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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興媒體蓬勃發展，自媒體崛起，對傳統媒體帶來衝擊，但研究者發
現當前法規並無太多對自媒體內容的規範，使自媒體易因發布不當內容而產生爭
議。本文以 YouTube 為例，從文獻分析法探討 YouTuber 藉自媒體對閱聽眾的影
響，並參考各國傳統媒體現有規範，本文提出：其一：YouTuber 應負的社會責任，
其二：自媒體平台應立合理管制，如：依年齡管制保護兒少、不同平台間管制需
取平衡、有偏見的資訊來源應篩檢、資訊取得須具合法性，以及應訂檢舉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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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十年來，新興媒體發展越來越多元，私人化、普及化、自主化的自媒體也
因運而生，尤以透過網路媒體作為發布管道者為甚，加上人手一機、攝影器材的
普及，人人都可以拍攝影音資訊上傳到網路平台。就像 2006 年末《Time》雜誌
的年度風雲人物封面選擇「YOU」作為意象，似乎傳遞了素人的影響力提升、平
民自主發表將成為新的矚目焦點1（Kevin Cheng，2014）。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 YouTube 平台為最多網路使用者收看影音資訊的平
台之一、也是印象分數最高的影音分享網站，在網站裡除了閱聽眾以外，還有一
群發布影音資訊而獲得名聲與影響力的一群人──YouTuber，但本組也常在新聞
報導中聽到 YouTuber 影片引發討論或輿論撻伐的情況，因此，本組想藉由幾個
YouTuber 相關的新聞案例為出發，了解自媒體的崛起與影響，網路媒體可能帶
給社會哪些衝擊？如何影響閱聽人？藉影片傳達是否讓閱聽民眾更接近社會議
題的真相？而當平台中的影音資訊過於偏激或負面，那些具爭論性的 YouTube 影
片，是否有法規可以規範？或做為行動者的我們能做什麼改變？也是本組欲在研
究中探討的部分。
二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組採用文獻分析法，先定義自媒體並區別與傳統媒體之異同，再聚焦到
YouTube 這個媒體平台上，了解其發展運作模式。YouTube 其中最值錢的資產便
是 YouTuber，本組會談及 YouTube 如何結合 YouTuber 帶給社會一定的影響力，
其中包括對舊媒體衝擊、對閱聽眾影響和 YouTube 閱聽眾反向影響 YouTuber 及
其社會責任等等。

貳、自媒體介紹——以 YouTube 爲例
一、何爲自媒體？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自媒體迅速崛起，自媒體可謂一個大集合，部落客用部
落格發文、Liner 使用 Line 群組經營社群、YouTuber 使用直播或者影片提高自己
的人氣等等都屬於自媒體的一個元素。爲了更清楚自媒體定義，在此引入網上資
料對自媒體定義的詮釋：
自媒體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傳播者，以現代化、電子
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範性及非規範性信

