在主管機關給予的限期之內無明顯改善，或是類似問題不斷發生，

則政府再採取相關措施，進行規範裁罰。且如前所述，他律在媒體監督過程中亦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雖然目前我國社會大眾的媒體意識尚未完全成熟，但是不該

因此而忽略社會他律能夠發揮的監督力量，同時社會大眾可以透過對爭議性廣告

內容的討論及監督媒體之實踐，逐步加強媒體素養。因此，在自律及法律規範的

過程中，亦必須協助社會他律發揮監督力量。 

綜合而言，臺灣整體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方向應交由自律、他律及法律三律共

管，而期許以業者自律為優先，以保障媒體言論自由，且基於廣告生命週期短之

特質，自律方式能夠提升管理效率與節省管制成本。然而鑑於過去國內媒體自律

機制較少發揮應有之效力的情況下，法律仍必須規範廣告表現最基本的底線，以

保障兒童的權利，並且做為補足自律及他律之不足的後援機制。而在規範的過程

中，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亦應負起監督之責任，針對不當廣告內容向

業者投訴或施壓。  

二、法律規範 

承上，訪談對象普遍期許國內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應採以自律為優先的三律共

管模式，但仍必須以法律作為後盾，劃定廣告表現之底線，並預防自律體系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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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其應有之功能。NCC在兒少通傳政策白皮書將廣告規範劃分為針對「廣告形式」

及「廣告內容」兩部分進行之規範，檢視歐美國家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可以發現，

美國法律規範較偏重於形式規範部分，法律只針對廣告時間及廣告節目區分進行

管理，廣告內容部分則交由CARU進行自律，歐洲法規則同時含括形式與內容的

規範，法規不只規定廣告時間、時段以及與節目之區別，亦列出廣告內容必須遵

守的原則。 

回頭檢視國內的情況，58%的訪談對象認為我國兒童電視廣告之法律規範應

該同時涵蓋廣告內容與廣告形式兩部分之規定，此部分與目前NCC政策走向一致。

而林承宇（2012.03.19）認為其中又以廣告內容規範較為重要，但是礙於內容部

分可能會有事實認定上之問題，而廣告時間、時段等形式部分則是可以被具體規

範之客體，因此通常會以形式輔助內容規範，若在內容上難以認定時，則以時段

或時間規範方式來減少其影響力。 

然而整體而言，目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法規部分仍不足夠，在十二位訪

談對象當中有六位訪談對象認為目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法規部分仍不足，佔

所有訪談對象的50%，而認為已足夠者則佔17%。而本研究整理歸納出目前法規

需要加強補足之處共有七個部分，並於以下分別說明。 

（一）設立專法，針對兒童特別規範 

 目前國內電視廣告規範乃是以一般性的廣告作為規範對象，並未再針對兒童

頻道或是兒童節目前後出現的兒童電視廣告做進一步的規定。但兒童為一特殊族

群，具有身心發展尚未完成，較容易受到電視廣告影響的特質，目前法律規範雖

有在節目及廣告內容規範列入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但並非以兒

童為出發點。此部分主管機關何吉森（2012.03.05）亦坦言：「在現有的法律規範

並沒有這些那麼細的，就是沒有以兒少為主要收視群的節目的廣告做特別的規範，

所以現有的規範是不足」。而 2011年通過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增修條

文第二十八條授與主管機關管制兒童廣告的權力，即是欲補強此一部分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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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美國設有兒童電視專法《兒童電視法》，在這個部分臺灣是否應

該仿效美國作法擬定一兒少傳播政策之專法，對此 58%的訪談對象表示贊成。原

因出自於兒童身心尚未發展完成的特殊性，且目前國內兒少節目在媒體市場中比

較不受重視，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兒童人口佔人口總數的 15%。但兒童節目的

比率偏低，且如前述所言，在經濟考量之下，許多兒童節目被卡通節目所取代，

因此制定一兒少傳播政策專法實有其必要性，除用以保障兒童傳播權，亦提升兒

童節目的質與量。 

 然而我國屬於歐陸法系，相對於美國英美法系的不成文法，我國的立法過程

比較嚴謹耗時，因此雖然設立一兒少傳播政策專法在我國並無不可行之處，但是

立法的過程可能不僅龐雜並且曠日廢時。因此雖然設立兒少傳播政策專法有利於

保障兒童收視權益，然而若為求解決立即性的問題，則可以先以修改現有法律的

方式進行，以避免問題繼續擴大。 

而未來若是要設立兒少傳播政策專法必須注意的是，現行法令針對兒童與傳

播相關者眾多，散落於各個不同的法令當中，未來若是設立專法，應將相關的法

源整合，以免業者無所適從。另外，目前我國並未針對「兒童廣告」進行概念定

義，僅有在兒少通訊傳播政策白皮書中，提及兒童廣告為「以兒少為訴求對象之

廣告」，未來若是要針對兒童廣告進行規範管理，則必須清楚界定規範對象。 

一則，在兒童節目前後播出之廣告並非完全以兒少為訴求對象，其中有一大

部分是以家長為訴求，但是其在兒童節目前後播出，雖不是以兒少為訴求，但兒

童仍有可能接觸到。二則，在最近一次頻道申請換照的申請時，NCC 要求綜合

性頻道口頭承諾未來每星期必須播出一定時數之兒童節目（翁曉玲，2012.03.02）。

而由於電視台廣告搭售57之故，綜合性頻道的兒童節目時段亦可能出現非以兒少

為訴求之廣告。 

且除了一般破口廣告之外，我國兒童節目亦不乏贊助廣告、置入性行銷等情

                                                     
57 亦即電視台將熱門時段與冷門時段以套裝方式一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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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更需要清楚的概念定義。因此，本研究建議在法條定義中應加入兒童節目時

段播出當中或前後所出現的廣告，並對其他類型的行銷手法進行說明，以對兒童

廣告做更為完整之定義。 

（二）內容規範─補強「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規定 

歐洲與美國在法律規範上強調之重點不同，美國法律較著重廣告形式規範，

而歐洲則同時強調法律對於廣告內容及形式的規管。而當中之共同點是歐美國家

皆強調兒童節目必須與廣告清楚區分，美國 FCC禁止節目式廣告（program-length 

commercial）以及兒童節目中的角色向觀眾推銷商品（host-selling）。歐盟 AVMSD

亦強調會員國應該禁止置入性行銷，以及廣告不得干預節目安排與編輯獨立。 

此部分與我國未來政策走向相符合，〈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增修條文

第三十條至三十一條即禁止兒童節目進行置入性行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節

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草案中特別強調兒童節目的節目廣告化將從嚴認定。惟

目前此兩項草案皆尚未正式通過，而為保障兒童免受商業利益剝削，政府應加速

兒童節目與廣告清楚區分相關規定之法制化。 

另外，如第二章討論與小結所述，雖然美國將廣告內容規範交由自律體系自

行管理，但可以看出歐美國家兒童電視廣告內容部分規範之核心原則為「兒童經

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避免兒童身心傷害」以及「社會價值維護」等三大部分，

歐盟 AVMSD、ICC以及美國 CARU自律規範亦不脫此三項原則之範疇。而將此

三大核心原則對照我國廣告內容規範可以發現，我國規範多是著重於「避免兒童

身心傷害」之部分，「社會價值維護」及「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則較未多做規

範（如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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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歐美規範核心原則與我國法規對照表 

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 1. 利用兒童或少年對師長、醫師或兒童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

理，對產品作推廣宣傳者。  

避免兒童身心傷害 1. 影響兒童或少年生理、心理健康者。 

2. 養成不良生活習慣或產生不良模仿作用者。 

3. 提倡、鼓勵兒童或少年從事危險活動者。  

4. 涉及驚險之特技表演時，未提示兒童或少年不宜模仿者。  

5. 引誘兒童或少年進入法令禁止其涉足之場所者。  

6. 於非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播送時段，播出酒類廣告者。  

7. 於兒童或少年節目中播送或有兒童或少年參與演出酒類廣

告者。  

8. 以菸、酒及藥品作為贈品者。  

9. 描述喝酒為美好之經驗，或以飲酒能帶來好運氣、或成為

受歡迎、有成就之人士，為其表現方式者。 

10. 以尖銳利耳的聲音及以強光閃爍搖擺不定之畫面，驚擾觀

眾收視。  

11. 以相同聲音或畫面重複密集出現之方式表達者。  

社會價值維護 1. 直接唆使兒童或少年要求家長接受廣告之建議者。 

2. 對尊敬師長等固有道德觀念產生不良影響者。 

3. 誘使兒童或少年不滿現有用品，養成貪得無饜等不正確觀

念者。  

4. 以擁有廣告商品作為受人尊敬之標準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表。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二節曾強調，十歲以前兒童對於廣告的內容傾向於完全相

信（Oates, Blades, Gunter & Don, 2003）。鑑於此，兒童廣告必須考量兒童經驗

不足與輕信的特質，廣告內容應正確且清楚地呈現。而歐盟 AVMSD、ICC以及

美國 CARU 自律規範當中皆有強調，廣告不應利用兒童有限的經驗、知識以及

輕易相信他人之特質從事行銷行為，當中詳細內容包括： 

1. 廣告內容應正確、產品訊息應清楚。 

2. 廣告內容不得誇大或誤導兒童，並以可以為兒童所了解之方式呈現。 

3. 使用兒童幻想做為廣告內容時，不得使兒童無法分辨幻想與現實之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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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兒童無法分辨節目與廣告之差異，廣告與節目必須清楚區隔。 

5. 兒童傾向於相信權威及名人，因此在使用名人代言時必須特別謹慎。 

而我國廣告內容規範對於此部分僅有提及廣告不得「利用兒童或少年對師長、

醫師或兒童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理，對產品作推廣宣傳」，遠不及於歐美之規定。

且廣告商與廣告主在製作廣告之前，必定對於產品之目標對象有一定程度之了解，

也就是說兒童廣告業者在製播廣告之前，必定了解兒童輕信與經驗不足的特質，

事實上有時這些反而被業者用以達成其行銷目的，廣告與節目必須清楚區分部分

則如前所述，目前雖有相關草案規定，但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因此本研究認為，考量兒童認知未成熟的特質，未來我國法規在此原則下，

應再加入幾項規定。首先，兒童廣告中的商品資訊必須正確且清楚地呈現，不得

誇大或誤導兒童關於商品性能、數量、使用方法、內容物、營養成分等商品資訊

的認知，且必須以兒童能夠理解之方式呈現。除此之外，廣告中若包含贈品、競

賽或是抽獎等活動，贈品、獎品或是競賽方式皆必須清楚正確的交代，不得使兒

童產生不切實際之期望。再者，廣告內容不宜過度使用不真實的呈現手法，尤其

大部分兒童廣告會以動畫方式呈現，應避免使兒童無法辨別幻想與現實之差別。 

最後，在名人代言部分，現有規定不得利用兒童或少年對師長、醫師或兒童

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理，對產品作推廣宣傳，然而除了師長、醫師或兒童節目主

持人外，包括兒童常接觸的卡通人物、電視名人等亦能夠改變兒童對商品的認知，

因此在名人證言部分，應再加入此兩種代言人類型的限制。 

另一方面，學者關尚仁（1974／1994）曾指出，兒童會藉由觀看電視形成對

於外在世界的認知。電視內容具有潛移默化之效果，能夠在收視的過程中，影響

兒童的價值觀與認知。因此歐盟AVMSD、ICC以及美國CARU自律規範皆指出，

兒童廣告必須特別注意其所傳達給兒童的觀念，避免使兒童在各方面產生偏差觀

念，或是因為消費行為而影響與父母師長間之關係，相關規定包括： 

1. 不得要求兒童購買商品，或是鼓勵其說服家長或成年人購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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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告不得損壞家長或師長的權威、品味或判斷力，傷害其對父母、老師

或是他人的信任。 

3. 不得鼓勵比較心理，使兒童以為獲得產品能夠為他人所尊敬，或是較易

融入同儕。 

4. 廣告內容不應對人性尊嚴、性別、種族、國家、宗教、信仰、身心障礙、

年齡或是性傾向有所歧視。 

 我國法律對於此部分雖有規定，但同樣不如歐美規定來得詳細，因此未來可

再做清楚地規定，如在購買壓力部分，除現有規範不得直接唆使兒童或少年要求

家長接受廣告之建議之外，亦應避免對兒童施以任何型態的購買壓力。且不得「以

擁有廣告商品作為受人尊敬之標準者」，可以更詳細的規定廣告不應暗示或告知

兒童，擁有該商品能夠利於融入同儕，或是獲得較高的聲望、技巧或其他特殊能

力，造成兒童的比較心理。另外「對尊敬師長等固有道德觀念產生不良影響者」，

可再延伸為兒童廣告不得損害家長或師長之權威、品味或判斷力，或是破壞兒童

對於家長或師長的信任。 

 最後，現有規範並未對歧視部分加以規定，然而兒童期是認知建立的重要階

段，若是廣告中出現歧視的內容，則可能影響其後的社會價值觀，因此本研究認

為國內兒童電視廣告內容規範亦必須將此條規定納入規範。 

而我國廣告內容規定特別側重「避免兒童身心傷害」部分，此部份之規定亦

最為完整，然而因應我國兒童肥胖情況逐年升高，且肥胖會直接影響兒童身心健

康，因此未來應將兒童肥胖相關規定納入此一部分進行規範，本研究認為鑑於前

述代言人對兒童認知行為的影響力，未來此部分規定可以參考美國食品廣告自律

組織CFBAI的自律原則，規定在不是推廣健康飲食選擇或生活方式的廣告中避免

使用名人代言。雖然CFBAI中亦有規定兒童廣告中應推廣健康的飲食選擇，然而

從臺灣兒童電視廣告商品類型來看，速食店、飲料、零食等商品類型占了大部分，

若是真的規定應在兒童廣告中推廣健康的飲食選擇，則必有實行上之困難，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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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定還是應放在避免使用名人代言的部分，而商品類型部分之限制則以形式

