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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謀綠化媒體 壟斷黃金頻道
TVBS新聞台憂遭移頻 國民黨批台當局管控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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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黨日前舉行記者
會，呼籲台當局 通訊傳
播委員會 不要干涉新聞
自由。
中央社

﹁

操縱輿論

【大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報道：台
灣
新聞台遭電視系統業者申請將頻道後
TVBS
移，將由親綠的鏡電視進駐
新聞台原有
TVBS
的頻道。台當局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作為
主 管 機 關 將 主 持 審 議 。 由 於 TVBS
目前處於第
頻道的 黃金頻道 ，若被移至後面的第
頻道，無異於 被下架 。中國國民黨日前呼
籲，新聞台移頻攸關言論自由，反對粗暴移頻
與變相關台。島內輿論質疑台當局通訊傳播委
員會 護航 問題多多的鏡電視，企圖把島內
媒體全面 綠化 ，成為蔡英文和民進黨操縱
輿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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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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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蔡」
被開除
● 2019年2月，有民進黨黨籍的《美麗

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遭人舉報
經常在政論節目批評民進黨，影響民
進黨形象，因而被開除黨籍。

停播批蔡節目

控媒體，跟獨裁一模一樣」 、 「小手段一堆」 、
「以後只有一種聲音囉」 。

NCC護航為鏡電視開「綠燈」
國民黨21日召開記者會，強調移頻攸關言論
自由，絕對不容侵犯，也呼籲NCC不應容許粗暴
移頻與變相關台，在審查時不應帶有政治色彩。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沛君表示，NCC此前關
閉中天新聞台，並將頻道授予親綠的 「華視」 ，
此次顯然有意把TVBS年處的 「黃金頻道」 轉交給
同樣親綠的鏡電視，民眾不應坐視不理。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18日出席活動
時被問到相關問題，認為TVBS新聞受到民眾喜

愛，且已養成收視習慣，若移動頻道對使用者會
有很大影響，NCC身為獨立機構不應有太多政治
牽連。
島內輿論指出，從最近TVBS移頻到鏡電視進
駐55台事件來看，因授權費談不攏，有線電視系
統商TBC、大豐向NCC提出申請，欲將55台的
TVBS移至第158、149頻道，原先55台則由風波不
斷的鏡新聞取代，整個過程銜無縫接軌，在NCC
的護航之下，即使鏡電視一個月換4次董事長，補
件次數達30次， 「綠燈」 依然開到天際。從2020
年12月台當局關閉與其立場不同的中天新聞台之
後，如今又巧妙搭橋讓與民進黨關係好的鏡新聞
進駐黃金55台，媒體綠化工程已經全面展開。

新增4247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另新增59
例死亡。截至目前，台灣地區累計確診新冠
肺炎6132794例。
台灣中華航空說明，因應邊境管制放寬
後的市場需求，客運全線增加航班。長榮航
空7月起已陸續加密航班並恢復部分航點飛
航服務，預計10月整體航班數量將較6月增
加近3倍。

彭文正批評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其
節目遭停播。

停播政論節目
● 2019年6月，台灣主持人黃智賢因發

表支持兩岸統一的言論，其節目被台
當局關停。

管制網絡言論
● 2019年6月，以民進黨立委為首的

關閉學者臉書

台學者批蔡當局搞 一言堂

▲台灣方面將逐步放寬入境限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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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貶至新低 未必利於出口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新台幣對
美元匯率在14日跌破31元整數關後，22日
在外資大舉匯出下重貶0.176元，收31.616
元，再創逾三年新低。
綜合台媒報道，當日新台幣走貶與美聯
儲於北京時間22日凌晨再度宣布加息、且
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點有關。
台灣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首席外匯策略師
陳有忠近日表示，新台幣直至年底估計都處
在 「易貶難升」 格局。除美聯儲連續升息的
影響外，近期亞洲貨幣普遍走弱，新台幣只
能跟進貶值，以免丟失出口訂單。此外，兩
岸局勢愈發緊張，也增加新台幣走貶可能。
中央社報道指出，新台幣匯率連續下

監控批評聲音
● 2019年4月，《政經看民視》主持人

「立法院」 通過修正 「國安法」 ，把
網絡空間納入管制範圍。
● 2020年，台當局連修七部法規，以
打擊 「假新聞」 為名，實際是把不利
民進黨的新聞定義為 「假新聞」 。

