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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報告

公廣集團開步

2006

年對公視基金會來說，是創新一頁的一年。
從年初的公股處理條例通過後，華視即成為公廣集團的一

員，而且也決定了2007年元月起，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電視台以及台灣宏觀
電視同時都成為公廣集團成員，公視基金會由一台成長為五台，引領台灣的電子
媒體往新的階段邁進。
雖然公視同仁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但面對公廣集團的來臨還是戒慎恐

懼，不僅要挪出人力、物力來處理協調相關問題，更要在各方面，包括節目製
播、影片購買、活動舉辦、行銷推廣……等事務上，都將基礎由「公視」放大為
「公廣集團」來看，制高點更高、視野更寬廣。
同時，2006年也是公視真正「接軌國際」的執行年，年初是第二屆「台灣國

際兒童電視影展」、5月則是「世界公視大展」，兩項活動都是公視傾全力主辦
的國際活動。前者創造上萬人次的觀影人潮、後者更是首次在亞洲區舉辦的大

走

型影視活動，超過1,500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影視同業，共聚一堂看片、討論、交
流、分享，是最確實的國民外交活動，更使台灣的能見度在世界影視家族中更為
彰顯。
在同仁的努力下，「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位電視發展兩年計畫」預算，
在幾番立院討論後，通過了44億的建置經費，包括高畫質電視、行動電視、數位
片庫建置……，這些關係國家數位發展和產業生態環境的計劃，均交由公視來執
行。公視顯然在軟體節目製作或硬體建置上都達相當程度，獲得各方的看好和信
靠；我們也自許和其他先進國家的公共電視一樣，擔綱起國家數位化的火車頭角
色。
「台灣之光」王建民，2006年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表現傑出，成為勝投王，打
破一堆紀錄。他的表現在公視重金轉播下完整呈現在全國觀眾面前，不僅是國內
政治鬥爭陰霾下，民眾的心情陽光；更成為大家茶餘飯後最正面也最積極的非八
卦話題。公視連續兩年轉播王建民的賽事，與所有觀眾分享他在球場上的汗水和
淚水，每回他出賽時，公視同仁都不約而同的穿上洋基40號的球衣為他加油，雖
然2007公視並未取得轉播權，但2006年的公視和「王建民」三個字早已緊緊相
連。
是的，回顧這一年，公視人自評「小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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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理念

公視的誕生

使命與願景

1980年

公視的使命

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提出公共電視台的主張。

1983年
新聞局提出公共電視節目製作中心計劃草案。

1984年
新聞局設立公共電視製播小組，向3家無線電視
台徵用時段播出。

1986年
節目製作的任務轉由「財團法人廣電基金」下
設「公共電視節目製播組」負責。

1991年
行政院核定「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設置要
點，公共電視籌委會正式運作。籌委會委託7位

依據公共服務精神與公共電視法所賦予的任務，歸納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PTS，以下簡稱公視）的使命如下：

▓製播多元優質節目
堅持節目品質，彌補商業電視台市場導向的不足。透過專業的品管機制，製作符合公視使命與觀眾需
求的節目，真正落實公眾付託。

▓促進公民社會發展
公視的節目政策，在於維護民眾表達自由和知的權利，提高全民教育和文化水準，並促進民主社會發
展，增進公共福祉。

▓深植本國文化內涵
以客觀負責的態度，真實記錄重要歷史事件和觀點，並介紹台灣各族群豐富的文化內涵，讓民眾更充
分瞭解自己生長的土地和文化。

專家學者組成「公共電視法」草案立法小組，

▓拓展國際文化交流

提出「公共電視法」草案。

積極參與國際間各項交流活動，增進人民對本國文化與他國文化的認知。

1993年
行政院將「公共電視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

公視的願景（2005∼2007）

查。

1996年
關心公視的文化界人士組成「公共媒體催生聯
盟」。

▓貼近公眾，成為受公眾喜愛並信賴的標竿媒體
認真思考多元族群的需求，以更創新活潑的節目形式和製作技術，製作更貼近公眾、受公眾喜愛的節
目。全力改善新聞節目的製播環境，增闢國內與國際新聞時段，並提升新聞內容的質與量，同時在重

1997年5月31日

大事件發生時，提供即時、迅速、正確的新聞報導，擴大影響力，使公視成為最受公眾信賴的新聞媒

「公共電視法」在立法院完成三讀。

體。加強與社區組織及社會團體的合作，倡導「全員客服」的觀念，在製播節目之外，提供觀眾更完

1998年

善的公共服務，以爭取社會各界對公共媒體的認同與支持。

第一屆公共電視董監事18位人選，由立法院推
舉的提名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召開第一次

▓接軌國際，成為具國際視野與品牌的公視集團

董事會，選出吳豐山先生為董事長。

推動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TBS，以下簡稱公廣集團）的成立，擴大

1998年7月1日

台灣公共媒體的規模，以公廣集團的適當分工，服務更多公眾，向社會各界傳達公視服膺公共利益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成立，公共電視台同
日開播。

2006年7月1日

理念，發揚公共媒體的價值。建構數位平台，提升數位製播能力與人才養成，使公廣集團能有更多舞
台，以最優秀的製播技術展現國際級的實力。積極參與並主辦國際交流活動，開發國際合作機會，同
時規劃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節目，開拓國人國際視野。提升台灣公視的國際認同度，不但讓世界各國
認識台灣公共媒體的發展，還可藉由國際行銷，擴大全球服務範疇，在國際建立特有的品牌形象。