規範輔助，訂定播出時段之規定。 

 整體而言，參考歐美經驗可以發現，我國兒童電視廣告法規在「兒童經驗不

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部分可再加強，「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

部分，必須特別強調廣告不得利用兒童之特質從事行銷活動，因此兒童廣告中商

品資訊的正確性以及清楚地呈現被特別強調，同時避免過度使用不真實的呈現手

法，最後廣告邀請名人證言方面，應再加入兒童常接觸的卡通人物及電視名人兩

種代言人類型，不得利用兒童對其的信賴心理做產品推廣。 

 而「社會價值維護」部分，應再加入不得對兒童施以購買壓力，並唆使其向

家長要求購買廣告商品，且不應暗示擁有商品能夠幫助融入同儕或是獲得較高的

聲望，造成兒童的比較心理。且兒童廣告不得損壞家長師長之權威或是破壞兒童

對於其的信任，此外還必須特別強調兒童廣告不應出現歧視的內容，影響兒童的

社會價值觀。「避免兒童身心傷害」部分則必須再加入對於三高食品的規定，限

制在非推廣健康飲食習慣的廣告中使用名人代言。                                                                                                                                                                                                                                                                                                                                                                                                                                                                                                                                 

（三）法規條文欠缺具體 

訪談對象指出我國現有廣電內容法規條文的問題在於其中存在許多不確定

的法律概念，法條規定不夠具體，如法規當中所載明之「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影響兒童或少年生理、心理健康」等皆是抽象的法律概念，訪談對象指出如此

一來會有事實認定皆是由主管機關自由心證之認定，不僅執行上有難度，亦容易

造成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間的意見分歧及摩擦（鄭豐展，2012.03.09；鍾瑞昌，

2012.02.13；訪談對象Ｇ，2012.02.09）。 

我是覺得我們臺灣的類似的法令都是感覺上有一點攏統，就是變成等於

是個人自由心證去解釋他……就像現在臺灣不同的事件，其實像對兒童的心

理有沒有造成影響，光不同的學者他們就有不同的見解……那你這樣子的法

律出來，業者怎麼去遵守，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臺灣法令很多的法條都有這樣

的狀況，就是你很難去界定（鄭豐展，201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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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些預算的投入來做內容的收集跟分析跟管理，像產品大小不得

誇大這怎麼定義，你認為誇大我不認為，對業者的立場我不覺得啊，你有沒

有一個標準、定義……這就是一個需要審議機制的原因（葉大華，

2012.03.13）。 

葉大華（2012.03.13）又指出，國內法規存在無法與時俱進地配合社會、科

技脈絡發展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社會的文化跟脈絡來講，是不是這些都還是很適用，還是說

已經有一些過時了，或是有一些新的，……因為廣告一定隨著社會的發展，

譬如說現在很多廣告都是科技商品，那你說這東西會牽涉到的影響是什麼？

對兒童影響是什麼？那意義是不一樣的，……，所謂法規有訂，但是怎麼去

修正，比較與時俱進的去比較符合那個社會的脈絡，特別是科技的發展帶來

的一些影響（葉大華，2012.03.13）。 

然而法律無法鉅細靡遺地將所有可能有問題的節目內容以法條明確條列，另

一方面，我國屬於大陸法系，主管機關必須依據法條規定執法，因此法條保留一

定的解釋空間乃屬必要，如此較能夠類推適用於不同的案例，且能夠隨著社會變

遷賦予法條新的詮釋，以適應於新的狀況。再者，大陸法系強調法條的安定性，

因此我國的立法過程較為嚴謹，法條要修改過關有一定的程序及困難度，因此法

律較難因應新科技的發展隨時進行修正。且兒童電視廣告之法規涉及到頻道、廣

告商、廣告主的商業利益，因此亦不能忽視相關利益團體的遊說力量，法律若是

規範得太嚴格，亦有其通過及執行上的問題。 

但是若是主管機關與業者在法規之認定上未有共識，仍會造成業者無所適從

的情況，對此，何吉森（2012.03.05）與鍾瑞昌（2012.02.13）建議可以實際案例

討論、累積之方式，補足法律條文說明不清楚之處，針對有問題的案例進行討論，

並以此案例作為之後類似個案之參考，透過案例討論的累積，在法條規定的大原

則之下，劃出更細緻的規範軌跡。也就是說，法條規範出業者製播節目及廣告時

的大方向，而細部的遵循方向則藉由案例的討論累積，主管機關在進行規管時，

可參考以往案例以作為裁決之依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案例討論必須讓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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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案例的討論，以形成主管機關及業者間的共識。同時，也可以藉由此種方式，

補足法律條文無法與時俱進之問題。 

（四）廣告形式規範 

廣告形式規範包含廣告時間、廣告時段以及插播方式。國內目前並未特別針

對兒童電視廣告的廣告時間再進行限縮，我國〈無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

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當中對廣告量之限制為，無線廣播電視廣告播送不

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的 15%，有線及衛星電視則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說無線廣播電視一小時的節目當中廣告時間不得超過 9分鐘，而有線電視

及衛星電視則不得超過 10分鐘。 

雖然此一限制規範對象為所有一般性的廣告，而非特別針對兒童廣告，但是

若以美國的狀況來看，美國《兒童電視法》將兒童電視廣告的廣告時間依照兒童

收看電視之多寡，將廣告量限制以周間及周末區分，周間每小時廣告不得超過

12分鐘，周末每小時不得超過 10.5分鐘。由此可見，我國針對一般性廣告之廣

告時間限制已較美國針對兒童電視廣告之規範更為嚴格。 

另一方面，臺灣廣告市場小、頻道數多，競爭相當激烈。兒童頻道在收視率、

整體廣告收入以及廣告單價上已較新聞及綜合性頻道來得低，若針對兒童頻道或

兒童節目的廣告時間再進行限縮，可能會對兒童頻道的營運生存造成衝擊。因此

美國區分周間與周末進行廣告時間限制的方式，在臺灣的適用性亦不高。 

也因此，翁曉玲（2012.03.02）認為，因為不適宜再針對兒童頻道或兒童節

目廣告量進行限縮，那在一個同等的標準下，兒童頻道更應該做的則是合理的廣

告間隔規範，避免廣告插播次數太過頻繁。廣告插播之次數若太過頻繁，則可能

影響節目的完整性，且易使兒童將節目與廣告混淆，因此基於廣告與節目應清楚

區分之原則，本研究亦認為兒童節目廣告插播間隔不宜過短，未來主管機關可再

針對此部分進行規範。 

另外黃聿清（2012.02.13）指出，目前節目廣告區分當中規定「單則廣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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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達三分鐘以上或以節目型態播出之廣告，應於畫面上清楚標示廣告二字」，其

中三分鐘的規定過於寬鬆，因為一般廣告長度大約為半分鐘到一分鐘，超過一分

鐘的廣告已經足夠讓兒童產生混淆，因此三分鐘的限制應降低。兒童區分廣告與

節目的能力有限，基於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節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草案

亦特別強調對於兒童節目的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必須從嚴認定，因此本研究

認為，兒童節目時段中廣告標示時間限制應比適用於一般廣告的「三分鐘」標準

更為嚴格。 

整體而言，由於國內廣告時間之規定已較美國來得嚴格，且考量我國兒童頻

道廣告收入狀況，故不宜再做更嚴格之規範，惟基於廣告與節目必須清楚區分之

原則，在廣告插播間隔以及廣告標明之時間限制應再針對兒童節目作更嚴格之規

範。 

（五）需特別規範之商品類型 

目前我國現行法規中已納入菸草及酒類商品，規範菸草類商品不得在電視上

進行廣告，酒類商品則有播出時段之限制。隨著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另外有些

其他類型的商品亦被認為可能影響兒童身心健康，應該加以規範管理（如表 4 

-5）。 

             表 4-5 需特別規範商品類型訪談結果統計 

商品名稱 比例 

線上遊戲 35% 

藥品、健康食品 24% 

三高食品 18% 

性相關產品 11% 

內衣廣告 6% 

限制級電影預告 6% 

總和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先，隨著科技革新，孩子的玩具已經從實體玩具轉向電腦、電動、線上遊

戲等科技產品，但是近年線上遊戲廣告的呈現手法常會引發過於血腥、裸露、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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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爭議，且過度沉迷線上遊戲亦可能造成眼睛及脊椎的健康負擔。線上遊戲因

而成為 35%的訪談對象認為應該加以管理的商品類型。 

訪談對象認為規範線上遊戲的重點在於廣告的呈現手法，目前最富爭議的即

是一些暴力、裸露、血腥的呈現手法，而有時這些其實是廣告商為了創造話題的

一種手段，但是為顧及廣告創意表現自由，亦不適宜完全禁止，因此應依照線上

遊戲廣告的呈現內容作為區分，一些呈現手法比較不適宜兒童的線上遊戲廣告應

該避開兒童頻道及兒童主要收視之時段（葉大華，2012.03.13；何吉森，2012.03.05；

張明川，2012.02.16）。 

又由於過度沉迷線上遊戲可能影響兒童健康，社會團體及專家學者認為線上

遊戲廣告應比照菸酒類產品，在廣告中加示警語，提醒兒童使用電腦的正確習慣

或是過度沉迷線上遊戲有害身體健康（黃聿清，2012.02.13；楊順美，2012.02.09）。

而由於兒童對於文字或是語言的應用尚未成熟，因此警語應以兒童能夠理解之方

式呈現，如使用聲音或影像標示。 

另一方面，24%及 18%的訪談對象分別認為在兒童廣告中藥品及健康食品與

三高食品應該被特別規範，藥品及食品會直接影響兒童身體健康的商品類型，在

兒童節目時段可能出現增高藥、轉骨湯等，聲稱能夠幫助兒童增高之藥品或健康

食品，食品類型最常出現的則是速食店等三高食品，因此以保護兒童健康為理由，

29%的訪談對象認為應對三高食品廣告的播出頻率或時段加以管理。 

最後，比較具有爭議性的是衛生棉及內衣等女性用品，迪士尼頻道在其自律

規範中即說明不接受婦女衛生產品相關之廣告，原因在於避免兒童詢問父母，引

起親子間的尷尬（江一傑，2012.02.16）。但大部分訪談對象表示，女性衛生用品

並非不良之商品，女性衛生用品的廣告亦可以促進親子間衛生教育的發生。 

內衣跟衛生棉其實對女性來講，何嘗不是一個衛生教育……那個是一種

親子關係，媽媽順便告訴你，比如說女孩子生理期的問題，那那個何嘗不是

一個很好的衛教……，大抵上衛生棉的廣告跟內衣的廣告都處理得還很好，

尤其是衛生棉的廣告，它也沒有血淋淋的，那它也極盡優美，都是在表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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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形象，……媽媽也許跟親子之間他有一些衛教的時間，也許在那邊發生，

相信這不是個壞事（許益謙，2012.03.21）。 

我覺得那無所謂，本來小孩就要有基本常識，為什麼衛生棉不能讓他知

道，不管男生女生他從小就要覺得那個是很自然的東西（陳麗雯，

2012.03.15）。 

其餘如性相關產品、限制級電影預告亦不適合在兒童頻道或是兒童節目時段

播出。其中雖然現行規定規範電影預告片皆須以普遍級的方式呈現，但是限制級

電影本身之基調即是不宜兒童收視，即使經過修剪，仍可能不適宜兒童收看，因

此必須特別注意（翁曉玲，2012.03.02）。 

整體而言，目前必須特別規管的兒童廣告商品類型為「藥品、健康食品以及

三高食品」與「線上遊戲」廣告。原因在於除了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是

會直接對兒童健康造成影響之外，其餘商品的問題皆在於廣告的呈現手法，線上

遊戲之所以引發社會注意，並認為有害兒童身心健康，原因在於有些線上遊戲採

用過於血腥、暴力以及情色裸露的廣告手法呈現，而此種手法有時是廣告主與廣

告商為達商品宣傳目的之手段。而衛生棉、女性內衣等女性衛生用品本身並無不

妥，而是因其涉及女性身體、生理等較為敏感的話題，且有些內衣廣告呈現方式

可能會有性暗示，因此其實以上商品管理重點並不在於商品本身，而是廣告的呈

現手法，只要以健康、清新且適合兒童的方式呈現，以上商品類型的廣告亦不易

有傷害兒童身心健康之情況發生。惟線上遊戲還可能造成孩子網路成癮或過度沉

迷，因此社會團體及專家學者建議可比照菸酒廣告，在廣告中以警語標示的方式

處理（黃聿清，2012.02.13；楊順美，2012.02.09），故也必須受到特別的管理。 

另外，對於特定商品類型廣告，我國並不宜採取類似瑞典等歐洲國家直接禁

止其進行廣告的手段，原因在於我國兒童頻道廣告單價較低，頻道分眾化清楚，

在廣告瞄準目標群眾的前提下，兒童頻道及兒童節目時段的廣告商品類型已被限

縮，若再採取禁止的手段，則可能影響兒童頻道的生計以及兒童節目的品質。再

者，瑞典等歐洲國家係屬於社會福利國家，以高稅收支持政府進行全面性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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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但我國並沒有高稅收以支持政府