1

原文由吳象元（2014）翻譯改寫，原文作者：Kevi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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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新媒體的總稱，也叫“個人媒體”。2
由此看來，相比傳統媒體如報章以文字爲主、雜誌以圖文爲主、廣播以聲音
爲主，自媒體更能透過電子化的手段同時整合文字、圖文和影像與聲音在何時何
地快速的傳遞訊息，做到即時互動的效果。本組認為 YouTube 平台符合自媒體的
定義，私人、一般使用者能自主藉其像不定大塚傳播，也擁有自媒體整合、能即
時互動的元素，且近十多年來廣為全球人們所使用，因此本組欲以 YouTube 為
例，作為本文主要分析對象，後續將繼續說明。
二、YouTube 成立背景與簡史
YouTube 公司於 2005 年 2 月 15 日由三名前 Paypal 員工查德˙赫利、陳士
駿、喬德˙卡裡姆成立，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聖馬特奧。在同一天裡，YouTube
公司也正式註冊使用功能變數名稱 www.YouTube.com。YouTube 當初創辦原意是
爲了方便朋友之間分享錄影片段，最早是藉由風險投資進而發展的新興科技公司，
一共從紅杉資本收到 1150 萬美元的投資金額，公司才得以資本發展至現今之規
模。次年 10 月 9 日，Google 宣佈以 16.5 億美元的股票收購了 YouTube 網站，
YouTube 因此成爲 Google 的子公司之一。直到 2007 年 10 月 17 日及 18 日，
YouTube 才分別開放了臺灣及香港兩地的中文網站，也就是現今人們可以在臺灣
瀏覽到的繁體中文版本 YouTube 網站。至今，總部依舊設在加利福尼亞州，但是
卻換到聖布魯諾城市。3
三、YouTube 運作模式
YouTube 的經營模式深深影響著以 YouTube 賴以維生的 YouTuber，爲此本組
才要探討 YouTube 的運作模式。「YouTube 的賺錢途徑和收購它的公司 Google 一
樣，都是利用他們強大的瀏覽量來賺廣告商的錢。無論是影片開頭那些無法跳過
的影音廣告，還是頁面旁邊那個小小的廣告格，這些全部都是 YouTube，或者說
是 Google 的收入來源。」4由此看來，YouTube 和其他免費的瀏覽網站或者免費
的手機軟體、游戲經營模式類似，都是靠使用者對廣告的點擊率獲得盈利。那作
爲 YouTube 的資產 YouTuber 的收入不難看出一樣得益於廣告。只要使用者點擊
了 YouTube 頁面中的廣告或者瀏覽了 YouTube 的片頭廣告，YouTuber 就能賺到
分潤。
爲了更清楚瞭解 YouTube 的分潤機制，本組引入「YouTube 合作夥伴計劃」
這個名詞，這個計劃主要敘述了「只要頻道在過去 12 個月的累計觀看時數達到

2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5%AA%92%E4%BD%93。

3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

4

Youtube Lover，〈到底 YOUTUBER 是怎樣賺錢的呢？〉，

http://www.theyoutubelover.com/2015/01/31/write_something_how_do_youtuber_earn_money/#more-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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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小時且訂閱人數超過 1,000 人，YouTube 公司就會審核該頻道是否符合加
入本計劃的資格，YouTuber 就能為自己的 YouTube 影片啟用營利功能」。5帶給
YouTuber 收入的廣告大致上分成三類：片頭的影音廣告、YouTube 頁面中的廣告
區和 YouTube 影片下方的彈出式廣告。由於 YouTube 的分潤機制是不公開的，網
上的資料亦不多，但是有些網友還是根據他們戶口收入推算出 YouTube 粗略的廣
告分潤制。在此引入一段網上資料：
影音廣告：按瀏覽量計算。每一個瀏覽人次需要看超過 30 秒，或是超過
廣告長度的一半才算一次瀏覽。大概是 5 美元／1000 瀏覽量。
廣告區：按點擊率計算。相傳每一個廣告的價錢都不一樣，根據廣告的價
值 YouTuber 可以獲得不同程度的收入。
彈出式廣告：大約 0.8 美分／1000 瀏覽量。6
由此看來，YouTuber 單靠廣告作爲維持生計的收入來源確實不太可靠，但若
作爲一個超人氣的網紅，靠著自己的名氣達到超高點閱率，再打造自己的品牌，
YouTuber 或許可以成爲正職，從中賺取雄厚的利潤。簡而言之，YouTuber 所賺
的錢取決于他們的受歡迎程度的，爲此這個過程難免會有人不擇手段達到超高的
人氣以賺取雄厚分潤，從而帶給社會一些衝擊或者不利的影響。當然，本組也不
排除有些 YouTuber 的頻道會帶給社會一些正能量或者提高我們的常識與知識水
平。