華視公共化，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成立。

2007年1月1日
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電視台、台灣宏觀電視
加入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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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公廣集團成為表彰台灣的國際品牌

董事長的話

2006

年對公視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因
為華視、客家、原民及宏觀頻道的陸續

加入，公廣集團儼然成型，公視除了繼續努力，期許成為
「媒體標竿」外，亦須朝向更具普及性、影響力、前瞻性的
媒體集團邁進，以期進一步改善台灣媒體環境，而使公廣集
團於未來成為表彰台灣的國際品牌。
這一年來，國際公共電視的最大盛會INPUT（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第一次在亞洲舉辦
，而本會為主辦者，共有國際貴賓459人參加，國內影視產
業共有942人與會，這是推廣公廣集團成為國際品牌的重要
一步。同時，公廣集團的治理與管理機制陸續建立，因應華視、客家台、原視及
宏觀頻道等新夥伴陸續加入，訂定相關營運合作辦法、修訂組織規程，建構公共
價值評量體系，並經由公平公正、尊重族群主體性的遴選程序，甄選客家及原民
頻道台長；在公共化的方向及原則下，努力尋求集團未來更穩健之經營效能。期
使在集團整合運作下，發揮綜效及公共服務的最大影響力。客家、原民及宏觀頻
道的加入，使得公廣集團再承負更多社會責任。在集團資源整合的原則下，除傳
承族群語言及文化的核心目標外，希冀培養下一代優秀的族群傳播管理人才、促
進族群對話的多元社會，並拓展多元族群的國際交流，讓世界透過公廣集團，看
見具多元文化之美的台灣。
展望未來，管理制度及策略、組織文化的整合，無疑對公廣集團是一大挑戰。

所有公廣同仁體認社會對優良健康的媒體環境之迫切需求，有志一同為共同願景
及使命而努力。我們應持續追求優質的組織文化，以開放胸襟勤於溝通、相互信
賴，建立共識；好的組織文化才有好的氛圍，促進策略的達成。在公共化的列車
中，公廣集團所有同仁都是公共使命的尖兵與僕人，我們一起推廣公共價值、傳
播優質文化、建立理性對話及溝通的公民社會，進而逐步形塑媒體新環境。
公廣集團將持續往「表彰台灣的國際品牌」目標務實邁進，主軸策略將包括

「發展多頻道」、「建置高畫質電視內容及硬體」、「研議發展無線數位傳輸及
營運平台」、「建立行動電視及新媒體等多平台發展計畫」、「研議海外英語廣
電服務」、「擴大數位內容產製及行銷」，這些規劃需台灣社會及政府與國會支
持，當然，公廣集團董監事及全體同仁亦將全力以赴，讓公廣集團成為國際品牌
的願景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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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走出絢麗的台灣經驗

總經理的話

台灣公共電視的發展史上，2006年，毫無疑問是邁向

在

集團化的關鍵年。

這一年的4月份，華視與公視結合，啟動集團發展的第一

步。同時，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原住民族電視台、客家電視
台與台灣宏觀電視於2007年元月1日正式加入集團，樹立集
團發展的新里程碑。
表面看來，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的組建只是電視台或頻道數

目的擴增。事實不然，整個廣電生態能否因此出現良質化的
發展，才是公視集團化的價值所在，亦是集團成員戮力以赴
的目標。
因此，作為集團發展核心的公視基金會，從規劃作業伊始，即希望以新思維、

新行動開闢新氣象、新風貌。無論是頻道定位或是經營模式，亦無論是人才晉用
或組織調整，其目標都只有一個，就是啟動廣電生態的「變革之鏈」。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集團發展亦需步步耕耘，才能譜出花團錦簇的好風

景。特別是公廣集團發展的道路上，同時伴隨著數位化與國際化兩大任務，益使
所有同仁必需以更為開創的思維與更加堅毅的努力，走出台灣公共媒體發展的新
頁。
台灣公廣集團的發展已受到國際電視界的關注，2006年的國際公共廣播電視
機構年會（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PBI）上，個人應邀以「成功展開的
改革，面對挑戰的使命──邁向永續發展的台灣公共服務廣電體制」為題，向各
國公視的經營階層說明公視集團化的「台灣經驗」。就某個意義而言，台灣公廣
集團發展的順逆，已不只是關乎一個電視台的榮辱而已，並已成為台灣廣電生態
改革成敗的指標。
我在該項會議報告中，臚列了公廣集團發展的契機，亦揭露了橫亙在前的挑
戰。但，正因為挑戰，所以責任在身的我們深感榮耀、使命必達；也因為挑戰，
益使我們相信：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挑戰正是通往希望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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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

公廣集團元年
邁向全球華人標竿媒體
2006年是台灣廣電媒體的歷史分水嶺。這一年，在「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法源基礎
上，華視完成了公共化；隨後，加入原住民族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及台灣宏觀電視，原來的公共
電視，轉型成為民主、多元、有競爭力、影響力與經濟規模的「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公廣
集團不僅要發揮節制媒體過度商業化的功能，更要強化媒體公共服務的責任，期使廣電媒體真正
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

●左起公視總經理胡元
輝、新聞局長鄭文燦、
公廣集團董事長陳春
山、華視總經理李遠
（小野）。

2006 台灣公廣集團大事紀
■2003年12月9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修正「廣播