台擬實施0+7入境免隔離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當局
22日宣布將分階段實施邊境解封，入境免
隔離 「0+7」 新制有望最快於10月13日上
路，即全面取消酒店檢疫要求，旅客只需接
受7天的家居隔離監察。台灣多家航空公司
當天公布航班增班計劃，以應對可能到來的
旅遊復甦潮。
台當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為兼顧
社會經濟發展及民眾生活需求，將分階段解
封邊境。第一階段自9月29日起，入境總量
由每周5萬人次提升至6萬人次；入境檢疫措
施維持3天居家檢疫及4天自主防疫，但前3
天居家檢疫處所調整為1人1室；同時取消入
境唾液核酸檢測，改為發放快篩試劑。
此外，台當局還決定，實行第一階段鬆
綁邊境管制措施後，如疫情未有嚴重反覆，
入境免隔離的 「0+7」 制度預計將於10月13
日上路，也將同步取消旅遊禁團令。
台當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2日通報，

台當局近年鉗制言論

台灣寬頻通訊等有線電視系統近期申請，將
55頻位的TVBS新聞台移至149頻位，空位由鏡電
視新聞台取代，由於牽涉業界視為新聞黃金區段
的頻位（即49頻位到58頻位），引發關注。
TVBS表示日前已拜訪NCC，嚴正表達不同意此移
頻要求。
在台深耕超過20年的TVBS則強調，TVBS善
盡媒體職責，嚴格把關新聞內容，並長期致力國
際新聞發展，受觀眾肯定與信賴，對於申請移頻
一事表達遺憾， 「嚴正表達不同意此移頻要求，
為保障觀眾收視權益而努力，其他相關揣測則不
予回應。」
此事傳出後，引起網民激烈討論，怒批 「操

「通訊傳播委員
會」 （NCC）以 「播出高雄市長候選
人韓國瑜新聞太多」 為由處罰中天電
視台100萬新台幣。

● 2019年3月，台當局

149

挫，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未必如一些出口商
想像的那樣樂觀，因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等經
濟體的貨幣貶值幅度甚至超過新台幣，這將
導致台灣出口商更難搶得訂單。台灣機械工
業同業公會日前表示，由於近期日圓等貨幣
貶幅更大，台灣機械設備廠商的海外接單能
力已受到嚴重影響。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表
示，匯率是雙刃劍，貶值有利出口競爭力，
但會使原物料等的進口成本上升，也不利於
控制通脹。雖然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
但在全球需求走弱、新台幣貶值幅度不及競
爭對手的情形下，他持平看待新台幣走貶對
台灣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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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

任胡幼偉常言論取向偏向支持國民黨
韓國瑜。其臉書一度被關閉。外界質
疑他遭到民進黨當局報復。

▲兩年前，台當局強行關閉中天新聞台，受到
輿論強烈批評。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報道：對於台
灣TVBS新聞台可能將被從黃金頻道移走，國
民黨孫文學校北院院長林定芃向大公報表
示，民進黨在野時高喊 「民主」 、 「自
由」 ，上台後卻打壓言論自由，搞 「一言
堂」 。
林定芃表示，蔡英文2016年首度當選台
灣地區領導人時曾強調民進黨要 「謙卑、謙
卑、再謙卑」 ，上任初期她告訴民眾的那句
「如果（台當局）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
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
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
子」 讓許多台灣民眾言猶在耳，而如今，蔡
英文當局對民眾的需求、言論自由予以打
壓，完全背棄了民進黨當年的訴求。
林定芃表示，民進黨上台後，透過軟硬
兼施的方式， 「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 ，公
然干預媒體，讓媒體屈服於民進黨當局權力
威懾之下，中天新聞台被關閉就是典型的事
例。反之，幫民進黨做 「大外宣大內宣」 、
歌功頌德的媒體，都能得到各式好處，包括
政府標案，甚至廣告托播等利益輸送。此
外，民進黨當局還通過 「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來打壓言論自由， 「NCC」 變成了
民進黨的 「東廠打手」 ，專門對付不聽話的
媒體。