對兒童頻道進行過多的補助或照顧，因此以自由經濟方式維持兒童頻道營運有其

必要性，不適合以禁止廣告的方式來規管兒童電視廣告，而必須採如播出時段限

制等適當的手段進行管理。 

（六）獎勵優質兒童節目製作，減少廣告收入對節目之影響 

從早期無線三台時期開始，兒童節目由於廣告收益即不如其他綜合性節目，

一直都不是很受到電視台重視，為籌措製作經費，許多兒童節目中開始出現由廠

商提供的獎品、贈品或是節目內容配合廠商需求等節目廣告化的情形，後來許多

自製的兒童節目更是被國外進口低成本的卡通節目所取代（唐台齡，2010）。可

見廣告對兒童節目質與量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而為減少兒童節目受到廣告的影響，

美國〈兒童電視法〉設立國家兒童教育基金會補助教育性兒童節目之製作。 

而我國與美國在政治經濟環境上同屬自由主義，強調由市場功能自行調節，

因此面對在市場自由競爭下，為顧及被相對弱化的兒童節之質與量，實有進行獎

勵補助之必要。同時超過一半的訪談對象表示贊成由政府出資補助或獎勵優質兒

童節目製作，少部分的訪談對象則表示不贊成58。但是大部分訪談對象不贊成政

府全面性地補助兒童節目，而是傾向於以獎勵方式。不贊成補助兒童節目的理由，

一則在於政府預算問題，礙於政府預算有限無法進行全面性補助，多是杯水車薪，

且補助金額不足以應付節目製作成本。 

我們當然贊成，但是說實在話一樣的問題，這個錢不會太多，因為那時

候我記得…好像有提過一個數字，五百萬還多少，反正幾百而已，就有業者

提說，那做一集嗎？還是做兩集？而且是一個公司喔，不是大家雨露均霑這

樣喔（張明川，2012.02.16） 

上次NCC說他有多少錢可以做，但是NCC的錢很少，杯水車薪吧，他說

他只有四百萬……一集節目就夠啦（鍾瑞昌，2012.02.13）。 

                                                     
58 25%受訪對象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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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則認為媒體仍然需要透過自由競爭以激發較好的創意表現，為兒童提供更

好的節目內容。 

我不贊成比如說你今天申請一個案子，我通過全部補助，我覺得這樣不

好，……我覺得媒體的產製其實還是要有一個競爭，但是所謂的競爭就是

說，……，那電視台自己還是要出資啊，因為如果電視台不出資到最後就變

成沒補助他就不做啦，那如果說你今天這個比如說最高可以兩到四季，比如

說一般來說可能先補助一季，OK就得續至兩季，然後最高可能以比如說四季

為限，那假如說你這個節目四季了，都還養不起來，廣告、收視群都還沒有

養起來，那就代表這節目其實也沒有辦法回應兒少閱聽人的需求，那對不起

我覺得那這個就不要勉強下去（黃聿清，2012.02.13）。 

而獎勵方式之重點不在於獎勵金額之多寡，而是給予頻道業者肯定的榮譽，

具體方式為政府可以定期遴選優質兒童節目，並藉由媒體公告給社會大眾，目前

國內兒童節目遴選獎勵為一年一度的電視金鐘獎，但是一年一次頻率過低，因此

建議遴選頻率可以更頻繁。又金鐘獎每年每項的得獎者僅有一位，且兒童節目品

質並不是決定評審結果的唯一因素，鼓勵新進節目、節目歷屆得獎次數等亦是評

審決定最後得獎名單的考量因素，但是得獎與否往往可能是電視台判斷工作人員

努力以及節目品質的因素之一（黃聿清，2012.02.13）。因此建議政府可以增加獎

勵名額，以肯定兒童節目製作人員之表現，同時鼓勵頻道製作更多優質節目。 

其實早在 1982年無線三台時代，新聞局即曾經採取類似的措施，舉辦「優

良兒童節目獎勵」，從政令宣導款項中播出經費，邀請專家學者自三台自製的兒

童節目當中選出前三名，給予獎金及獎牌表揚，但是最後在三台的利益考量下，

自製兒童節目的數量仍然越來越少（唐台齡，2010）。 

然而本研究認為，當時三台為綜合性頻道，新聞節目、戲劇節目、綜合性節

目、兒童節目等廣告行情不同的節目競爭同一個頻道的播出時段，廣告行情較差

的節目難免受到排擠。但現在國內有四個專屬的兒童頻道，頻道內節目之間較不

容易產生排擠效應，且各兒童頻道間競爭激烈，以獎勵及表揚方式一來可以挹注

節目製作經費，更重要的是可以藉由表揚肯定節目製作人員的表現，並且為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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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加值。 

惟業者鄭豐展（2012.03.09）建議須特別注意的是，評選委員的選擇上可以

更具多元性及開放性，才能讓兒童節目不會為獲得補助，而都只剩下教學性，卻

失了創意。 

如果說你是刻板印象覺得你的兒童節目應該是以教學為主，不應該怎麼

樣，那兒童節目的表現就會被限縮，有創意的兒童節目就不會受到補助，……，

如果說是找並不是兒童節目出身的人來當評審委員，或說你不是找一些比較

有創意的人來，以後大家做出來的節目會是長一個樣子，就是很刻板的在做

教學，因為這樣子才能拿到補助，我覺得這樣子對兒童來說沒有幫助，因為

我們自己在做兒童節目有幾個面向的重點，……我覺得兒童節目要讓兒童喜

歡看，你再去節目內容裡面再去潛移默化的教他是比較有用的，你很制式的

教他，我覺得小孩不會喜歡看（鄭豐展，2012.03.09）。 

雖然本研究認為，即使補助係以具有教學性的節目為優先，然而在現在頻道

競爭激烈，以及政府補助金額有限的情況下，為吸引兒童收看，頻道業者較不可

能將節目全以嚴肅的教學型態播出，而仍然會想辦法在教育性節目中增添創意及

可看性以吸引兒童的目光，然而評選委員的多元性及開放性確實可以鼓勵更多具

創意的教育性兒童節目製播，且較能夠讓業者信服，因此在規範遴選時，評選委

員的多元性及開放性亦必須納入考量。 

另外，政府不一定需要直接補助頻道業者，亦可以補助民間團體與電視台合

作製播兒童節目，由民間團體提供節目內容，電視頻道提供平台播出，廣告收益

則以比例平分，如此民間團體亦更能夠體會製播節目的難處，另一方面亦可以協

助培育兒童節目人才（葉大華，2012.03.13；鍾瑞昌，2012.02.13）。 

又或者可以補助公正的民間團體長期進行兒童節目評選，定期評選公布優質

及不良的兒童節目，給予業者肯定的同時也形成一股外在監督力量（鍾瑞昌，

2012.02.13）。 

綜合以上，為減少廣告收入對於兒童節目質量的影響，國內可以獎勵方式定

期遴選優質兒童節目，遴選之方式建議以有別於金鐘獎一年一度且單位得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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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改採每月一次或每季一次，多位得獎者之方式，並必須注意評審委員組

成之多元性及開放性，以肯定兒童節目製播人員之努力、鼓勵頻道製播多元、創

意之優質兒童節目。 

（七）加強國內兒童廣告相關實證研究及產業資料蒐集 

如前所述，國內目前尚未有特別針對兒童廣告訂定的規範，但是 NCC不排

除之後要對兒童廣告作更嚴格的規範管理，而規範訂定的基礎即是相關實證研究

以及兒童廣告的產業資料。葉大華（2012.03.13）即指出，國外係以實證研究做

為法律規範的佐證，但是國內在實證研究的部分稍嫌不足。另外，NCC 亦沒有

兒童電視廣告之廣告量、收視率、商品類型等相關產業資料，何吉森（2012.03.05）

亦坦言，此部分即是 NCC未來想要加強的部分。 

如本研究第一章所言，在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及管理前必須了解相關的

產業背景資料，以避免過度規範反而抑制產業正常發展。又國內本土的實證研究

結果能夠樹立規範的正當性，因此，政府可以挹注相關實證研究的進行，並且強

化產業資料部分之蒐集統合，以利規範發展與產業研究之進行。 

三、業者自律 

（一）整體自律機制待加強，缺乏廣告業者參與 

針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業者之自律情況，17%的訪談對象認為已足夠，而 5

8%則認為尚不足，此 58%的訪談對象當中只有一位是業者，而認為足夠的 17%

則皆為業者。由此可見，從業者角度來看，目前自律已經足夠，但是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社會團體皆認為不足，突顯出兩端在媒體自律的要求上間存在落差。

而國內自律功能不彰之原因在於媒體環境的高度競爭，使得頻道間為了生存及收

益而產生惡性競爭（黃聿清，2012.02.13；翁曉玲，201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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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業者認為，相較於廣告創意端，目前頻道平台端的自律情況較佳。無論

是廣告主、廣告代理商或是媒體代理商本身較少引起公眾關注，針對廣告內容之

監督也多是針對媒體，廣告創意端其實較少受到外來的監督壓力。 

因為他不就是把廣告製造出來，然後發預算給別人，那你自己要不要賺

這個錢其實就是你跟他……的商業行為，所以其實廣告製造出來，到底適不

適合，他不會付太多的責任，因為他也是跟廣告主交代而已，……，那那是

廣告主要求，他們也不過就是做生意，那這材料出來以後你到底接不接，還

是頻道業者的問題（張明川，2012.02.16）。 

但廣告創意為兒童電視廣告位於廣告生產環節前端，若源頭不注意，雖有下

游頻道業者的把關，仍無法有效避免爭議性廣告的產生，因此自律體系不能忽略

廣告創意端業者參與的重要性，未來必須補強廣告創意端之自律機制。 

 （二）成立外部自律組織之必要性 

兒童電視廣告自律機制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個層次是業者內部自

律，第二個層次則是由業者共同組成之同業公會擔任外部自律的角色。目前MO

MO親子台及迪士尼頻道針對廣告承接皆各有內部準則規定，且皆較法律規範更

為嚴謹。雖然如此，但依各個頻道的營收狀況之不同，在承接廣告時亦會有不同

之考量，頻道業者也直言： 

那這個東西我們自己的要求啦，但是我們不能去要求其他公司也要這樣

比照辦理（張明川，2012.02.06）。 

因此，外部自律組織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且由業者共同組成的外部自律組

織，會員之間在市場上存在競爭關係，但對外又具有相似的利害關係，因此有助

於形成業者之間相互約束的力量（石世豪，2009）。鑒於此，外部自律組織之存

在，能夠做為自律流程中的第二個把關者，以較中立客觀的角度提供意見，且能

夠協調各家業者，形成共同的自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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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的方式有很多種方向，你不一定馬上要涉及罰錢，那是最終手段，

那罰錢之前還很多方式可以做……真的有要組成一個公開中立的審議委員會，

來審議告訴你說你這個可以怎麼做比較好……，這樣慢慢溝通之後形成一個

自律的原則，那就變成不是只有一個業者，是所有的業者……彼此形成一個

約束力，……讓這些合法的廣告主跟業者要形成自律，才能夠排除那些非法

的地下廣告的氾濫，你才能形成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如果這都沒有畫出來

的時候，其實你國家再多的法律嚴格控管也是不會有效（葉大華，2012.03.1

3）。 

公會也很重要……媒體業者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就是如果說

今天是幾乎所有的業者都有加入公會的話，那或許公會裡面他所訂定的一個

自律的公約，因為他是一個主要的、重要的自律組織，他可能會發揮比較大

的影響力，如果說要靠單一媒體個別去自律的話，那麼我覺得真的就是要看

每個媒體他的設台宗旨，還有他的財源（翁曉玲，2012.03.02）。 

目前我國已有衛星電視公會、廣告代理商公會、廣告主協會、媒體代理商協

會等公會組織負責頻道、廣告業者事務之協調及聯繫，且皆已行之有年，累積一

定的會員及資源。在此情況下，為避免資源浪費及效率之提升，本研究建議可直

接在現有之公會組織當中設立兒童相關事務之委員會，而不需要再另成立獨立的

外部自律組織。 

（三）外部自律組織可增補之處 

而外部自律組織必須具有準則標準、個案申訴與受理流程以及公平的裁決與

懲治方案三個部分，以下再分別就此三部分，對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自律體系進行

更詳細的分析。 

1. 準則執行效果不彰、內容有待補強 

在自律準則部分，頻道平台端之衛星公會目前尚未有針對兒童廣告方面之準

則，而廣告創意端雖然在廣告標準法當中已有針對兒童廣告訂定的規則，但是實

際執行之效果不彰，廣告業者也直言： 

標示價格應該清楚，但如果說是他們的自律的話，並沒有照這樣執行，

就是說他的價格沒有一支廣告有寫，表示如果他們有訂這個並沒有在執行…



 