參、YouTube 作為自媒體對社會的影響
一、對傳統媒體衝擊
如同一位媒體理論者米羅域斯（Meyrowitz）說過：「我們不該只是關注新媒
體帶來的新內容，而應該探究新表達形式造成的社會及文化改變」，因此，我們
以下先說明 YouTube 作為新興媒體，它對傳統媒體帶來的衝擊有哪些？
（一）形成新的共享場所
首先，YouTube 廣為大眾使用以後，它形成了一個新的共享場所，如資策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MIC）在 2016 年調查結果顯示：有六成的網友認為 YouTube 瓜
分了接觸傳統媒體的時間；其中三成二的使用者表示「減少收看電視的時間」，
31.6%則認為「減少閱讀報紙的時間」
、 28.8%使用者表示「減少閱讀雜誌的時間」
；
甚至美國也有調查指出，42%的美國網民表示他們喜歡瀏覽網上短片。而那些經
常到訪 YouTube 網站的網民，其中三分之一更表示，由於要瀏覽短片，所以他們

5

關於 YouTube 合作夥伴計劃，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72851?hl=zh-

Hant。
6

同註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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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看電視的時間。
（二）傳播權與監督權的結構改變
在傳統媒體時代時，傳播權及播什麼內容都掌握在傳播機構的手中，但
YouTube 現象顛覆了這個權力結構，讓「使用者主導的內容能夠進入社會主流」
，
還有 YouTube 帶來人人都可以當記者的風潮，民眾可以把身邊不公不義的事件
拍成影片傳上去，形成全民監察的現象；YouTube 顛覆廣告人與消費者的分野，
因為可以藉由這個平台推銷自己或幫忙打廣告，行銷就不再只是廣告公司的特例
了。
（三）傳統媒體開始嘗試結合新媒體轉型
看到新興媒體的趨勢以後也開始轉型，比如許多新聞台也開始做網路播報，
或是把一些直播預告丟到 YouTube 上，讓平常沒有看電視習慣的使用者 也許看
了預告會轉開電視來收看。
（四）傳統媒體素養培養的重心改變
再來，YouTube 帶來的衝擊還有「傳媒教育的革新」，例如香港有大學推動
「反思參與模式」，讓學生練習批判思維，也積極加入創作，這個反思參與模式
下欲培育的傳媒素養有以下特色與內容，參考表 1：
表 1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反思參與模式

模式下培養的能力

內容

1.反思式醒覺力
（reflexive awareness）

使傳媒使用者了解媒體的影響力；能反思自己的
創作動機，也思考分享製作成果的後果，如會否破
壞別人形象。

無論表達或接收傳媒訊息的時候，都能辨認傳媒
2. 辨識能力
訊息背後的價值觀，能分辦內容真偽，鑑別品味。
（discriminative judgment） 創作可以搞笑好玩，但若果作虛弄假及品味低俗，
就破壞了分享平台的純樸性。
3. 創意學習
（creative learning）

認識傳媒運作，熟悉媒體製作技巧，懂得從製作及
分享訊息中尋求樂趣，並從中獲取知識。

4. 社會監察能力
（social monitoring）

具備良好地球公民意識，對社會及周遭事物有敏
銳觸角及監察力，監察以社會正義、公眾利益和促
進民主為依歸，了解傳媒的角色，不被人利用。

5. 合宜參與
（decent participation）

保持共享平台的自由及開放，包容不同意見，關注
社群褔利。在參與製作及分享的過程中，懂得遵守
法律和道德操守。遵重版權，避免侵犯隱私、誹謗
及濫發宣傳。不鼓吹暴力及不宣揚不良風氣。
（此表由本組整理）

另外本組也查到 106 年度科技部辦理一個「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
，希
望參與計畫獲選補助的團隊，能撰寫 48 篇有科技新知的專題報導，並要求嚴謹
6

準確性，也藉此傳遞科普知識給大眾。
由此可知 YouTube 等自媒體對傳統媒體從權力結構到教育推廣方面都有所
衝擊與影響。
二、YouTuber 對閱聽大眾影響
此節本組舉兩個案例說明 YouTuber 藉由 YouTube 這個平台，他們藉由他們
的影片、形塑出的形象和觀感，對閱聽大眾有哪些方面的影響？希望能藉此二節，
與第三節「YouTube 閱聽眾反向影響 YouTuber」，探討閱聽眾是否具能動性能夠
反過來影響 YouTuber、YouTube 平台？最後歸結討論閱聽眾的媒體素養與
YouTuber 的責任，提出本組的結論。
（一） 正面社會形象影響——以冏星人案例爲例
冏星人大家可能都聽過或看過他的影片，她是一位以假鬍子為形象特色的
YouTuber，她除了一般影評、或與生命經驗有關的影片外，她最多人贊助與收看
的影片是書籍介紹。在她做每一個書介紹影片都花了十足功夫，除了閱讀兩到三
次，每次都做筆記、擬劇本、拆成流暢口語然後練習整個流程會花 40 到 50 小時
才能做出最後 10 分鐘的影片，是相當用心的。