封殺作家臉書
● 2019年10月，自由作家洛杉基因發

表批評蔡政府和民進黨的文章，其臉
書被永久封殺。

關閉報紙專欄
●有媒體爆料稱，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

席時親自打電話給媒體，要求停掉某
專欄。

關閉中天新聞台
● 2020年12月，民進黨當局關閉了與

其政治立場不同的中天新聞台。外界
痛批當局鉗制言論，打壓新聞自由。

禁售大陸童書
● 2021年1月，大陸出版的一本兒童繪

畫本因講述大陸抗疫故事、且有 「武
漢加油」 字眼而被蔡政府禁止在台灣
出版。

清查47個網號
「國防安全研究院」
發布報告，指47個網絡賬號多是批評
民進黨當局，所以是 「中共同路
人」 。國民黨則指出，這是打壓批評
聲音。

● 2021年7月，台

大公報整理



華府要錢又要命 台民眾不再相信美夢

朱穗怡

最近在台灣社會
有一個頗耐人尋味的
隔海
現象：當美國拜登政
觀瀾
府越來越清晰地表態
「將會出兵助台」 時，台灣民眾卻反而
越來越不相信美方的 「承諾」 。最近美
國總統拜登接受媒體專訪時再次叫囂
「若中國武力攻台，美國會派軍隊協
防」 。這是拜登上任後第四度公開談及
相關問題，也是最明確一次表示 「美國
會派兵協防台灣」 。但島內最新民調顯
示，46%的人不相信 「若台海發生戰
事，美國會派兵協防台灣」 。相較於以

往，島內曾有六成以上的人相信 「美軍
助台」 ，但近年不少台灣民眾對美國的
信任度越來越低。這顯然是因為台灣社
會逐漸看清了華府的真面目：為了自己
的利益，不惜拋棄盟友。
去年8月，美國從經營了20年的阿
富汗撤軍，結果導致塔利班再度攻佔阿
富汗。美方辯稱 「不能接受美國無休止
介入另一個國家的內部衝突」 、 「美國
繼續留在阿富汗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
云云。由此可見，這世上哪有什麼 「盟
友」 、哪有什麼 「承諾」 ？歸根到底，
只有 「利益」 。當發展 「美台關係」 不

符合美國利益時，美國亦會棄台灣如敝
屣。
今年2月開始俄烏爆發戰事，當初
高調 「挺烏」 的美國政府在烏克蘭最需
要美國出兵的時候，卻在第一時間表明
不會派兵到烏克蘭。雖然美方隨後宣布
給予烏克蘭高達300億美元的軍事援
助，但烏克蘭不少地方已因戰事而變成
廢墟，大批烏克蘭人成為難民。烏克蘭
政府估計戰後重建需要6000億美元。
這下台灣民眾算是看清楚了：美國就是
把烏克蘭當作 「反俄」 的棋子和炮灰，
所謂的 「300億軍援」 看似 「慷慨」 ，

實際是推烏克蘭人去死，讓烏克蘭人為
美國流血和犧牲；台灣其實也是美國的
棋子，被美國用來牽制和遏制中國大陸
發展，如果台海發生戰事，戰場必在台
島，最終受害的還是台灣民眾。
最近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所
謂 「台灣政策法」 ，其中提到 「將向台
灣提供65億美元軍事援助」 。除了民進
黨當局對美方感激涕零，台灣輿論一片
噓聲。因為明眼人都知道美國企圖把
「烏克蘭模式」 複製到台灣問題上來。
美方近年不斷在台海攪風攪雨，對中方
百般挑釁，就是為了製造軍事衝突，讓

兩岸中國人自相殘殺。而美方向台灣提
供軍援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台軍可以撐久
一些，把戰事拖長，令中國大陸的損耗
更多。這就是美國政府的險惡用心，讓
台灣民眾代替美國打仗，藉此拖垮中國
大陸，以保住美國「世界一哥」的地位。
美方不僅要台灣民眾的命，還把台
灣當提款機。近年美國一批又一批政客
竄台，表面上是加強 「美台關係」 ，實
際上是向台灣方面推銷軍備、客機、
「毒豬」 （瘦肉精豬肉）等。華府既要
台灣民眾的命，又要榨乾台灣民眾的
錢。所謂 「美」 夢根本就是噩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