按政府先前所規劃方向，台視、華視將走

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

向一公（公共化）、一民（民營化）處理

電視法」等廣電三法，宣布政府、政黨、黨

方式。

務、政務與選任公職人員等，不得投資廣播

■2006年１月3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無線

與電視事業，政府、政黨須在廣電三法公布施

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正式宣告黨政

行後二年內退出投資。因此，國民黨持有的中
大事紀

軍退出廣電媒體的時代來臨。

視、中廣股份須在兩年內出脫，政府持有的台

■2006年１月13日公視基金會公開徵求外界

視、華視股份也須在6個月內提出處理方式，

推薦華視總經理人選，並成立華視總經理

6

立自主運作機制；然後透過數位化過程，讓公共化電

因應社會期待，
台灣公廣集團順勢而生

視台與公視先聯合營運相關業務，如新聞大平台概念
，增加效率降低成本，假以時日再購回公共化電視台

2000年起，循著總統之《傳播政策白皮書》的導

所有權，進行集團整併。此一發展說法，讓公共廣電

引，台灣展開無線電視產業的改革與重整。該書主

集團化的作法正式浮出檯面。

張，未來公共電視台將與現有國家佔有股權的電子媒

2002年初，時任公共電視基金會董事長的吳豐山，

體（如華視與台視），進行協議，就服務作分工負

撰文〈談台灣公視現狀及傳播環境改造之道〉，為改

責，以設計不同類型節目，共同嘉惠觀眾。而華視或

革描繪出遠景。

台視也應在股權屬性上有所改變，增加公部門持股，

2003年起，部份立委成立「陽光媒體專研小組」，

使之真正依法向國民負責，發揮應有的資訊、娛樂與

正式將「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與公共化方案結合起

教育目的。

來，研議透過廣電法修正過程，落實華視或台視公共
化。
2004年，媒體改造學社針對無線電視改革需求，

▎廣電媒體本應民有、民治、民享
這間接說明政府支持以「公共化」來改革現今無線

發起了全民連署、傳播學院教育與社會菁英認同的活

電視產業，在股權反映「民有、民治」，在服務則反

動。在連署信中，清楚描述了「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映「民享」的精神。整體來說，就是將國有商營的電

的願景如下：

視台，納入公共廣播電視制度的規範。

台灣的電視和廣播在政府和政黨股份退出之後，絕

2001年下半年，新聞局長蘇正平正式在立法院宣佈

不能在商業化的浪潮中，淪陷成為更多的商業電視和

分階段改革無線電視，先解決專業經營問題，建立獨

廣播。我們應該跟隨其他國家的先例，讓這些原本就

●立法院長王金平參加公廣集團揭幕儀式。

●公廣集團揭幕儀式後，陳春山董事長、胡元輝總經理與新聞局長鄭文燦等人合影。

審薦小組進行遴選作業。華視總經理審薦

予公視基金會。

小組由公視董事長陳春山、董事吳清友、

■2006年2月9日舉辦「許公廣集團一個未

董事莊國榮、監事陳炳宏以及外界人士楊

來」系列座談會，首場主題「公共廣電集

敦和（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卓越新聞獎

團未來的頻道定位、分工與經營策略」。

基金會前董事長）、陳世敏（政大新聞系

■2006年2月19日「許公廣集團一個未來」

前教授）、姚仁祿（大愛電視台前總監）

系列座談會第二場，主題「公共廣電集團

共7人組成。

新聞的使命與期待」。

■2006年１月16日黎明基金會捐贈華視股份

■2006年2月20日華視總經理推薦人選產
●「公共廣電集團未來的頻道定位、分工與經營策略」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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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全民，應該為全民所用的電視和廣播電台，結合

計畫」，具體的規劃方案，首次指出以92億新台幣，

現在的內湖公共電視，轉型成一個民主、多元、有競

推動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成為全球華人的標竿媒體

爭力、影響力，和經濟規模的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發

，此時，「公廣集團」正式成為官方政策認定的發展

揮節制媒體過度商業化的功能，並強化媒體公共服務

方案。

的責任。

華視公共化，展開台灣媒體新頁
▎期使成為全球華人的標竿媒體
媒改社持續建議：新成立的公廣集團，在整合現

2006年1月3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無線電視事

有的公共廣電資源時，應依照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需求

業公股處理條例」，正式宣告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時代

分工，分別負責通俗大眾、前衛實驗、弱勢族群（客

來臨。條文中明定：「政府機關（構）應將持有公共

家、原住民等）、特殊任務（國防、教育、社會服務

化無線電視事業（即華視）之股份，附負擔捐贈財團

）等，發揮總體的公共服務效能。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視基金

2005年政府除了一方面立法規範公共化的民主轉型

會）」、「政府編列預算招標採購或設置之客家電

，另一方面則積極投入資源，導引集團建立。同年10

視、原住民族電視、台灣宏觀電視等頻道節目之製

月3日，行政院新聞局正式以國家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為

播，應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後之次年度起交由公視基金

由，提出「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及數位電視發展兩年

會辦理」，為全面開展公廣集團揭開序幕。

●華視新舊董事長交接，新任陳春山董事長與卸任
的周蓉生董事長。

●2006年7月1日公廣集團開跑，大家比出「I love TBS」。

2006 台灣公廣集團大事紀
生，李遠（小野）獲得公視基金會董事會

■2006年3月20日公視董監事聯席會議決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投票通過，脫穎而出。