133 
 

我覺得太少了（鄭豐展，2012.03.09）。 

比如說針對兒童的廣告標示價格應該清楚，其實很多人也都沒有標示價

格，都有標示嗎？玩具有標示多少錢嗎？沒有嘛，除了兒童餐以外，也都沒

有標示，所以你看有時候訂了這些事情，他也不一定去做這個事情（許益謙，

2012.03.21）。 

且準則內容宜再增加，現行自律規範〈廣告標準法〉當中，針對兒童廣告部

分只有五條，其實遠少於法律中對於兒童及廣告的相關規範以及兒童頻道業者的

內部自律規範。因此，在廣告創意端的準則內容宜再增加。雖然廣告業者認為，

自律準則無論如何詳盡仍無法窮盡所有可能發生之問題，因此只需列出大原則即

可。 

我覺得第一條是最重要，就是說不可以造成兒童身心傷害的廣告，避免

犯罪、暴力、色情、危險，我覺得這個其實就夠了，那老實講你講說，大概

沒有人在廣告裡面講說兒童不去買這個就變成壞孩子，……因為這樣講這個

社會馬上群起攻之，所以我剛剛講說那個自律，……你要做這樣規範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少，起碼要列一百條在這裡面，……比如說犯罪不可以做，暴力、

色情、香菸，這些都不可以做，這個是我覺得最大的底線，其他我是覺得說

老實講都不是問題（許益謙，2012.03.21）。 

然而自律規範和法規不同之處在於，自律規範並沒有法律的強制性，因此自

律準則本就應較法律更為嚴格詳盡。且業者希望在兒童電視廣告規範部分以自律

為優先，而不是以法律方式進行管理，則自然必須賦予自律高於法規之標準。 

 政府訂的就幾乎是最低的規範，那我們會再去push者，本身再去做更詳

細的規範，……未來主管機關應該可以再跟業者多互動，可以訂出更詳細更

具體的方案（何吉森，2012.03.05）。 

而本研究認為，目前〈廣告標準法〉自律準則，不僅條文少，且內容零散、

缺乏整體性的原則與規劃，因此建議未來自律準則修正之方向應比照本研究前述

未來法律規範改善之方向，針對「避免兒童身心傷害」、「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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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三部分，分別延伸做更詳細的規定。另一方面，在

自律準則的訂定及執行過程中，個案案例亦相當重要，透過問題案例的討論，能

夠針對自律規範的不足之處進行增補，並且藉由案例的輔助說明，能夠使自律準

則的內容更為具體化。 

  我們是覺得現在欠缺的是實例，我們要根據實例來修這個東西，會更 make

 sense，更符合（訪談對象Ｂ，2012.02.13）。 

又如前所述，主管機關可以透過案例的討論累積，將模糊的法律概念具體

化，因此此一部分，自律組織可以與主管機關合作，藉由案例的交流，共同建構

較為詳細具體之準則方案。 

綜合以上，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自律體系必須制定更完整且詳細之自律準則，

內容應至少涵蓋「避免兒童身心傷害」、「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的特質」及「社

會價值維護」三大原則，又與法規部分相同，自律準則亦可以搭配相關案例輔助

說明，並根據案例討論不定期對準則內容進行修正增補，以因應社會、科技與廣

告產業之變遷。 

2. 建立投訴平台，設置專人處理申訴案件 

在個案申訴與受理流程部分，訪談對象指出，自律組織必須要有一平台接受

投訴，並包含三個部分。第一是設有專職的人處理所接到的申訴，以確保閱聽人

的申訴能夠被認真處理。第二是必須設有追蹤機制，針對申訴處理訂出期限，在

限期內必須處理完畢，並回覆給提出申訴者。最後，業者面對投訴的心態亦相當

重要，對於投訴必須抱持開放的態度，而不宜認為申訴者皆過於保守，且不了解

頻道營運情況與面臨的難處。 

    這一塊可能就是第一個他要有一個機制專門受理兒少保護議題的申訴，

然後接到申訴以後然後他們要有專門的人，然後很認真地去看待，不要把他

當作這一些人都很保守，都是沒有考量到我們業者的，……不需要一開始就

把自己形成跟保護兒少的議題去做對立，我覺得能夠做多少是多少（何吉森，

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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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平台，然後要有追蹤機制，……譬如說你這個東西 file什麼時候進來，

然後你這個 file什麼時候被 process，然後你自己要規定說這個投訴要多久……

內要解決……，你在這個機制裡面自己會管制自己，自己會給自己時間的壓

力（黃聿清，2012.02.13）。 

 一定要有一個民眾參與的機制，那這個民眾參與的機制其實就是很重要

的啊，……就是你就可以設一個專門的機構啊，或是設一個專門的單位，或

是一個監督的單位（林承宇，2012.03.19）。 

目前衛星電視公會於其官方網站設置有新聞、節目及廣告相關意見反映之窗

口，閱聽人可以自網站下載意見表，並以電子郵件傳送至衛星公會信箱，衛星公

會協調、知會業者改善之後給予閱聽人回覆，並將投訴及後續回覆之情形統計公

布於衛星公會網站；廣告創意端目前則未有相關的投訴機制。 

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在於，閱聽人對於廣告創意端的了解較少，當遇到不合適

的媒體內容時，閱聽人最常投訴的單位為頻道業者，或是認為像頻道業者投訴無

法得到改善，轉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反而較少向廣告商或廣告主進行申訴。

但是因為從廣告影片當中，觀眾無法判斷是由哪一家廣告業者所製播，且一般閱

聽人不一定知道衛星公會或者廣告相關公會，因此投訴較少會到廣告創意端。 

    任何的檢舉或任何的反應其實不會到所謂廣告公司，頂多是到頻道業者

這邊或是到政府單位那邊去，……像我們自己本身有客服，他會接到電話……，

可是也有觀眾認為說我跟你講已經沒有用，所以就告到 NCC去了，……，所

以他怎麼樣都不會到廣告那邊去，或者是說也不會到公會去，……，甚至很

多不是同業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公會這個地方存在嘛（張明川，2012.02.16）。 

而此現象亦再次反映出自律平台必須認真看待閱聽人的投訴，閱聽人認為向

業者投訴得不到回應或是無法改善問題，轉而向主管機關檢舉，主管機關在接到

投訴後，又必須介入處理。如此一來，不僅動用到社會資源，且亦可能造成業者

的不便。因此，若業者能夠認真處理申訴，並且在一定時間內回覆，不僅能讓閱

聽人感受到業者解決問題的誠意，亦能夠提升閱聽人對業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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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總結而言，廣告創意端應增設投訴機制供民眾申訴，又或者與平台端的

衛星電視公會合作，衛星電視公會在收到廣告投訴之後，可同時知會頻道業者及

廣告相關公會處理。而在收到申訴之後，必須設有專門人員處理，並於一定之期

限內回覆。另一方面，閱聽人的媒體素養亦須加強，讓閱聽人能夠了解監督媒體

之方式、管道與流程。 

3. 納入外部監督力量，結合執照換發強化強制力 

裁決與懲治方案部分則是目前國內自律平台普遍的問題。自律體系本身不具

有強制性，管理範圍僅及於會員，最嚴重的處分方式亦只限於開除會籍，因此自

律效果還是必須仰賴業者自發性的配合，而缺乏嚇阻作用（周德旺，1993）。我

國現有之新聞自律組織台北市報業公會成立之「新聞評議會」，即由於缺乏有效

的裁罰手段，使得其自律功能時常遭受質疑（石世豪，2009）。 

而目前衛星電視公會以及廣告公會皆未有裁罰機制，面對有問題之媒體內

容，衛星公會會知會協調各頻道業者改善，而廣告公會則是會在內部會議提出討

論，供同業參考。但此兩種方式仍屬道德勸說的性質，亦未解決外界所質疑其缺

乏強制力的問題。 

劉昌德（2007）檢視歐美國家主要新聞自律機制後亦指出，影響媒體自律效

能的因素有二，分別是自律機制的參與者種類以及組織的強制力。意即，當媒體

自律機制的參與者僅為業者及產業內其他工作者，且自律不具有強制力，僅能以

道德勸說時，自律的力量恐無法制衡媒體的意識形態與利益。 

因此，較理想的自律機制應是納入產業以外的監督力量。此部分歐美的經驗

值得借鏡，美國兒童廣告自律組 CARU 織聘請業者、專家學者、社會團體代表

作為顧問，提供專業意見協助修改自律規範以及參與民眾申訴之評審過程。歐洲

廣告自律組織 EASA 亦指出，自律機制制定準則時必須與相關利益團體磋商。

此措施之重點在於使外部的監督力量能夠進入媒體自律機制，讓節目及廣告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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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是專屬於業者的內部事務，而 67%訪談對象認為美國 CARU 的作法於國

內具有可行性。 

目前衛星電視公會在新聞自律方面即有採用類似 CARU 之機制，在下設的

新聞自律委員會中又設有諮詢委員會，針對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提供諮詢，委員由

學者專家、公民團體依平均比例組成，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可以邀請各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指派代表列席。 

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將此一機制應用到兒童節目及廣告議題上，其參與者除

了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在業者部分宜涵蓋廣告創意及頻道平台業者。又由於廣

告的商業性質，可再納入家長及消費者代表（葉大華，2012.03.13）。 

NCC 在最近一次頻道換照申請時，亦要求各頻道口頭承諾必須成立內部倫

理委員會，邀請兒童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社會團體擔任委員，針對頻道的節目

及廣告內容提供意見，並針對民眾投訴或者有問題之節目或廣告內容進行討論，

並根據這些案例之累積，修正內部自律規範準則。 

在懲治方案方面，美國自律組織 CARU 係是將審議結果公布於廣告時代雜

誌及紐約時報，我國新聞評議會亦是採取此類媒體刊播方式作為懲治手段。但是

由於自律機制不具強制性，媒體可以不予刊播。然而鑒於我國電視頻道申設營運

必須取得執照，且定期進行執照換發，而申設或是換照申請皆會考量頻道表現紀

錄，而若是未取得執照則將直接威脅頻道之生存，因此，本研究認為，自律機制

可能可以結合執照換發機制，有問題的廣告或節目內容，在業者、社會團體、專

家學者及家長、消費者代表的諮詢辯證之後，給予相關業者改善之建議，並加以

記錄，若限期內未改善或是累積過多違規紀錄時，則可備請主管機關作為之後申

請換照之參考依據，以此補強自律機制缺乏強制性之問題。 

而無論是閱聽人投訴處理或是問題個案裁決結果，都必須公開並接受社會檢

驗，一來可以確立自律處理的公正性，而非只是業者們關起門來自己解決，另一

方面，民眾亦可以監督自律組織運作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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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CC指出亦可以透過賦權（empower）自律組織的方式，給予自律組

織一定的強制力或者是仲裁的權力，同時也能夠避免政治力介入媒體表現的疑慮

（何吉森，2012.03.05；翁曉玲，2012.03.02）。 

譬如像內容分級的事情，也許就可以交由民間組織去做，就是 NCC也許

把內容分級的標準訂出來，……業者你自己有能力你自己去做分級，如果沒

有能力的話，或是說我對於我自己的專業性好像感覺有點怕怕，那我不如把

這個節目就送給分級的自律組織去分級，……，那如果說這自律分級委員會，

因為他畢竟會跟主管機關的關係是密切的，那如果……可能審查一千件的節

目分級都沒有問題，那我相信他這個組織未來絕對會力量比較大，然後公信

力也會比較強，那主管機關當然以後就很省事，因為就很少會有對於分級違

規的案子出現，那同樣的這個自律組織可能也發揮一定的角色，扮演一定的

功能，那也取得了一般業者的信賴（翁曉玲，2012.03.02）。 

或是學者建議可以以法律規範自律體系的設立及架構，以確保其運作的效能

（黃聿清，2012.02.13）。雖然由法律規範自律的方式仍可能被質疑是一種政治

力量介入，然而衛星電視公會訪談對象曾提及： 

所以剛剛我們這樣講，自律，然後公會這邊有一個，其實我很樂意，……，

只要你 NCC發動我就來做，但是我不能自己去發動，我自己去發動的話，人

家說你公會你是收我們的會費然後你一天到晚訂規範，應該是有外力來，我

是協助會員，這樣有一點師出有名，然後又真正達到外面人的期望，然後對

公會會員而言，外面的人又對我們有壓力了，我趕快透過公會的機制來形成

一個妥協，或是一個協調，那大家就很漂亮嘛，他們也覺得感謝我們在幫忙

他，如果我們自己發起的話，幹嘛沒事找事幹，這就不對了（鍾瑞昌，2012.