（圖片取自 https://news.readmoo.com/2017/10/27/171027-interview-with-11-host/）

再來，冏星人她自己的生命經驗使得她關心社會議題，因故她的 YouTube 頻
道也有這方面的影片，例如她曾經在專訪影片提到老一輩與年輕這代之間的溝通
問題、心理與行動落差等問題，比如說上一輩的人剛好在經濟起飛的年代，生活
水準漸拉高，年輕這代經濟沒像以前那麼蓬勃，但卻被上一代用比較高規格的眼
光要求、標籤這一代太草莓。她提出，也許家長們不一定要給那麼多建議，反而
放手讓孩子們反思自己要的是什麼，希望年輕人少點憤怒仇富多想想改變自己。
有的影片，冏星人也呼籲長輩們一起看 YouTube 去理解、去重新建構現代社會想
像。

7

「我覺得成功就是提供社會價值，貢獻給他人，當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很爽、
很有錢，是沒有意義的，人必須與別人產生好的連結，那才是成功，所以直白地
講，貢獻他人就是成功。」 7
冏星人用影片傳達正面價值觀，本組認為這類型的 YouTuber 與一般推薦美
食、旅行、搞笑影片的 YouTuber 不一樣，她讓閱聽眾能在看影片的時候，既能
加入議題討論，又能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並尋找屬於自己的成功的定義。
（二）負面社會觀感影響──以聖結石直播失言抹黑為例
身為一位在台灣擁有百萬訂閱的 YouTuber--聖結石，在過去曾經發生過在
網路上失言並抹黑前女友為殺人兇手，引起許多網友的關注，但在日後經由檢察
官調查後，其前女友是清白的。而在事後聖結石也以網路直播向大家道歉，並表
明當時自己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也未經查證後就 PO 文。8

（圖片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320/2582712。此文後來已被撤下。）

從此事件可以將其分成下列幾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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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冏星人專訪影片〈魯蛇翻身當紅 YouTuber 囧星人：這個社會很公平〉說的話：

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8_data/generation_conversation/jiong.html。
8