大事紀

議，為強化華視未來營運效能，將全數參

■2006年3月1日「許公廣集團一個未來」系

與華視董監事會之運作，並邀請姚仁祿、

列座談會第三場，主題「公共廣電集團與

陳正然、林鶴玲、張振亞、簡靜惠、王俊

區域均衡發展」。

秀等專業人士加入參與。

■2006年3月16日「許公廣集團一個未來」

■2006年3月29日「許公廣集團一個未來」

系列座談會第四場，主題「族群服務頻道

系列座談會第五場，主題「公共廣電集團

與公共廣電集團」。

與海外服務頻道」。
●中華電視公司新任總經理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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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林鶴玲、張振亞、簡靜惠及王俊秀，民股代表6名

▎經各方努力，華視終於完成公共化
為順利接辦公共化，公視隨即於2、3月間舉行5場

為鮑泰鈞、李傳明、呂烔明、宋川強、巴正坤及周麗

座談，針對「未來的頻道定位、分工及經營策略」、

華。林筠、陳炳宏及蔡揚宗三位公視基金會法人代表

「新聞的使命與期待」、「區域均衡發展」及族群、

，當選為監察人。

海外服務頻道等議題進行討論，透過公民參與的方

會後隨即召開第18屆董監事會第1次聯席會議，會

式，聽取各方意見。

中推選公視基金會董事長陳春山為新任董事長，依公

在此同時，公視亦陸續完成財政部所持華視公股

股條例推動兩台合作及整合。並通過由公視基金會推

90,926,906股及黎明基金會所持華視股份49,795,338股

薦的李遠（小野）擔任總經理。至此，華視完成第一

之捐贈與過戶，並完成向證期局、證交所、華視等單

階段公共化，開啟台灣媒體新頁。

位申報持有華視股份變動，合計持有股數140,722,244
股，佔華視公司已發行股數總額71.16%。

▎公、華視整合發起「新電視運動」

中華電視公司於3月31日召開2006年度第一次股東

2006年7月1日，由公視、華視組成的台灣公共廣播

臨時會，改選第18屆董事23人、監察人3人，其中公

電視集團（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TBS，簡稱公

視基金會法人代表當選17名董事，分別為陳春山、李

廣集團）正式成立，台灣媒體發展邁向重要里程碑。

敏勇、翁秀琪、吳清友、孫大川、鄭同僚、陳貴賢、

當日除了在公、華視兩台舉行揭牌儀式外，下午並

莊國榮、李偉文、方念萱、蘇芊玲、姚仁祿、陳正

在國父紀念館舉行「I LOVE TBS公廣集團開跑嘉年華

●2006年7月1日公廣集團正式成立，公、華視共同發起「新電視運動」。

■2006年3月31日華視臨時股東會選出新一

標，公視、華視共組的台灣公廣集團正式

屆的華視董監事，公視基金會的11位董監

啟航。

事及其推薦的6位專業人士，與6位民股代

■2006年4月草擬「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詢委

表組成華視董事會，並召開第一次董監事

員設置辦法草案」及「原住民族電視台總

聯席會議，會中選出公視基金會董事長陳

監遴選辦法草案」，並於5月間徵詢各界

春山為無給職的華視董事長，亦通過總經

賢達意見。此外並舉行網路公聽會，將草

理小野、副總經理高武松及相關主管多人

案公開於公視網站上，聽取各方意見。

的人事任命案。華視依法達成公共化的目

■2006年6月1日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電視
●2006年3月16日舉辦「族群服務頻道與公共廣電集團」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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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民眾同樂。

分別訂定重要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公廣集團元年，更發起「新電視運動—我，健康看

KPI），據以執行，維持新聞品質。

電視」活動，呼籲家長重視電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2007年1月1日，原住民族電視台（簡稱原視）、客

學習如何自主健康地看電視。並邀請全國家長團體聯

家電視台（簡稱客家台）及台灣宏觀電視（簡稱宏觀

盟、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電視）正式成為公廣集團成員，新聞整合進入全新階

基金會、張老師基金會這4個非營利公益組織共同評

段，5個頻道新聞資源互惠。8部衛星轉播車（satellite

選，推薦「兒少」、「資訊文教」、「戲劇」、「娛

news gathering，SNG），公視3台、華視5台，也成為

樂」、「新聞及其他」5大類共20個優質節目，作為

公廣集團5個頻道的機動新聞部隊。

民眾重新省思收視習慣的參考。

公廣新聞平台以「不斷創新內容」、「維繫公共精

透過鏡頭與座談，3個實驗家庭分享了「我健康看

神」、「堅持最高品質」、「擴大影響力」、「專業

電視」的施行成果，因為落實「會休閒」、「會規

品牌形象」為策略主軸，透過「五大頻道新聞整合，

劃」、「會討論」及「會反應」的4項守則，不但培養

成為國內最大的資訊傳播平台」、「以獨立、自主、

共同話題及興趣，更拉近了家人之間的距離！

信賴的新聞，成為華人社會第一選擇的媒體」、「塑
造嚴謹、專注、開放的卓越文化，成為最大媒體人才
庫」，打造公廣新聞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公共價值新

▎公廣新聞平台資源共享，期待發揮綜效
2006年8月7日，內湖公視新聞部67位同仁，搬到光

聞，以知識、責任為基礎，作不一樣的新聞，期待成

復南路華視一樓新聞部，開啟了公、華視新聞部合作

為全民所信賴的媒體。

的第一步，自此「公廣新聞平台」正式成立。同時公
視晚間新聞、全球新聞、華視各節新聞也隨之全面改

尊重族群獨立自主，
保障原、客傳播主體

版。
為了確立新聞立場中立、公正、追求真相，2006年
6月19日，公視第3屆第20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針對新