02.13）。 

意指公會組織係由業者共同組成，若是公會自行提高原本自律規範，難免會

受到來自會員的壓力，因此若是由政府規定，則公會可以協助會員的名義進行，

較不會引起會員的不滿。此部分亦突顯出由法律規範自律機制之優點，然而為避

免外界質疑政府介入媒體，法律上只須規範自律體系之架構及運作方式，而不應

干涉其實際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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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我國媒體自律機制共同的問題為缺乏強制力，因而使得自律規範

淪為道德勸說，而為改善此一狀況，自律組織必須納入外在的監督力量，邀請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消費者代表擔任顧問，目前衛星電視公會已有相關措施，惟

必須應用於兒童電視廣告自律規範之上。另外，自律組織亦必須採取有效的懲治

方案，建議可以結合電視頻道執照換發制度，將頻道自律狀況納入執照換發審查

之參考項目。或是主管機關可以授予自律體系一定之權力或是以法律規範自律體

系之運作架構來改善自強制力不足之問題。最後，自律機制審議及懲治的狀況都

必須定期公布，供社會檢驗。 

四、社會他律 

國內兒童電視廣告他律力量尚可加強之處則可分為社會團體及社會大眾兩

部分說明。 

（一）以組成聯盟之方式整合社會團體力量 

首先社會團體部分，訪談對象認為目前關心兒童權利議題的社會團體不在少

數，如兒盟、台少盟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此類社會團體關注的焦點多是

放在節目、新聞內容的表現（楊順美，2012.02.09；訪談對象Ｌ，2012.02.13）。

富邦文教基金會楊順美（2012.02.09）就直言：「我們其實比較少著墨是在廣告這

個部分，那麼比較多著墨都在是節目內容」。兒童電視廣告一方面秒數短，另一方

面目前國內兒童電視節目質量皆有待加強，因此相對比較不會成為社會團體強調

的重點（葉大華，2012.03.13；訪談對象Ｌ，2012.02.13；楊順美，2012.02.09）。 

另外，目前國內關心兒少或媒體議題的社會團體眾多，但各個團體各有各自

關注的議題，不僅力量分散未整合，且在分工上容易有重疊之處。 

單一對象的這種東西的關心團體，本身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除非他聯合

起來，但是問題是單一對象會注意的事情，通常就只有單一團體會在意（楊

順美，2012.02.09）。 

國內監督媒體的少說也有十幾個，但是力量都沒整合，還有這幾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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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overlap的地方，那未來有沒有可能整合整個的力量，然後讓每一個

團體知道說，他可以在某一塊的議題裡面去盡到什麼心力（何吉森，

2012.03.05）。 

然而雖然廣告的秒數較短，且目前存在兒童電視節目質量不足的問題，但是

節目與廣告乃是息息相關，且無論當前兒童節目之品質如何，除公視之外的商業

頻道在節目中皆有廣告插播，因此兒童電視廣告議題之重要性不亞於兒童電視節

目，我國社會團體可再對兒童電視廣告投以更多關注。 

兒童電視廣告議題所涉及之領域其實相當廣泛，包含兒童身心發展、消費者

權益、兒童肥胖、消費習慣等。又如前述楊順美（2012.02.09）所提到，單一社

會團體平常多關注在自己專長之領域，且單一團體的力量有限。因此在執行上各

社會團體可以組成聯盟的方式，集結關心兒童身心發展、消費者權益、兒童健康

等議題之社會團體力量，分別就其專長之部分貢獻心力（何吉森，2012.03.05；

楊順美，2012.02.09）。 

（二）加強閱聽人及業者的媒體素養教育 

第二部分，如前述許多訪談對象所強調，公民社會閱聽人的媒體識讀相當重

要（楊順美，2012.02.09；翁曉玲，2012.03.02；何吉森，2012.03.05）。對廣告

主及廣告商來說，消費者的反應反而是他們最為重視且較能夠影響廣告決策的力

量（訪談對象Ａ，2012.03.21）。 

我們覺得消費者、閱聽人本身的覺醒是非常重要的，閱聽人的力量是非

常重要的，因為很多不管是電視台或者是什麼，在過去它們都會說，這是觀

眾要看的嘛，所以我收視率很好嘛，那廣告業者一定會講大家喜歡啊，這產

品賣得好啊，大家喜歡啦，所以他不會意識到說，其實你有不合適的內容在

裡面（楊順美，2012.02.09）。 

然而，雖然我國目前公民意識有開始成長的趨勢，但仍舊不夠成熟（黃聿清，

2012.02.13）。閱聽人的媒體素養亦是如此，因此提升全民媒體素養為他律補強部

分的首要之務。而其中的重點除了了解媒體及廣告的本質之外，如何監督媒體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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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點之一，如前述自律部分所提及，閱聽人看到有問題的媒體內容傾向於尋找

主管機關的強制力，且不了解有哪些媒體投訴的管道。 

民眾一直都覺得說萬一看到媒體出問題，第一個想到的絕對不會是找媒

體，而是找NCC比較快，……為什麼不直接去找媒體呢？那大家都去找他，

事實上他就會更直接的回應，那送到NCC來，NCC還要再看，從法律角度我

能不能這麼管，因為要依法行政，那隨便給人家指指點點，對業者也造成困

擾，那倒底能夠怎麼做可能就是說民眾也要去教育（何吉森，2012.03.05）。 

因此，還必須強化閱聽人對於媒體監督之管道及對象的相關訊息，當社會的

媒體意識興起，透過全民監督，能夠更有效率地監督媒體表現。 

另一方面，有時節目或廣告出現爭議其問題點就在於相關從業人員本身之專

業素養亦不足，因此除了加強閱聽人的媒體素養教育之外，兒童電視廣告及節目

從業人員對兒童相關的專業知識亦相當重要，此部分除了透過各頻道內部的教育

訓練加強之外，外部自律組織或主管機關亦可定期舉辦業者共同的教育訓練，以

協助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業者專業素養之提升。 

那我會覺得那一些自律是不夠，另外有一些我一些媒體本身對兒少保護

的認知還不是那麼強，……我覺得還要從業者的教育訓練開始，對兒少權益

保護的專業素養應該還要再加強（何吉森，2012.03.05）。 

之前有很多頻道是沒有配置這樣的人的，然後後來被要求，……，可能

那編審…原本只是做節目編排，……，所以他的專業度，或者說他的執行力，

或者說礙於收入的問題，或是礙於老闆的權威（張明川，2012.02.16）。 

（三）NCC他律組織成員應多元，並納入業者及閱聽人意見 

對於由NCC設立之他律組織「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75%的訪談對

象表示贊成此一措施，另有17%訪談對象不贊同。17%不贊同之訪談對象皆為業

者，其反對之原因在於認為由政府主導此類他律組織，仍不可免於政治力介入媒

體之疑慮（訪談對象Ａ，2012.03.21；訪談對象Ｂ，2012.02.13）。因此由自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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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來主導則較為恰當，而主管機關則可以以列席、關注等方式參與（訪談對象Ｂ，

2012.02.13）。 

 但此他律組織實際上之運作目的乃是整合主管機關以外的社會團體、專家學

者之力量來協助廣電節目及廣告內容之認定，以及依其專業提供法律規範意見，

目的在於納入多元觀點，避免落入只由主管機關認定之疑慮。既然本組織之目的

在於協助主管機關法律裁罰的認定，則必然是要由主管機關負責組織運作相關事

務，而非交由自律組織主導。 

因此此一他律組織之問題不在於應由哪方主導，而是在於會議成員組成之公

平性及多元性，這部分也是大部分訪談對象共同的建議。目前該會議的委員組成

係由公民團體及專家學者所組成，並未將業者納入，僅在提交委員會之前，請被

檢舉之當事人提陳述意見。如此一來，業者可能會認為不公平，質疑該組織未考

量業者立場，且如前述NCC訪談對象所言，我國兒童電視廣告相關產業資料不足，

因此將邀請業者加入會議討論，不僅能夠讓業者表達立場與意見，同時亦可以透

過業者了解產業現況，作為個案認定、處理的參考依據。此外，由於廣告的商業

性質，因此葉大華（2012..03.13）認為亦應該加入消費者、閱聽人的意見。同時

訪談對象亦指出，該組織成員之組成應該依照比例分配，而不應有某一方力量特

別強大，以避免決議之偏頗。 

因為其實現在裡面的委員組成並沒有頻道業者，……，那其實頻道業者

在裡面的話，也許他們對整個頻道運作或媒體的狀況比較了解的話，也許他

們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聲音（鄭豐展，2012.03.09）。 

你都是靠學者，到最後一定有人抱怨，然後你如果只聽業者，那學者又

會覺得說天啊，臺灣已經那麼亂了，你們還不想辦法救一救，我覺得啦，……，

然後再加上一些NGO，然後肯定是會有更，但是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要這樣

子一個拉扯，才有辦法讓一些事情……才會走在一個比較公允的一條路上（黃

聿清，20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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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越多元越好，可是有時候你越多元他開起來，那個會就會開

得很雜，可是我覺得至少各種聲音都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林

承宇，2012.03.19）。 

綜合而言，大多數訪談對象贊成廣納各方意見之他律組織的設立，雖然業者

提出疑慮表示，目前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核處的最後權力仍然掌握在NCC

大委員會手中，亦難避免政治力介入之可能，但是此組織成立之目的在於協助主

管機關廣電節目及廣告內容之認定，以及提供規範意見，因此重點應是在於其成

員組成應廣納主管機關、業者、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及消費者、閱聽人代表，並

依比例分配，避免由某一方主導意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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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係從法律規範、自律體系以及社會他律三個層次出發，檢視我國兒童

電視廣告相關規範，以了解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有何需要修正增補之處，並藉

由參考歐美等國經驗，以及深度訪談國內業者、主管機關、社會團體及專家學者，

以釐清未來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可行方向之建議。以下分別就各研究問題，歸

納整理出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國內現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尚需修正增補之處 

兒童議題在國內一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而近年新聞媒體處理與兒少權

益的議題亦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然而焦點多是放在新聞媒體以及兒童節目的質量

上，對於兒童電視廣告的關注則較少。因此，我國現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無論

是在法律規範、自律體系或是社會他律體系的層次，皆仍有可以改進之空間。而

本研究從中整理歸納出主要需要修正增補之處如以下四大部分。 

（一）規範偏重法律，缺乏完整外部自律體系 

臺灣媒體環境高度競爭，頻道間為了收益與生存產生惡性競爭的情況，也削

弱了自律體系的規範力量。我國目前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主要以法律為主，2008

年〈衛星廣告電視法〉修正草案中賦予主管機關規管兒童電視廣告的權力，之後

在 2011 年推出的兒少通傳政策白皮書當中，亦指出不排除對兒童電視廣告作更

嚴格的規管，可見近年主管機關對於兒童電視廣告議題的關注漸起，然而來自於

自律體系的關注與規範則較弱。在自律部分，除了兒童頻道業者由於與兒童廣告

具有直接關係，因此在廣告承接上會特別注意，其餘外部自律組織則多是將焦點

放在新聞以及節目的不當內容，並沒有對兒童電視廣告投以太多的關切。 

此部分與何吉森在 2005年〈數位時代有線電視內容規範政策─規範過程模

式觀點〉一文當中之觀點相符，其在文章中指出，我國廣告規範過於偏重政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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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消費者申訴以及業者自律則比較少見，且臺灣自律體系缺乏廣告自律機制以

及強制性，規範效果不佳。 

而反觀現今國內之狀況，從 2005 年至今，我國廣告規範的問題並無太大的

改善。我國目前兒童電視廣告自律部分缺乏一完整的外部自律體系，而各頻道自

律部分，以 MOMO親子台及迪士尼頻道等兩個兒童頻道的內部自律情況而言，

目前此兩個頻道對於廣告承接皆有比法規更為嚴謹的準則規定，可見其皆有體認

到兒童的特殊性以及經營兒童頻道的責任，然而準則實際之執行情況仍可能因各

頻道營運狀況之不同而有差異。 

在外部自律部分，目前外部自律組織不僅未對兒童電視廣告投以太多關心，

同時從兒童電視廣告產業價值鏈來看，其上游端的廣告業者仍未有完整的自律體

系出現，而下游頻道平台業者雖有外部自律組織，但尚不夠完備，缺乏兒童廣告

相關準則標準以及有效力的懲治方案。 

（二）廣告內容法規有失完整，且條文欠缺具體 

從〈衛星廣告電視法〉修正草案以及兒少通傳政策白皮書的推出，可以看出

近年政策走向開始關心兒童電視廣告議題，但是由於〈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

案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因此目前我國廣告法規之規範對象仍為一般性廣告，並未

特別針對兒童進行規範管理。 

我國現有形式規範上，與歐美國家之規範較為接近，皆主張兒童節目必須與

廣告清楚區分，且禁止置入性行銷。而廣告時間部分，雖然我國並未在針對兒童

電視廣告做特別的規範，但是僅是整體性的廣告時間規範已較歐美國家來得嚴格，

因此主要需要增補之處係在於兒童電視廣告的內容部分。 

廣告內容規範上，歐美國家兒童電視廣告內容部分規範包括「兒童經驗不足

與輕信的特質」、「避免兒童身心傷害」、「社會價值維護」等三大核心原則，而我

國目前法規偏重於「避免兒童身心傷害」部分，規定廣告不得影響兒童身心健康，

以及引誘兒童從事危險行為或是前往不當之場所，菸酒類商品之規定亦屬於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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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但是對於近年逐漸引起社會關注的三高食品廣告與兒童肥胖議題則未納入