聖潔石所提的梁女疑似涉及的案情為 2017 年 3 月的「南港小模姦殺」案，原案情補充如下：

2017 年 3 月 1 日，小模特兒（小模）陳姓 24 歲女子，在臺北市南港萬象大樓地下室被姦殺。由
於事件伊始，兇手「程男」謊稱，是陳女的閨密「梁女」與自己合謀誘出並殺害陳女。程宇與梁
女在臺中被捕，由於有串供、逃亡之虞，兩人皆被收押。2017 年 3 月 6 日 14 時，士林地檢署綜
合各項事證，認為是程宇刻意誤導檢方辦案，誣陷梁女，梁女涉案程度大為降低，將梁女釋放，
但諭令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和限制住居。目前檢方認為梁女並無涉案，予以不起訴處分。（參考
http://t.cn/RubBPS4。）不起訴判決還沒出爐前，聖潔石被人挖出曾和梁女交往的過去，並曾經被
說劈腿，故聖潔石在自己臉書說：「老天有眼，我從來沒有做錯事，那些網路霸凌的人呢？有真
的查證過嗎？沒有，因為你們愛挺殺人兇手。」暗指梁女就是殺人兇手，此失言不只帶風向、也
導致負面社會觀感，相關新聞參考自 :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7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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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媒體所發出的信息是否需要經過事實查證？
2. 自媒體或網路上所發布的錯誤訊息，閱聽眾該如何判斷與應對？
1. 自媒體所發出的信息是否需要經過事實查證？
在討論自媒體需要事實查證之前，本組認為可以先參考傳統媒體的相關規
定：廣電三法對於不當內容中，是禁止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所以在傳統
媒體在發布新聞前應先做好相關的事實查證，才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那回到此事
件中，身為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百萬訂閱），是可以這樣不經查證，說出有違事
實的話嗎？本組認為有必要去做一些限制，也許可以參照傳統媒體所自行發布的
自律條款，對自媒體做一些限制，來保障閱聽眾的權益。
2.自媒體或網路上所發布的錯誤訊息，閱聽眾該如何判斷與應對?
在媒體素養中，有四個部分分別是 : 取用、分析、評估、製造，而在這當中
錯誤的訊息往往使得閱聽眾在分析與評估中產生錯誤的誤解，導致人云亦云，錯
誤的訊息不斷的傳播，而改善的方法除了去限制自媒體所發出的訊息內容外，也
可以從閱聽眾做起，對於各類的訊息需要能有效地辨別其真偽，並去抵制該媒體，
用市場機制去淘汰它。
最後對於現在網路媒體的崛起，許多民眾不僅僅是扮演閱聽眾的角色，而自
己也是自媒體，那麼這也產生的許多問題，對於不當內容的限制等等。漸漸地衍
生了政府對於傳統媒體的限制，該去套用在網路媒體上嗎？當然網路媒體相對於
傳統媒體其多元性及互動性是傳統媒體所比不上的，那麼直接套用對傳統媒體的
規範後，一定是會對內容有相當的限制，而對於相當規範的取捨也是一個問題。
三、閱聽眾反向影響 YouTuber──以 Logan Paul 自殺森林影片爭議為例
無論是大眾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會影響閱聽眾的價值觀。現在的新媒體是雙
向溝通的，不只有 YouTuber 會影響閱聽眾，也有閱聽眾反向影響 YouTuber 的例
子，此案本組以 Logan Paul 的自殺森林一案為例。
（一） 事發經過
Logan Paul 是一名具有 1600 萬名粉絲的高人氣 YouTuber，影片內容多半是
記錄自己的生活又稱為 Vlog，受到廣大青少年的喜愛。
在美國當地時間 2017 年 12 月 31 時，Logan Paul 上傳了一支影片名為《We
found a dead body in the Japanese Suicide Forest》的影片，是一段與友人探訪日本知
名自殺樹海──青木原樹林的影片，據本人在影片中表示，他原先只打算一探自
殺森林詭譎的氣氛，途中卻撞見一具上吊的屍體。Logan Paul 除了表示驚訝之餘，
且用嘻笑的態度說著「我們發現了一具屍體」，然後接近屍體且用攝影機拉近鏡
頭，並用屍體的照片擔任影片的封面照。
9

（圖片取自: https://www.juksy.com/archives/80305。）

（二） 後續評論
此影片上傳後點閱率急速飆升，卻也造成許多爭議。正面評論有影片開頭有
警告此影片包含自殺內容，並建議有自殺念頭者尋求幫助、有聲明不會用此影片
賺取廣告收入、有將屍體的頭部進行馬賽克處理、影片最後有針對自殺傾向者給
予一些鼓勵和建議。
然而，負面的聲浪卻是壓倒性的多數，在極高點閱率背後伴隨著大量的批評
聲浪。而每個人去否定的觀點大不相同。負面評論有幾點。
1. 影片內容違反了 YouTube 的規範──禁止散播噁心、令人不適的內容。
2. 僅將屍體頭部進行馬賽克處理，但其他部位並沒有涵蓋到，無法讓死者
身分完全隱匿。
3. 面對屍體的態度被多數人認為過度輕佻，此舉被認為不尊重死者及死者
潛在的家屬。
4. 將屍體作為影片的封面圖片，有消費死者之嫌、外國媒體認為此行為是
將死者作為點擊誘餌（click-bait）。
5. 此行為不尊重日本文化，由於日本文化對於未經同意的拍攝相對敏感、
且對於死者高度尊重。
6. 由於 Logan 的觀眾有極大部分是兒童和青少年，Logan 團隊在影片中的
態度，可能會對這些心智尚未成熟者帶來負面影響。
知名演員及各大報社也批評此影片，也有 YouTuber 在推特諷刺 Logan Paul，
此影片更因為不尊重日本文化，引起大多日本人的嚴重不滿。
（三） Youtuber 做出回應
在知道了事情的嚴重性後，Logan Paul 主動下架影片，並在社群網站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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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表了道歉文章，卻不被大眾所接受，認為
不夠誠懇。事後 Logan Paul 又發表了一個道歉
影片，承認錯誤並宣導正確的自殺防治概念，
還有拍攝新影片「Suicide: Be Here Tomorrow」，
鼓勵有意願自殺者，許多人都在身旁陪伴著請
他們不要放棄。且為了展示自己的誠意，承諾
向防治自殺的組織捐出 100 萬美金的所得。
（四）