「公股處理條例」通過後，公視亦著手規劃原視、

聞界普遍存在的置入性行銷做成決議，公廣集團新聞

客家台的製播營運。依公視法，本即有傳播多元節

部將不設任何與業務新聞有關的人員編制，新聞報導

目、尊重族群獨立自主、保障族群傳播主體性，並彰

內容也不會進行置入性行銷。

顯公共媒體價值，以促成多元媒體文化的使命。

同時為了建立新聞平台可長可久的制度，公、華
視董事會，陸續通過新聞平台教育訓練及新聞評鑑機

▎審慎遴選原、客台長與諮議委員

制，包括每年每位同仁要有50小時以上的教育訓練，

公視董監事會自2006年6月1日起，著手進行原、

平台每月兩次新聞評鑑，邀請外部專家主持，平台

客兩台諮議委員及台長人選的推薦及遴選工作，就文

2006 台灣公廣集團大事紀
台台長與諮議委員開始接受各界推薦。

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正式揭牌成立。

■2006年6月29日立法院第六屆第三會期臨

■2006年7月12日公廣集團原視及客家台諮

時會，審議行政院所提「95年度中央政府

議委員會正式成立。

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其

■2006年7月25日原視暨客家台台長遴選委

中關於數位電視發展硬體預算約44億元獲

員會正式成立。

通過，對提升數位產業發展及國人高畫質
大事紀

■2006年8月7日公廣集團原視及客家台準台

影音有極大助益。
■2006年7月1日由公視與華視所組成之「台

長甄選產生，準台長虞戡平、徐青雲誓言
●原視諮議委員會討論與節目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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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族群文化、公共價值。公廣集團公、

化、媒體、管理等專業背景，並考量諮議委員整體組

8月7日公視基金會第3屆第22次董事會中，通過由虞戡

成的語群╱族群分布、區域均衡、性別比例等因素，

平、徐青雲分別擔任公廣集團原視及客家台準台長。

通過諮議委員名單。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由14人組成，孫大川、

▎原視修正台長遴選辦法，以孚眾望

莊國榮董事分別擔任正副召集人，委員包括王俊秀、

俟後，虞戡平因身分非屬原住民而引發各界討論。為

浦忠成、吳玲梅、林清財、夏曼˙藍波安、包勝雄、

使原視儘速進入實質的規劃與執行，虞戡平主動辭去準

林福岳、高德義、陳明珠、黃智慧、利格拉樂˙阿女烏

台長一職。公廣集團隨即在台東、屏東及台北舉行「公

及舞賽˙古拉斯。

廣集團向原住民社群請益座談會」，聽取建言。參酌各

客家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由11人組成，陳貴賢、翁秀

界意見後，第3屆第4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議中修正遴選

琪董事擔任正副召集人，委員包括李喬、張壯謀、邱

辦法，遴選委員人數增加為13名，維持原住民籍遴選委

榮光、葉晉玉、蔡森泰、鍾秀梅、鍾適芳、羅世宏及

員需超過半數之規定，但不將原住民身分之條文列入台

鍾仁嫻。

長遴選辦法中。

此二諮議委員會共同負起「諮詢」及「審議」功

隨後，重新組成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遴選委員會，

能，就管理及業務執行等重要規章提出建議。

由浦忠成、高德義、鴻義章、舞賽•古拉斯、莫那•

台長遴選方面，經由諮議委員會推薦，產生台長遴

瓦旦、利格拉樂•阿女烏、徐璐、姚仁祿、拉娃谷幸、莊

選委員名單，並經公視董事會確認成立台長遴選委員

國榮、胡元輝擔任委員，針對各界推薦之候選人進行面

會。兩台遴選委員會針對台長候選人的專業能力、個

談。11月26日公視基金會第3屆第5次臨時董事會選出馬

人特質、對原民

紹•阿紀為新任原視準台長。

客家電視台之理念與承諾等項目，

逐一進行面談與評選後，各產生3位準台長候選人，於

●客家台諮議委員合影。

●公廣集團活動揭幕。

華視資源整合初步成果展現，由公廣集團

■2006年10月20日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

新聞平台建構邁出第一步，有助於發揮人

諮議委員會召開會議，建議修正「原住民

力綜效，並強化新聞反應之即時性。

族電視台台長遴選辦法」及「原住民族電

■2006年9月13日舉辦公廣集團「原住民族

視台台長遴選作業原則及程序」，重新展

電視台之定位、主體性與策略方向」座談

開台長遴選事宜。並決議於台東、屏東、

會。

台北舉辦三場「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

■2006年10月18日虞戡平請辭原住民族電視

向原住民社群請益座談會」。

台準台長。

■2006年10月26日公廣集團客家台公告徵
●客家台台長徐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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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為尊及高品質節目，在眾多媒體中備受肯定。他期

原、客、宏觀加入，
公廣集團氣象新

許未來原、客加入公廣集團後，節目能更為豐富、多
元，宏觀電視的節目能一解僑胞鄉愁，而公廣集團未

2007年1月1日原視、客家台及宏觀電視正式加入，

來能更符合國人的期待。

成為公廣集團的新生力軍。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

立法院長王金平也期許未來公廣集團在文化、休閒

院長王金平、公視前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吳豐

旅遊、體育及戲劇等方面能有更卓越的發展，製作出

山、新聞局長鄭文燦、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客委會

中立且具有深度、廣度的節目，成為台灣影視媒體的

主委李永得、客委會副主委邱議瑩、原民會副主委夷

標竿。

將•拔路兒、立委楊仁福、陳重信，以及客家導演侯
孝賢、藝人羅時豐、徐薇等人都前來祝賀。

▎客家電視台願景：從新開始，從心上路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公視從1998年成立，堅持以