規範。 

而「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部分，則是鑑於兒童認知能

力及社會經驗不足，對於廣告內容容易照單全收、全盤盡信，因此業者在產製兒

童廣告時必須特別考量兒童此種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不應藉此達成其銷行目的，

又觀看電視對於兒童的認知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因此廣告應避免傳達會使兒童

產生偏差的觀念，或是影響其與父母師長間之關係。然而我國目前對於此兩部分

之規範則較少，且規定零碎缺乏整體性。 

另一方面，許多訪談對象亦指出，我國目前對於廣電內容規範的法律存在條

文內容不夠具體明確的問題，法條中有許多抽象的法律概念，如「公共秩序」、「善

良風俗」、「影響兒童或少年生理、心理健康」，皆存在一定的模糊解釋空間，因

此業者質疑在事實認定上，易有主管機關自由心證之疑慮，且對於法規的不同解

讀亦可能導致業者與主管機關的摩擦。 

（三）國內社會團體力量分散，閱聽人及業者媒體素養待加強 

國內社會他律包含來自社會團體以及閱聽人的兩股力量，共同監督媒體表現。

而目前國內社會團體的問題在於，關切兒童議題的社會團體眾多，但關心兒童電

視廣告議題之團體則較少，且單一社會團體的影響力有限，但國內各社會團體之

間業務及力量未整合，恐會有業務重疊之處，而削弱社會團體的影響力。 

而媒體素養部分，近年社會大眾消費意識提高，但是對於媒體運作以及監督

的管道及方式仍不夠了解，當發現不當媒體內容時，民眾傾向於直接向頻道業者

投訴，或是轉而要求主管機關裁罰，此部分與我國自律效果不彰以及以法律規範

為主的情況可謂是「相輔相成」，民眾對於媒體監督流程的不了解，使得許多申

訴直接「越級」由主管機關處理，而媒體自律體系的效果不彰，亦讓民眾認為直

接尋求主管機關的強制力較能有效解決問題，因此民眾的媒體素養與視讀能力亦

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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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兒童電視廣告相關從業人員專業素養之不足，亦是產生爭議性廣

告的原因之一，因此對於兒童電視廣告及節目從業人員對兒童相關的專業知識亦

必須特別重視。 

（四）NCC他律會議未納入業者意見 

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業者、主管機關以及社會團體與專家學者之間，

存在著一種矛盾的不信任關係，源自於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對立，以及臺灣過

去戒嚴時期媒體管制的陰影，使得媒體業者對於政治力影響媒體內容極為敏感，

認為目前的法規過於嚴苛，主管機關裁罰的動作頻頻，而主管機關、社會團體及

專家學者的想法有時又過於保守，未替業者著想。另一方面主管機關、社會團體

及專家學者雖然主張兒童電視廣告規管應該由自律優先，但是又對於業者自律缺

乏信任，在此情況下，但是對於業者自律仍然缺乏信心且信任度不高。每一方似

乎都背負著各自的「成見」，而缺乏相互溝通、協力。 

又如前所述，臺灣整體兒童電視廣告規範走向應是期許以自律為優先的共律

機制，因此法律、自律及社會他律三方的協力亦相當重要。目前業者已開始與專

家學者及社會團體合作，將外在的監督力量納入自律體系，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自

律委員會下設由學者專家及公民團體組成的諮詢委員會，最近一次頻道申請換照

時，各頻道也依NCC要求承諾成立內部倫理委員會，委員邀請專家學者及社會團

體代表。 

因此，目前較缺乏的則是業者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協力，雖然基於管理者以及

被規管者的立場，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是必要的，但是在管理者

以及被規管者之間亦必須有適當的交流溝通。目前NCC邀請社會團體代表、專家

學者組成「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針對媒體不當內容案例進行審議，並

負責內容標準之研訂，但是會議中並未納入業者的意見，僅請被檢舉之當事人提

供陳述意見，並未提供非當事人的其他業者表達意見與立場之管道，讓其他業者

能夠提供業界資訊以及意見，供主管機關了解目前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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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與歐洲兒童電視廣告規範可供我國學習之處 

歐美國家對於兒童電視廣告議題的重視皆高於我國，在美國不僅有針對兒童

的〈兒童電視法〉，且有專門針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自律組織，歐洲各國對於兒童

電視廣告的法律規範則較為嚴格，且在自律體系的準則標準上，皆比我國的兒童

廣告自律標準來得更為細緻與嚴謹。可以看出歐美國家對於兒童電視廣告議題相

當關注，其規範政策亦較我國來得完整，因此歐美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鏡學習之處，

然而歐美國家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是否適用於我國，皆立基於其與臺灣政治、經濟

與媒體環境之差異，使得歐美國家的部分經驗雖然良好，但是卻不一定適用於我

國的社會脈絡之下。 

舉例來說，美國在〈兒童電視法〉當中，針對兒童電視廣告播出時間進行規

定，依兒童收視時間之長短，將廣告區分為週間及週末兩部分進行規定，此部分

由於我國在目前廣告時間規定已比美國更為嚴格，且臺灣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在

各類型頻道的競爭中，兒童頻道相對不具有優勢，因此為避免衝擊國內兒童頻道

營運，影響兒童節目質量，故不宜再做兒童電視廣告的時間做更嚴格之限縮。 

 而歐洲國家的法律力量較強，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亦較為嚴格，例如英國

規定兒童節目時段不得出現三高食品廣告，希臘的玩具廣告只能在晚上十點之後

播出，最為嚴格的是瑞典及挪威，直接禁止向兒童進行廣告。然而，歐洲國家尤

其瑞典及挪威係為社會福利國家，係以高稅收支持政府採取措施來處理自由經濟

體制下產生的社會問題，臺灣的稅收則無法支持政府對頻道業者做太多實質的獎

勵補助，在廣告係為頻道主要收入來源之前提下，為維持產業的健全發展，兒童

廣告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而我國可向歐美國家借鏡學習之處則整理如下： 

（一）專門規範之設立 

兒童是一個相對於成人的特別群體，發展中的認知、能力及成熟度都不如成

人完整，因此需要特別的保護照顧。基於此，歐美國家在廣播電視節目及廣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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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自律規範當中都特別針對兒童再做更嚴格之規定。美國設有兒童電視專法

〈兒童電視法〉，自律規範部分有專門針對兒童廣告的自律組織 CARU以及自律

準則。希臘、比利時、德國、瑞典及挪威等歐洲國家亦皆有針對兒童廣告之法律

規定，同時跨國界的歐盟 AVMSD以及 ICC自律準則也分別有針對廣告及兒童

部分進行規定。 

 然而我國雖在〈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及〈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

則〉當中有列入廣告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但是其規定亦僅是以一般性

的廣告作為規範對象，並未特別針對童頻道或是兒童節目前後出現的兒童電視廣

告做進一步的規定。因此應參考歐美國家經驗，加強對兒童廣告的相關規範，並

設立專法保障兒童傳播權益。 

其中除必須特別針對兒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之外，考量兒童身心發展未成熟

的特質，且在廣告之外，其他的電視文本、網路媒體等亦可能影響兒童身心健康，

因此兒少通訊傳播政策之專法，應規管包括電視廣告在內的各式媒體表現。 

（二）相關準則規範原則 

歐美國家在兒童電視廣告自律及法律相關準則上，皆是以「兒童經驗不足與

輕信的特質」、「避免兒童身心傷害」、「社會價值維護」三核心原則出發，再據此

往下延伸更詳細的準則規範。 

市場分眾化下，兒童廣告本就是瞄準兒童的行銷手法，且在兒童節目前後等

容易觸及兒童的時段呈現，因此固然必須特別考量兒童身心發展未完全的特質，

以及特別注意廣告中所傳達給兒童的價值觀念，據此歐美國家延伸出商品資訊必

須確實、清楚說明且不得誇大以及必須以兒童能夠了解之方式呈現等規定。並不

得破壞傳統道德倫理價值、避免社會刻板印象、偏見歧視。同時，基於廣告的商

業特質，因此亦不得在當中鼓勵過度消費的價值觀，以及破壞父母師長之權威及

品味。 

而「避免兒童身心傷害」為廣播電視節目及廣告最基本之標準，因此廣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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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出現危險行為、不當商品、不適當的使用方式等，以避免兒童模仿而造成身

心傷害。近年較受到關注的為三高食品廣告，鑒於全世界兒童肥胖比例不斷上升，

歐美國家無論在自律體系或是法律規範上皆開始注意到此一現象，並對此採取相

關規管措施。 

然而，我國法規上較偏重「避免兒童身心傷害」部分，其他兩項原則的相關

規範則較少，而自律準則不僅內容少、零散，且缺乏完整性，因此我國未來在兒

童電視廣告的法律以及自律規定上都必須參考歐美經驗進行補強。研擬出規範的

核心原則，後再據此做更詳細的規範，以發展出完備的準則規範。 

（三）完整自律體系之建立 

相對於我國相，歐美國家的自律體系較為完備，且皆強調應該具有準則標準、

個案申訴與受理流程、公平的裁決與懲治方案等三個部分，並提供業者意見諮詢

及教育訓練。歐美國家在自律的準則標準上皆是以三大項核心原則為骨架，底下

再做更細緻嚴謹的規定。然而我國兒童廣告自律準則內容只有五條，除內容不夠

詳細完整之外，執行效果亦不佳。 

另外，美國 CARU發現違反自律規範之情況，即會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待

調查結束後，將摘要報告公開刊登。歐洲自律組織 EASA則強調必須結合監看

及有效的申訴管道，有效地管理自律準則及處理民眾申訴，最後自律組織之決策

必須公開接受社會檢驗。 

裁決方案部分，美國兒童廣告自律組織 CARU設有由各領域專家擔任顧問

的Advisory Board，負責對廣告個案提供審查意見，並參與修正自律規範的工作。

歐洲自律組織 EASA則強調，在制訂準則時，必須與相關利益團體進行磋商，

歐美皆引入社會的他律力量來協助準則的修正訂定以及申訴處理。 

最後，較好的自律表現係建立在業者完整的專業知識素養之上，因此歐美自

律組織皆強調自律組織亦必須發揮教育的功能，提供業者資訊以及定期的教育訓

練。而我國目前並無一針對兒童廣告的外部自律機制，且現有之自律組織在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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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及裁決與懲治方案方面皆有待加強，因此我國未來在自律機制修正增補時

可以歐美經驗做為參考借鏡。 

三、我國未來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發展可行方向及建議 

以下就整體規範、法律、自律體系及社會他律四個層次分別說明我國兒童電

視廣告未來規範發展之可行方向，並做出建議。 

（一）整體規範 

1. 規範走向應採期許自律先行之三律共管體系 

根據研究分析發現，未來兒童電視廣告整體規範方向應是採取自律、他律、

法律三律共管之共律體系，而為保障新聞自由、提升管理效率與節省社會成本，

應期許以業者自律為優先，業者必須主動針對不當的兒童廣告進行自律，而主管

機關在做出行政懲處之前，亦應先交由業者自律改善。惟從臺灣過去的經驗來

看，媒體自律體系存在缺乏強制力的問題，較少發揮預期的自律效果，且以往不

乏為廣告收益而犧牲兒童權益之情況，因此若業者仍無法做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自

律成果、在主管機關給予的限期之內無明顯改善、或讓類似問題不斷發生，則政

府就應採取相關規範措施。而法律不僅仍然應該對兒童電視廣告設定基本之規範

底線，同時亦可以法律規定自律體系之架構，以其強制性協助建立兒童電視廣告

自律機制。  

此外，廣告行銷商品與品牌的目的，使得消費者對廣告的感覺會特別受到業

者的重視，可能能夠影響廣告決策，且當社會大眾皆具有基本的媒體識讀能力時，

不僅全民監督能夠比較有效率的管理現在無所不在的媒體內容，社會他律所能夠

發揮的監督力量亦不容小覷。雖然國內目前媒體意識尚在初興起之階段，尚未完

全成熟，但是其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同時透過對不當廣告的討論及監督媒體

之實踐，亦能夠協助建立民眾的媒體素養知識。因此，在自律及法律的規範過程

中，社會他律力量的介入管理亦是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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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臺灣整體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之措施上，主管機關應

先協助建立有效之自律機制，並協助培養社會大眾之媒體意識，在規範上以媒體

自律為優先，並輔以社會他律的監督力量向媒體施壓，若於媒體自律無法於限期

之內改善問題，或是避免類似問題重複發生，則再由主管機關以法律強制力進行

裁罰與管理。 

2. 法律及自律規範重點補強 

我國廣告法規以及自律準則在廣告內容上之規定，皆不如歐美國家來得詳盡

以及完整，歐美國家兒童電視廣告內容部分規範以「避免兒童身心傷害」、「經

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為核心原則，基於兒童有限的認知能力，

在廣告產製的過程中，兒童的特質必須被特別考慮，因此「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

部分又延伸出商品資訊必須確實、清楚說明且不得誇大等規定，呈現手法不宜使

兒童產生不切實際之期待或是造成幻想與現實之混淆。又在名人代言部分，基於

兒童平時不只會接觸到兒童節目，一些熱門的卡通人物以及電視名人也會改變其

對商品的認知，因此建議在此部分加入熱門卡通人物以及電視名人等兩種代言人

類型。 

另一方面，由於兒童會藉由觀看電視形成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因此兒童廣告

當中所傳達給兒童的觀念亦必須特別注意，避免使兒童產生偏差觀念。據此延伸

出未來我國法律及自律規範中必須強調兒童廣告應避免對兒童施以任何型態的

購買壓力，且應避免造成兒童比較心理，不得暗示或告知廣告商品能夠幫助兒童

融入同儕團體或是獲得較高的聲望、技巧或其他特殊技能。此外亦不得傷害父母

師長的權威、品味或是價值觀，影響其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同時，避免對他人之

歧視亦相當重要，兒童的認知上在發展階段，應避免使其產生錯誤的社會觀念、

歧視他人。 

而我國目前法規較偏重「避免兒童身心傷害」部分，自律體系則並未做出一

具有整體性且完善的自律準則。因此在法律及自律規範上，皆必須進行補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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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範應加強「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領域相關規定，而自