媒體平台做出回應及處置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因此畫下句點，多數人也對媒體平台──YouTube 的處置
的處置感到不滿。此影片很明顯違反了 YouTube 社群條例，官方不僅沒因違反社
群條例而下架，甚至還被挑選上熱門。且影片發表至下架期間，有許多閱聽眾檢
舉影片，甚至有網友發起聯署希望 YouTube 做出處置刪掉 Logan Paul 的頻道，此
一連串的指控逐步將 YouTube 推向輿論中心。
而 YouTube 於 1 月 9 日首次做出回應：
雖然我們拖了很長的時間才回應，但我們一直有在傾聽大家所說的話。
我們知道一個創作者的行為會影響到整個社群。因此我們將很快會說明
進一步的措施，確保像這樣的影片不會再出現。
後續也做出處置，他們將 Paul 從「Google 精選」下架，並結束所有與 Paul
的商業合作關係。包含中止他所參與演出的 YouTube Red 節目《The Thinning：
New World Order》、另部喜劇《Foursome》則遭刪除戲份，Paul 自己本身的新節
目《Origins》也被迫停止。
（五） 媒體平台更改社群條例
而此類的爭議不是第一遭，在經過這樣的風波後，YouTube 開始思考如何阻
止不當影片播出並賺取收入。他們更改了兩個條例，其一是調整 Youtube 分潤標
準，第二是推薦影片將由人工審核。
1. 提高的 YouTube 的分潤標準
YouTube 自 1 月 16 日起宣布將調整影片廣告分潤的標準，未來只有符合
新規範的頻道才能得到廣告分潤，且新規範溯及以往。在新規定中，規
定頻道經營者必須在過去一年內，影片累積觀看時數達 4000 小時且訂閱
人數至少達 1000 人次。
2. 更改推薦影片將由人工審核
過去推薦影片是一項由公司品牌付費，讓排名前 5%的 YouTube 頻道上
投放廣告的計畫，Google 稱過去許多品牌主曾抱怨，自家廣告出現在不
適當的影片內容中，導致品牌形象受損。因此，將增派一萬名審查員透
過人力審閱影片內容，確認影片是否合乎規範且帶來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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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表示，新規範並無法完全阻止不當影片出現，但可以阻止不當影片
內容的製作者賺取金錢，而這樣可以讓他們有更充裕的時間去審視創作者是否有
遵守平台規範。此政策對於多數閱聽眾而言也是個福音，可以有效避免青少年接
收不當的媒體訊息。
從此案例可見，閱聽眾也發揮了一己之力，或聯署、或檢舉，一同維護社群
規範和媒體環境。閱聽眾不只去約束了創作者應當要有媒體道德，同時也對媒體
平台造成壓力，讓媒體平台去調整規範來適應不停變動的媒體社會，更認真傾聽
多方的需求，共同打造一個友善的媒體環境。