「從『傳統』、『現代』、『融合』、『國際』四
個象限中找尋座標，從『心』上路，發揚客家族群既
古典又優美的文化價值。」是客家電視台台長徐青雲
對客家台重新開始的一個願景。
2007年1月1日，不僅是一年之初，從這天起，客家
台正式加入了公廣集團；這代表客家台不僅擺脫標案
與商業的包袱，從新開始、從心上路，亦成為兼具公
共與族群特性的獨立頻道。
正因為客家台是具有族群特性的獨立頻道，因此客
家台的使命之一，便是保存、傳承具有族群特性的客
語。例如，在節目上以各式客語腔調呈現，不但可學
習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多樣客家文化，也可以讓不分老
少的觀眾，都能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親近客語、學習
客語。
加入公廣集團後，客家台除了服務台灣的觀眾之
外，世界各地的客籍華人也可以透過公廣平台來收看
客家電視，相互交流，拉近台灣與國際間客家人的距
離，成為全球客家鄉親交流的重要窗口，無遠弗屆地
放送台灣客家消息。

●客家台諮議委員。

2006 台灣公廣集團大事紀
才。2006金鐘獎入圍名單公佈，公廣集團

■2006年11月1日舉辦「公廣集團原住民族

為最大贏家（公視入圍21類43個獎項、華

電視台向原住民社群請益座談會」屏東

視入圍10類12個獎項）。

場。

■2006年10月30日第五屆卓越新聞獎公佈入

■2006年11月2日舉辦「公廣集團原住民族

圍名單，公廣集團之公視及華視以7項入

電視台向原住民社群請益座談會」台北

圍成為最大贏家。
大事紀

場。

■2006年10月31日舉辦「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

■2006年11月23日台北國際影視暨數位內

視台向原住民社群請益座談會」台東場。

容展，公廣集團成員首度合作，董事長陳
●原視諮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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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國際原住民文化認知；並透過整合公廣集團資

▎原視貼近部落，落實媒體近用權
原視是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成為公廣集團

源，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展現文化本質不變、形式

的家族成員後，原視立意積極落實保障原住民媒體近

可變的製作理念，建立新聞、節目的領導與影響力，

用權；以文化保存、傳承、宣揚、活化為目標，建構

使原視成為原住民族喜愛與信賴的公共媒體。

媒體資源網路，透過公廣的平台，讓全民更融入原住
民族社會文化。並立定腳步、放眼國際，以公廣原視

▎台灣宏觀電視傳達台灣觀點僑鄉情

為基地，將觸角拓展至國際，增進原住民各族與國際

台灣宏觀電視自2000年開始，由僑務委員會負責

間的交流互動機會，向全球發聲，展現原住民文化的

製播，提供僑胞與全球華人一個綜合性的華語電視頻

爆發力。

道，同時肩負政府文宣的責任。這個頻道不僅發揮了

原視希冀成為原住民族喜愛與信賴的公共媒體，以

撫慰海外遊子思鄉之情的功能，也為台灣建立一個面

落實媒體責任，秉持原住民主體性的原則，規劃系列

對全球的窗口，讓台灣走向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

實施計畫。就人力培植方面，建構原住民媒體人才招

公視製播宏觀電視的使命，是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

募與人才培訓、進修等機制，並與大專院校合作，提

股處理條例之法源，以公廣集團專業自主精神為本，

供寒暑假實習。

透過宏觀電視各類型節目的製播，傳達台灣觀點、台

其他願景還包括：建立媒體多元平台，落實原住民

灣優勢，提供台灣多元文化資訊、行銷台灣之美與自

族服務；增進「部落觀光產業」服務，結合公部門或

由民主之價值，促進僑胞與全球華人對台灣的了解與

民間企業做策展活動；以新聞、節目資源，與國際原

支持。

住民電視頻道進行交流；擬定國際影片參展交流計畫

從2007年開始，宏觀電視正式由公共電視製播。服
務對象主要為海外僑民、台商、留學生
與各種背景的華人，次要對象則對台灣
事務與中文有興趣的外國觀眾。
宏觀電視的執行層面與目標為「優質
節目企劃、採購、核價、製作、編排與
播映」、「公廣集團資源互通，發揮節
目綜效」、「強化頻道包裝與頻道識別
，建立國際品牌」、「落實新聞製播獨
立自主精神，打造全球華文新聞品牌」
及「國際頻道之區域受眾研究」。

●公廣集團揭幕表演活動。

春山、公視執行副總孫青及華視總經理小
野、華視副總高武松，一同為「公廣集團
主題館」揭幕。
■2006年11月26日公視基金會第三屆第五次
臨時董事會選出新任原視準台長馬紹•阿
紀。
■2007年１月1日客家台、原視及宏觀電
視，正式加入台灣公廣集團。
●原視台長馬紹．阿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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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
大幅提升台灣能見度
2006年公視在與國際接軌的宏圖上，圓滿達成了兩項重大的任務，其一是主辦「2006世界公
視大展」，其二為舉辦「第二屆台灣國際兒童電視影展」。這兩項活動，å歷經精心籌備，到
盛會圓滿落幕，不僅展現了公視團隊的能力與影響力，同時成功地完成了國民外交，大大提
高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上：來自49個國家的公視成員參加INPUT 2006在
台灣的盛會。
●中：由公視主辦的INPUT 2006盛大揭幕。
●下：公視主辦INPUT 2006，成功完成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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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節目的平均品質也最高。關於台灣地區節目，