律準則則必須根據核心原則規畫更詳盡且具整體性的準則內容。 

另外，國內兒童肥胖比率不斷上升，直接衝擊兒童健康，且我國法規雖強調

廣告內容應「避免兒童身心傷害」，但是卻尚未對會造成兒童肥胖的三高食品廣

告進行規定，因此建議未來在此一部分可參考美國CFBAI的規定，避免在非推廣

健康飲食習慣的兒童食品廣告中使用名人代言。其中雖然CFBAI中亦有規定兒童

廣告中應推廣健康的飲食選擇，然而速食店、飲料、零食等食品廣告佔我國兒童

電視廣告商品類型的大部分，因此此規定在國內可能會有實行上之困難，故本研

究建議此部分主要規定還是應放在避免使用名人代言部分，而可另採用播出時段

規定等廣告形式的規範，來輔助減少不健康的商品類型對兒童的影響。 

（二）法律規範 

1. 設立兒少專法，並以案例輔助條文具體化 

目前國內電視廣告法律並未特別針對兒童頻道或是兒童節目前後出現的兒

童電視廣告進行規範，但基於兒童身心發展未完全的特質，政府應該要特別針對

兒童廣告進行規管，以保障兒童權益。且在臺灣兒童節目數與兒童數量不成比例，

且多為卡通節目所取代的狀況下，建議可制定兒少通訊傳播專法，保障兒童免受

商業利益剝削，同時提升國內兒童節目的質與量。惟必須注意的是，國內兒童相

關法令規定四散於不同的法令規範當中，因此未來專法之設立，亦必須整合相關

法源，以利參照並避免業者無所適從的情況發生。 

此外，我國法規廣告內容規範條文中存在許多抽象的法律概念，許多訪談對

象皆質疑容易有自由心證之疑慮。然而在我國大陸法系的法律體制之下，法條保

留模糊的解釋空間有其必要性，以利更廣泛的類推適用於類似的案例。且嚴謹的

立法過程使得法條的修改既不容易又耗時，因此建議以案例討論累積，輔助法條

內容具體化，供業者製播節目及廣告影片時參考對照，並據此作為主管機關裁罰

判決之依據，避免業者無所適從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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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管「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廣告」與「線上遊戲廣告」 

考量兒童健康，目前法律已對菸酒商品廣告進行管制，而未來必須優先規管

的兒童電視廣告商品類型則有「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廣告」與「線上遊

戲廣告」。在以維護兒童健康之前提下，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廣告等直

接影響兒童身體健康的商品類型必須受到特別規範。而線上遊戲過去最令人質疑

的部分在於部分線上遊戲採用過於血腥、暴力以及情色裸露的廣告手法來達到其

宣傳目的，但除此之外，過早接觸線上遊戲可能導致兒童網路成癮或沉迷的狀況，

因此建議可比照菸酒廣告方式，以在廣告中加警語標示的方式管理。 

而其餘如衛生棉、女性內衣等女性衛生用品等商品，主要的問題皆在於廣告

的呈現手法。而女性衛生用品則是因為涉及女性身體、生理等敏感話題，且呈現

方式可能會有性暗示，因而被認為須特別注意，但亦有人認為女性用品廣告係屬

於親子健康教育之一環，能夠幫助兒童了解衛教知識，因此其規管重點應放在廣

告的呈現手法上，在兒童節目時段播出以上類型商品廣告，必須以健康、清新且

適合兒童的方式呈現，以避免傷害兒童身心健康。 

而歐洲直接禁止特定或全部兒童廣告的方式在臺灣並不適用，基於我國兒童

頻道收視率、廣告量、廣告單價皆較低，又頻道分眾化清楚限縮其商品類型，若

再做限縮則可能影響兒童頻道生計及兒童節目品質，且國內並沒有歐洲國家的高

稅收能夠支持政府對兒童頻道進行過多的補助或照顧，因此在規範上宜以播出時

段限制等形式規範的方式來進行管理，而避免使用禁止廣告之方式規管。 

3. 對相關法規需修正增補處之具體建議 

我國現有兒童電視廣告法規未來應修改之處包含設立兒童傳播政策專法、廣

告內容規定以及規管特定類型商品等三大部分。以下將針對此三部分提供具體的

修改建議。 

(1) 兒童傳播政策專法 

從政策的急迫性來看，雖然設立兒童傳播政策專法能夠從提供兒童比較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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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保障，但是修改現有法規在立法程序上較設立新法更為容易且快速，因此

為盡快提供兒童在電視廣告上權益之保障，建議先以修改現有法規之方式，在相

關法規中增補對於廣告內容以及「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廣告」與「線上

遊戲廣告」等特定商品類型之廣告。又由於國內近年兒童肥胖問題日益嚴重，與

線上遊戲的蓬勃發展，因此對於「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廣告」與「線上

遊戲廣告」等特定商品類型廣告的規管，又優先於廣告內容規定的修改。 

(2) 規管特定類型商品 

在避免影響兒童健康的考量下，我國未來必須優先規管的兒童電視廣告商品

類型為「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與「線上遊戲」廣告。而鑒於國內兒童

頻道業者在收視率及廣告收益上都不如新聞及綜合性等其他類型的頻道，因此對

於「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與「線上遊戲」廣告的規範宜採時段管制的

方式進行，而不適宜直接禁止其廣告。另外線上遊戲廣告可比照菸酒廣告，在廣

告當中加示警語提醒兒童過度沉迷線上遊戲有害身心健康。 

由於目前國內針對特定廣告商品類型的規範係分散於各商品類型適用的法

規當中，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規管，因此藥品、健康食品以及三高食品的

廣告時段規範建議分別於〈藥事法〉以及〈食品衛生管理法〉中去規定。而線上

遊戲目前在法律中僅有〈遊戲軟體分級辦法〉規定遊戲軟體必須進行分級，而未

有針對其廣告的相關規定，但考量兒童族群的特殊性，以及設立新法的困難度，

因此建議未來可以將相關規定增補於直接保障兒童權利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當中。 

而特定商品類型時段規定之標準，因必須考量的因素包含商品特性、目標族

群收視習慣、可能產生之影響等等，因此未來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以上因

素進行研究與商討後再行訂定，而不屬於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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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告內容 

廣告內容部分則如前所述，應補強「兒童經驗不足及輕信特質」以及「社會

價值維護」兩部分。而我國主要對於電視廣告內容的規定見於〈有線廣播電視廣

告製播準則〉及〈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當中，規定廣播電視廣告內容不

得有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情形，並設有十七條構成妨害身心健康的判斷標

準。另有〈公平交易法〉在第二十一條規定當中，規範廣告商品及內容不得虛偽

不實或有引人錯誤之表現。 

由於「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特質」所延伸出的是兒童廣告中的商品資訊必須

正確且清楚的呈現，不得誇大或是誤導兒童。因此建議將此部分增補於〈公平交

易法〉當中，除原本第二十一條當中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

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外，還應特別針對兒童電視廣告增加三

項條文。 

首先兒童廣告中的商品資訊必須正確且清楚地呈現，不得誇大或誤導兒童關

於商品性能、數量、使用方法、內容物、營養成分等商品資訊的認知，且必須以

兒童能夠理解之方式呈現。再者，廣告中若包含贈品、競賽或是抽獎等活動，贈

品、獎品或是競賽方式皆必須清楚正確的交代，不得使兒童產生不切實際之期望。

最後，廣告內容不宜過度使用不真實的呈現手法，尤其大部分兒童廣告會以動畫

方式呈現，應避免使兒童無法辨別幻想與現實之差別。 

而名人代言的部分，原先則規定於〈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及〈衛星

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構成妨害身心健康判斷標準的第六條「利用兒童或少年

對師長、醫師或兒童節目主持人之信賴心理，對產品作推廣宣傳者」，考量除師

長、醫師及兒童節目主持人之外，兒童常接觸的卡通人物及電視名人亦會改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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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對商品的態度，因此此部分建議再加入兒童卡通人物及電視名人兩項代言人類

型的限制。 

另外在「社會價值維護」部分，〈有線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及〈衛星廣

播電視廣告製播準則〉構成妨害身心健康判斷標準的第二條「對尊敬師長等固有

道德觀念產生不良影響者」，可再延伸規定不得損害家長或師長之權威、品味或

判斷力，或是破壞兒童對於家長或師長的信任。第五條「直接唆使兒童或少年要

求家長接受廣告之建議者」，應再加入規範不應對兒童施以任何型態的購買壓力。

而第十一條「以擁有廣告商品作為受人尊敬之標準者」，則可以更進一步詳細的

規定廣告不應暗示或告知兒童，擁有該商品能夠利於融入同儕，或是獲得較高的

聲望、技巧或其他特殊能力，造成兒童的比較心理。另外，在構成妨害身心健康

判斷標準當中應再加入廣告不得造成任何類型的歧視。 

（三）建立完整自律體系 

國內以自律優先之前提是必須要有完整的自律體系，然而國內廣告規範

偏重政府規範，因此完整自律體系的建立為目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首

要之務。同時目前產業價值鏈下游頻道業者的自律情況較上端的廣告業者更

為完善，因此未來加強廣告業者的自律參與有其必要，以確保源頭生產的廣

告品質。另一方面，目前國內已有許多運作多年的公會組織，但是其中針對

兒童電視廣告的自律情況並不足，因此建議未來可直接在現有之公會組織下

設兒童相關事務之委員會，以提升效率並避免資源浪費。而國內目前自律體

系在建立完整自律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增補之處則整理如下。 

1. 補強自律準則內容 

國內外部自律體系針對兒童電視廣告的自律準則，僅有台北市廣告業經營人

協會（4A）訂定之〈廣告標準法〉，其中有特別提及對兒童廣告的規範，然而

實際規定內容只有五條，遠不如法律及兒童頻道業者的內部自律規範來得完整，

且內容缺乏整體性的原則及規範，因此建議未來自律準則修正之方向應比照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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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法律規範改善之方向，針對「避免兒童身心傷害」、「兒童經驗不足與輕信

的特質」及「社會價值維護」三原則，分別延伸制定更詳細的準則內容。 

另一方面，在自律準則的訂定及執行過程中，個案案例亦相當重要，透過問

題案例的討論，能夠針對自律規範的不足之處進行增補，並且藉由案例的輔助說

明與定期討論修正，期使自律準則內容更為具體化，並能夠因應社會、科技與廣

告產業之變遷。 

2. 重視個案投訴管理 

自律體系雖然是以業者自行管理為主，但仍必須開放地接受社會各界的

建議與批評，以提升媒體自律的效果以及效率，同時避免業者基於業界生態

或經濟考量所產生的盲點或偏差，因此，自律體系的必須建立完整的個案申

訴與受理流程，處理各界的意見與批評。 

此部分自律體系應有一平台接受閱聽人投訴，接到投訴之後，必須設有

一專職人員負責，且自律體系應針對申訴處理訂出期限，在限期之內完成處

理程序，並回覆給投訴者，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業者處理投訴時之心態。目

前最常接到閱聽人投訴的單位為頻道業者或是主管機關，閱聽人往往在認為

向業者投訴無法獲得改善的情況下，會轉而求助於主管機關的法律強制力，

但是比較少會向外部自律組織投訴。 

其中的部份原因即在於，閱聽人認為向媒體業者投訴未受到重視，或是

問題無法獲得改善，但投訴若進入主管機關行政管道，則主管機關不得不處

理，因此，若業者能認真對待閱聽人申訴，不僅能夠提升閱聽人對於自律體

系的信心及信任，同時也能節省行政資源。另一方面，必須同時加強閱聽人

的媒體素養，使其了解監督媒體之方式、管道與流程。 

3. 提升自律強制力 

國內媒體自律體系執行效果不彰，而改善媒體自律效能必須從參與者種類以

及組織強制力兩方面著手。目前國內媒體自律機制最大問題即在於缺乏強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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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目前國內廣告及頻道公會組織亦皆未有有效的懲治方案，因此自律效果往往都

得仰賴業者自發性的配合，自律組織的意見比較類似於道德勸說，無法有效地促

使業者改善。 

為改善缺乏強制力的問題，媒體必須納入產業外的自律力量，並且提出有效

的懲治方案。目前衛星電視公會在新聞自律方面即有邀請學者專家、公民團體擔

任委員，針對自律情況及準則進行審議，但是懲治措施只能依賴業者自律配合。

另外我國報業公會下的「新聞評議會」採取類似於美國 CARU 的懲治措施，將

審查結果公告於大眾媒體上，然而同樣在自律體系不具有強制性的前提下，媒體

不一定要配合刊播審查結果，因此仍無法解決自律體系缺乏強制力的問題。 

然而基於電視頻道申設營運必須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執照並定期換發，且

NCC在頻道申設或是執照換發時皆會考量業者過去之表現，又電視頻道無法在沒

有執照的情況下播出，執照直接關係到頻道的生存。因此本研究建議電視廣告的

自律機制可以結合頻道執照換發機制，並納入社會他律力量，由業者、社會團體、

專家學者及家長、消費者代表針對案例進行討論後，提出建議供業者改善，並將

結果加以記錄，若業者未於限期內改善或是違規累積過多，則可備請主管機關作

為申請換照之參考依據。而投訴處理或是個案裁決皆必須定期公開供外界檢驗。

政府亦可以將權力下放，賦予外部自律組織執行裁決的強制力或是仲裁權力，以

減少主管機關介入管理的情況。 

（四）他律體系 

1. 整合社會團體力量 

如前述分析，我國目前社會團體較關注的是新聞媒體表現，以及兒童節目的

質量問題，然而在媒體的商業模式之下，節目與廣告間實乃互相影響、密不可分，

且節目與廣告相連，兒童在觀看電視節目的同時，亦無可避免地會接觸到廣告內

容。因此建議可將兒童廣告議題與兒童節目議題結合共同關注，一來可以節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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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資源，二來利用兒童節目議題的關注，能夠帶動社會對兒童廣告議題的關