肆、 結論：自媒體的社會責任與規範
一、自媒體的社會責任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當 YouTuber 傳遞不當的內容時，往往會伴隨著許
多負面評論，在很多情況下，是閱聽眾擔憂這些不當內容會對社會造成影響，而
去抨擊傳播者。由此可看出 YouTuber 對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況且，YouTuber
在獲得民眾關注資源時，也能從中獲得極大的利益，相對應就必須承擔更大的社
會責任。
從消極面來說，媒體傳播者應當注意相關規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在上傳
影片前思考是否違反社群平台條例和是否對閱聽眾帶來不良影響。在這個網路自
由的時代，網路充斥著不少負面資訊，YouTube 上也少不了色情、暴力等不雅内
容的影片。兒童猶如一張白紙，若家長沒有嚴格監管自己的孩子使用網路，兒童
在沒有分辨青紅皂白的能力下便極度容易受網路資訊影響。那，作爲一個有專業
道德的 YouTuber，它們應當考慮上傳内容是否會妨害兒少身心健康，以免影響兒
童心智健全的發展。此外，賺取超高點擊率獲取豐厚分紅是人之常情，但是
YouTuber 更應該考慮自己的影片上傳後會否像上文提到的自殺森林影片妨害公
共秩序，造成社會動蕩不安及人心惶惶。
其次，從積極面來說，第一，YouTuber 應樹立正面的社會形象，如：為自己
的不當行為造成的不良後果負責、遵從社會公德的規範、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第二，提供民眾完整且公正的資訊，幫助民眾獨立思考。youtuber 更該以對公眾
輿論、社會價值觀、道德等方面起到積極良好影響為目標，才有權力享有公眾帶
給他的資源。
二、自媒體平台之規範重點
由於目前台灣並沒有針對自媒體設立法律規範，因此本組參考了台灣現有和
國外的法規，提供了幾個應該要規範的方向，以及可用的實行制度。
（一） 規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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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組認為保護未成年免於有害之內容有其必要性。因為在 YouTube 跟
google 的合作調查中，發現未成年族群的比例有急遽上升的趨勢，且已經超越使
用電視的的人數。由此可知，未成年族群接觸新媒體的時間愈來愈早，且愈來愈
頻繁。身心尚未發展的青少年，價值觀容易混淆，因此確保他們免於那些危害身
心靈健全的內容，有其必要性。
（二） 不同平台間管制之平衡性
當今媒體串流的現象，蘊含許多商機，但也衝擊到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因
此許多傳統媒體力圖轉型，以確保它在市場上的地位。然而，這些轉型的傳統媒
體，實質上和新型態的 OTT（Over The Top）視訊服務提供者，或是視頻分享平台
提供者，都在競爭同一個消費族群，但台灣現況對新媒體還有沒專法規範，而舊
媒體仍必須受現有法規牽制，由此引發的管制公平性問題必須解決。
（三） 資訊取得的合法性
新興媒體的資訊輸出者，常常或援引網路上的資料來佐證自己的想法，但他
們不能假設所有的網路資料皆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在引述時，身為資訊輸出者，
有義務將這些援引的資料備份，當爭議發生才可以作為公開討論的基礎或對外說
明的憑據。
（四） 有偏見的資訊來源應篩檢
部分網站背後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勢力或商業團體支持，因此其所倡議的觀點，
可能會具備特定的意向。因此本組希望盡可能降低這類資訊的流竄，不管是新媒
體還是舊媒體，帶給大眾的影響還是以客觀、中立為目標。
（五） 檢舉審查制
由於新媒體數量過多，所出產的資訊量也很龐大，實際層面來想，本組認為
不太可能一一將這些內容交給公家機關審查，這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本組參考了
YouYube 的檢舉審查制，再以本組的規範方向訂定的法規為基礎，要求這些擔任
新媒體載體的平台，設立社群規範，閱聽眾將會依此檢舉不當的內容，送交給主
管機關。只是這些社群規範是有法律效力，因此本組認為可以向劣質新媒體做出
實質上的法律制裁。
如前所述，台灣目前沒有對新媒體設立專法規範，但本組做這份報告便希望
告訴大家，我們都是閱聽眾，我們都有責任去確保台灣媒體市場的質素，我們也
有能力，運用市場機制去淘汰劣質的媒體，我們身為閱聽人就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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