2006全球映波在台灣

則有公視委製紀錄片《黑暗視界（Vision of Darkness
「2006世界公視大展（International Public

）》及本地青年學子製作的動畫短片《立體悲劇（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 2006，INPUT

Cubic Tragedy）》獲得入選。

2006）」由台灣公視主辦，是公視的年度大事，更是

許多國際影視界重量級的人物因INPUT盛名而首度

台灣乃至亞洲的影視界大事。由於這是INPUT首度在

來台，是台灣影視界在國際專業交流的一大突破，也

亞洲舉辦，公視從取得主辦權，歷經兩年精心籌備，

撒下了國際合製的種子，並促成公視與蒙古公視的交

到盛會圓滿落幕，不僅展現了公視團隊的能力與影響

流計畫。

力，同時完成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大大提高台灣的

在INPUT的三場專題座談（Special Session）中，公

國際能見度。

視充份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專業人士交流。除提出未來
發展的方向，讓與會者了解亞洲地區電視台的運作方
式；並分享國際合製的經驗，讓與會者對各國公視的

▎公視主辦2006「世界公視大展」
1977年，一群歐美電視界的勇士創辦了「世界

資源與特性有進一步的認識，進而討論國際合製可能

公視大展（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面臨的實際執行問題，以及國際合製案資金、影片類

Conference）」，簡稱INPUT。每年約有1,000個節目

型、主題等關鍵資訊。

參與選拔，最後決選出80至90個節目，在年會的正式

許多同業與外賓都說，這次台灣的盛會是他們參加

單元中放映。與會者大多來自各國公視、新聞媒體與

過最優質的INPUT，無論是影片、放映與服務品質，

獨立製片等影視界相關專業人士。

都是前所未見的成功。多數國際選片人在INPUT之前

公視團隊於2003年舊金山董事會中正式提案，爭取

都沒有來過台灣，甚至沒有來過亞洲，此行讓他們留

主辦INPUT 2006年會，在INPUT國際董事會全數表決

下深刻印象，西班牙的選片人Joan Carreras說：「我從

通過下，拿下2006的主辦權，並將「INPUT」的中文

來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地方，有這麼多友善的人！」

譯音定為「映波」。

▎選片人都是來自各國的專才
選片人是INPUT選擇節目的核心，由來自全球電視

▎六天的驚奇之旅
首度移師亞洲舉行的INPUT，於2006年5月7 –12日

產業的18位專業人士組成，多為節目製作人員與節

展開為期6天的「世界公視大展」，共放映了83部影

目委製編輯。每年由董事會聘任的選片人、協調人向

片，並舉辦3場專題座談，同時也舉辦熱鬧的「開幕儀

各國尋才，並考慮國別分布，取得區域的平衡，以確

式」與「地球村」兩場聯誼活動。有1,401名來自全球

保在選片時，能夠呈現多元的觀點，使INPUT的節目

六大洲、49個國家的公共

能反映出全球化的特

影視家族成員齊聚台北，

色。

參與盛會。

INPUT的選片工作

本屆INPUT的節目特色

，先在各個國家進行

，除有來自各國公共電視

初選，由國家協調人

極具創意的紀錄片，也涵

在國內選出最適合

蓋戲劇、座談、娛樂、動

INPUT的影片。根據國

畫及兒童節目，堪稱是近

家的大小，初選送件

年INPUT節目最多元化的

的限額為6到12部不等
●INPUT的專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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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山董事長在INPUT記者會上致詞。

●INPUT地球村之夜，讓來賓品嚐台灣客家美食。

，初選送件通常在元月底截止。

辦，邀請INPUT 2006大會主席及台灣地區入選導演周

除了選片，選片人還需要在每年5月的INPUT期間，

美玲和全明遠出席。

擔任影片放映時的引言人。也因此，選片人必須具備
引言與引導討論的能力。

▎國際媒體披露

台灣公視自2003到2006年都有製作人擔任INPUT的

海外宣傳的第一波，始於INPUT2005舊金山年會

選片人，在2005至2006年，並參與選片人核心的三人

上。第二波則仰賴各國的Mini-INPUT主辦單位散佈

小組。三人小組要負責節目調整與人員變動的協調事

相關訊息，並請駐外辦事處協助宣傳。另也透過特

宜，在2月與5月期間，不斷進行國際電話會議，以確

定國際媒體刊物的披露，例如《TV Asia》、《World

保INPUT能順利進行。由於公視參與了這部份的核心

Screen》及美國業界的《Current雙週報》，將訊息有

工作，因而能完整掌握INPUT的節目變化，這使得公

效傳遞至國外業界。接近會期時，所有入選影片的精

視在2006年舉辦INPUT，減少許多不確定與意外的變

華帶，亦得於美國公視洛杉磯分台教育頻道（KLCS

化，讓活動的進行更為順暢。

TV） 等國際友台播映。

本屆共有來自 52國的 277個節目進入國際複選，最

因為首次在亞洲舉辦，推廣上也特別著重同屬亞洲

後有 35國的 83個節目脫穎而出，組合成27個單元放

地區的業界。目標觀眾名單的收集，更增加亞洲的比

映。

例。海外報名也因宣傳策略奏效而明顯拉高，特別是
如蒙古、泰國、中東等地區。
活動期間，加、德、法、南非等多國駐台辦事處，

▎2006INPUT的宣傳策略構想
本屆INPUT宣傳工作，採用國內、國際、階段性多

也都另外舉辦宴席歡迎該國參加代表。這樣多管齊下

元並進的策略構想。整體視覺設計靈感來自「全球電

的宣傳策略，堪稱是另類打造公視與台灣國際形象的

視界的年度大團圓」，以及「首次於亞洲城市舉辦年

最佳捷徑。

會」的概念，因此採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客家花布與台
灣特有的寬尾鳳蝶為主體設計元素。國際宣傳強調喜