注。 

而目前國內社會團體的問題在於，其中亦不乏關心兒少議題者，然而大多數

社會團體關心的標的是電視新聞及節目，較少將關心移到秒數較短的廣告上，且

各社會團體之間的力量未整合，又可能在業務上互相重疊，因而削弱社會團體的

影響力。因此，在兒童電視廣告議題上，建議可以組成聯盟之方式整合不同領域

之社會團體進行分工，並依照個別團體之專長分工，讓各團體能夠在其擅長之領

域發揮專長，提升議題深度，同時避免工作重疊造成之資源浪費，並達到力量整

合之綜效。 

2. 加強媒體素養教育 

在資本主義市場導向之下，廣告主對於消費者意見通常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

視，使得消費者反應往往能夠成為真正影響廣告決策的一股力量，市場反應良好

亦經常是媒體用以反對外在規範介入之理由。然而國內近年公民媒體意識雖有逐

漸高漲之趨勢，卻仍不夠成熟，大部分閱聽人對於其身為「媒體主人」的身分缺

乏自覺，對於媒體運作以及監督的管道及方式仍不夠了解，因此加強媒體素養教

育以及培養閱聽人媒體識讀之能力顯得格外重要。而針對閱聽人的媒體素養教育

除了要讓其了解廣告運作方式之外，同時如何監督廣告表現亦是媒體素養教育之

重點。 

另一方面，為提升兒童電視廣告相關從業人員之專業素養，避免在專業知識

不足之下產生爭議性廣告，亦必須定期提供媒體從業人員專業知識的教育訓練，

此部分可由各頻道自行提供，亦可以由外部自律組織或主管機關舉辦，以協助提

升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業者專業素養。 

3. 他律組織應加入業者及閱聽人參與，維持成員多元性 

目前國內除了媒體自律組織會邀請社會團體、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之外，NCC

亦邀請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代表組成他律組織─「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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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織的問題在於缺乏業者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協力機制，僅由被檢舉之當事人在

個案被提交委員會討論之前提出陳述意見，並沒有在會議中納入其他業者的參

與。 

然而，參考社會團體、專家學者的意見，卻未邀請業者代表參與，不僅對業

者不公平，其意見之多元性及周全性亦不足，且前述何吉森（2012.03.05）曾經

指出目前NCC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相關資料較缺乏。因此建議NCC在「廣播電視

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當中納入業者參與，邀請業者參與案例的討論，讓非當事人

之業者可以從業界角度表達意見，藉此形成主管機關及業者對於法規的共識，同

時主管機關也可以透過與業者之溝通，了解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狀況以及目前業者

自律之情況，並進行意見之交流。 

另外，基於廣告的商業特性，建議可以再納入消費者及閱聽人代表，以使意

見表達更具有多元性，並且各類別成員的數量必須依照比例分配，以避免產生由

某一方主導意見走向的狀況。 

（五）總結 

廣告規範過程中最大的阻力在於廣告本身融合傳播與商業的特質，使得廣告

規範無法與商業力量脫鉤，營收狀況左右著兒童頻道業者承接廣告的標準，在各

自的利益考量下，兒童頻道業者對於兒童電視廣告自律規範亦缺乏共識，且強制

力不足的問題，讓自律機制只能防「君子」卻防不了「小人」。如此使得成功的

媒體自律顯得遙不可及，也讓國內公民社會對於媒體自律缺乏信心，轉而希望透

過國家的力量監理媒體表現。 

國內媒體管制在解嚴後不斷往美國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使得國家的規管成

為敏感話題，不斷遭受批評，然而現今令人失望的媒體亂象，卻都是自由主義過

度放任的結果。因此現階段國家要做的除了是針對兒童電視廣告研議規管措施之

外，更長期的目標是要去協助業者建立完善的外部自律機制，並確保其能正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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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部分除了透過法律去規定自律架構之外，亦可以下放權力至自律機制，補

強其缺乏強制力的問題。  

另一方面，業者本身也必須認知到，隨著近年臺灣社會對於媒體的信任度越

來越低，若仍堅持罔顧兒童的收視權益，在兒童節目時段承接不適當的廣告，或

是基於收益考量削減兒童節目的數量、剝奪兒童收視優質節目的權利，則不斷消

耗的只是閱聽人的信任以及專業形象，最終反而失去其賴以維生的閱聽眾收視率。

因此，媒體自律不應只是作為反對法律規範媒體表現的擋箭牌，亦是重新建立閱

聽人對媒體信任的方法，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業者應以長遠的眼光來思考當前收益

與媒體產業永續發展之間的權衡。 

另外，獨立社會團體與公民社會在規範過程中亦有其無可取代的功能，現今

許多規範與法案皆是在這些獨立社會團體的推動下，才得以獲得進展，且作為國

家力量與媒體結構之外的公正第三人，其與公民社會能夠提供第三方的制衡力量，

避免國家或是媒體某一方力量過於強大所造成的失衡。因此，國家可以在媒體規

管過程中納入獨立社會團體與公民社會的力量，以顧問或委員會的方式，邀請社

會團體及公民社會代表針對規管個案或規範提供意見。 

綜合而言，國內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目前最需要的即是先以國家的規範力量畫

出兒童電視廣告的規範底線，並解決當前的問題，如規管三高食品及線上遊戲廣

告、強化兒童廣告內容規範等，長期則是透過適當的權力下放，輔助自律機制與

社會他律力量的建立，以完成自律、他律、法律的三律共管機制的目標。其中業

者的心態亦必須改變，不應只看眼前收益，為求未來國內媒體產業之健全發展，

應該更重視自律機制的推動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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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代表性限制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針對國內兒童電視廣告業者、主管機關、社會團體

及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我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需改進增補之處、未來

發展方向以及歐美經驗應用於我國的可行性。研究對象之選擇係為研究者依據兒

童電視廣告業者、主管機關、社會團體及專家學者等類別，羅列國內各類別代表

團體或個人。一則最初訪談對象係由研究者主觀判斷抽取，二則各團體或個人之

訪談意願亦會影響最終訪談名單，因此訪談對象可能會有代表性的問題，無法推

論至整體臺灣社會的狀況。 

 

二、資料限制 

我國對於兒童電視廣告的關注尚不足，兒童電視廣告相關之產業資料及實證

研究亦較少，且在兒童電視廣告之廣告商品類型以及呈現方式多為短時間的研究

或資料，因此此部分只能就僅有的資料進行分析，無法了解歷年的變化歷程，可

能無法推論到整體兒童電視廣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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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取向方面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針對兒童電視廣告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及產業資料較少，

然而此兩項資料皆是進行規範研究，或是制定相關規範時的重要資訊與依據，因

此建議未來有興趣之研究者可以改採量化取向的實證研究，探討我國目前兒童電

視廣告與本研究之規範理由間的關連性，例如國內兒童肥胖與電視廣告之間的關

連性，以做為我國未來規範之參考立基。 

二、研究議題方面 

由於本研究係從較鉅觀的角度出發，探討國內整體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的不足

之處及未來發展之方向，雖有分別再就法律、自律體系及社會他律三個規範層次

進行檢視，但礙於篇幅及研究重點之限制，無法針對各層次再做太深入之探討，

如兒童電視廣告的自律規範背後之倫理意涵，以及未來媒體素養教育之規劃。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本研究之架構作為依據，再深入探討各規範層次，

亦能對整體兒童電視廣告規範有所了解，以期能夠同時兼顧微觀及鉅觀的角度，

對研究議題做更深入的分析。 

三、研究對象方面 

研究訪談過程中，許多訪談對象強調，近年網際網路興起，已經逐漸成為電

視以外兒童最常接觸的媒體，而目前國內雖有開始針對兒童網路使用安全進行相

關的探討與措施規劃，然而目前尚未出現一套完整的管理方式，因此建議後續研

究可以將焦點放在兒童與網路廣告之上，對照電視與網路媒體特質的差異，探討

網路廣告可能對兒童的影響及相關的規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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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國內現行兒童電視廣告規範不足之處及改善方向 

1. 請問您認為以下兒童電視廣告規範目的（亦即必須規範兒童廣告之理由）的

重要性排序為何？請說明原因。 

(1)消費力控制、(2)兒童肥胖、(3)模仿行為、(4)影響親子關係、(5)其他。 

2. 請問您認為臺灣兒童電視廣告之規範方向應該為何？（法律為主？自律為主？

他律？共律？） 

法規＆政策 

1.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相關法規部分是否足夠？為什麼？ 

2. 承上題，若不足，請問您認為哪些部份需要加強？為什麼？ 

3.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法規需要改進之處為何？該如何改進？ 

4. 請問您認為法律應該規範兒童電視廣告的哪些部分？形式（如時間、時段、

播出頻率、呈現手法、置入性行銷、節目廣告化等）、內容（行銷手法、廣

告內容）或是其他？原因為何？ 

5. 請問您認為目前國內法律規範兒童電視廣告之內容部分是否有需要改進之

處？該如何改進？ 

6. 請問您認為目前國內法律規範兒童電視廣告之形式部分是否有需要改進之

處？該如何改進？ 

7. 請問您認為除了目前已有規範之菸酒產品之外，政府應該再將哪些商品類型

的兒童廣告納入規範？為什麼？ 

8. 請問您認為，若政府立法對兒童電視廣告作更全面的規範，會為廣告及媒體

產業帶來什麼可能的影響？為什麼？ 

9. 美國針對兒童電視設有專法〈兒童電視法〉，請問您認為臺灣是否也應該設

立兒童傳播政策之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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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減少廣告對兒童以及兒童節目生存的影響，請問您是否贊成由政府出資補

助或獎勵優質兒童電視節目製作？請問您認為可行的補助或獎勵辦法應該

為何？ 

自律 

1.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業者及媒體的自律是否足夠？原因為

何？ 

2. 承上題，業者及媒體的自律不足，請問您認為哪些部份需要加強？為什麼？ 

3.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電視廣告自律體系需要改進之處為何？該如何改進？ 

4. 請問您知道目前臺灣是否有針對電視廣告的自律準則？您認為此準則有無

實際執行與效果？你認為此準則是否完備？若不完備，請問則該如何改進？ 

5. 目前臺灣電視廣告自律部分，尚未有接受民眾投訴與相關的處理機制，對此

請問您認為可以如何改進？ 

6. 請問對於自律體系要如何建立公平的決策機制與執行裁決之懲治方案，您的

具體建議是？ 

7. 歐美的自律組織會聘請專家學者、業者、社會團體代表作為顧問，提供專業

意見協助修改自律規範以及參與民眾申訴之評審過程。請問您認為，這樣的

方式在臺灣是否可行？原因為何？若不可行，請問您的建議為何？ 

8. 請問您認為若遇到自律體系無法解決之爭議時，應該將個案轉交由什麼體系

處理？（行政管道？、司法體系？公民社會？媒體他律組織？） 

他律 

1.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兒童電視廣告，來自於社會團體的他律體系是否足夠？

原因為何？ 

2. 承上題，若不足，請問您認為哪些部份需要加強？原因為何？ 

3.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電視廣告他律體系需要改進之處為何？該如何改進？ 

4. NCC曾於 2009年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中規定成立媒體內容他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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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諮詢會議」，成員由主管機關、頻道事業商業、公民團體代表、專

家學者共同組成，負責媒體不當內容的審議及內容標準之研訂。請問您是否

贊成這項措施？原因為何？若否，請問您的建議是？ 

5. 最後，請問您有無欲補充的意見或想法？ 

第二部分：國內兒童電視廣告產業發展與現況：這部分為了瞭解臺灣兒童電視廣

告產業的發展與現況。以下問題請回答您了解的部分即可，或是請您告知可獲取

相關資料之管道。 

1. 請問從過去到現在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的廣告型態（節目廣告化、置入性行銷）

有什麼變化？影響這些變化的主要因素為何？ 

2. 請問從過去到現在臺灣兒童電視廣告的商品類型有什麼變化？影響這些變

化的主要因素為何？ 

3. 請問從過去到現在臺灣兒童電視廣告在內容的呈現手法（動畫、卡通人物、

名人代言等）上有什麼變化？影響這些變化的主要因素為何？ 

4. 請問您認為，臺灣整體兒童節目及兒童頻道歷年廣告量的變化為何？是變多、

變少還是不變？原因為何？ 

5. 請問您認為，臺灣整體兒童電視節目及兒童頻道歷年收視率的變化為何？是

變多、變少還是不變？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