「2006第二屆台灣國際兒童電視
影展」展開孩子夢想的雙翼

氣及東方文化；國內則適度簡化線條及色彩，創造出
現代簡約的視覺效果。

「2006第二屆台灣國際兒童電視影展」於1月13日
至17日在台北市Y17青少年育樂中心熱鬧展開，由行

▎國內策劃與執行
國內宣傳的工作內容，包括中文網站、報名動員、

政院新聞局指導、公視及富邦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

製作文宣品、宣傳影片、記者會、新聞稿發佈、安排

主要活動包括：國際競賽與觀摩影展、小導演大夢想

訪談與報導。媒體試映記者會，則於2006年5月5日舉

工作坊、兒童遊樂場、大師演講廳、贈獎典禮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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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和平樹祈願活動」活動熱鬧活潑，創意不斷。

各項週邊活動。活動期間，吸引了30,000人次的觀影

精選搶鮮看」等。

人潮。

▎活動深入校園，社區親子同樂
公視並開發「看影展看世界過寒假」遊戲本與教學

▎國際參與踴躍，國內合作多元
本屆影展在國際競賽類方面，共收到37國251部競

手冊，挑選部分影片於公視頻道播出。共10萬多名學

賽片，參賽片數量較第一屆成長18%。其中國內作品

童索取遊戲本，讓老師及學生透過影片，進行教學活

76件，佔30%，國外的作品175件，佔70%。國外參賽

動，加強兒童媒體素養，將活動成功地推展到校園。

作品亦較第一屆成長27%，質量均佳。共有13位國際

為了進一步延續活動效益，公視在暑假期間舉行

貴賓全程參與影展活動。

「小導演大夢想」全國巡迴兒童影展，邀請全國文化

而「小導演大夢想工作坊」輔導10所學校師生完

局一同加入協辦行列，透過資源整合，發揮活動最佳

成10部短片創作。其中獲得最佳人氣獎的《穀子•穀

綜效。

子》，體現了孩子們與土地之間的真誠互動，不僅喚

該活動於25縣市政府圖書館及文化中心同步舉辦，

起大眾對鄉土的關懷，也讓國際人士動容。

範圍涵蓋全國所有縣市，深入金門、馬祖、澎湖、宜

影展活動並結合大專院校共同參與，例如與台灣藝

蘭山區、北部濱海等偏遠地區，播放10個國家、29部

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合

影片，藉由欣賞世界各國以兒童為主題的影片，體會

辦兩場「大師演講廳」，藉由大師來台，和一些影像

不同國家的生活與文化，透過親子共同參與，培養情

工作者及相關科系學生分享創意及經驗。此外，並與

感，寓教於樂，增加家庭共同學習的機會。

實踐大學視覺傳達系、法國在台協會、電影資料館等

活動期間邀請《駱駝不見了》印度導演文杜•格納

單位，設計規劃一樓主舞台和二樓遊樂場，打造屬於

楚來台，至花蓮舉辦三場試映座談會，民眾參與踴躍

兒童的電影樂園。

，獲得極佳迴響。並設計以「和平樹」為主題，各縣

活動的異業結盟，更大幅擴大了活動效益，包括與

市協辦單位自行發揮創意，貼上許願卡的活動，也增

誠品書店進行全方位合作，

加與民眾的互動。

如舉辦四場「影展爸爸說故

「小導演大夢想」全國巡

事」前導活動、文宣合作、

迴兒童影展，共計在43個場

設置兒童影展書展專區，以

地進行，放映總場次達680場

及於影展期間兒童遊戲場設

，地方動員人力超過500人，

置「探索博物館」。另外與

觀影人數達50,000人次。可

大台北地區3,600多輛公車上

說是國內規模最大、場次最

之Bee TV合作，播放「影展

多的影展。
●啟聰學校小朋友致贈海報給「聽聽看」主持人王曉書(右二)；右一為印度
導演格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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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

啟動
「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
位電視發展二年計畫」
2006年中，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位電視發展二年計畫」，這項總經費為新台幣44億多元的
計畫，由公視負責執行，將為台灣的HDTV、DVB-H/IPDC發展，以及建構數位資料庫系統，開創新紀元。

●台北影視節上，公廣集團於現場展示一款手機可立即收看電視轉播。

推動國內無線電視數位化，政府自2003年度起

為

▎為高畫質電視創造大環境

推動「建構數位廣播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台計

這項兩年計畫總經費共計新台幣44.472億元。計畫

畫」以來，已經陸續完成全台10個主要轉播站及9個

主軸包括HDTV（High-Definition Television，高畫質電

改善站的建設，5家無線電視台並已開始播送15個標

視）與第二單頻網建設，DVB-H/IPDC（Digital Video

準數位電視（Standard-Definition Television，SDTV）

Broadcasting–handheld/Internet Protocol Datacast，行

頻道。

動電視與數據廣播）實驗計畫和數位資料庫的系統建

不過，數位化建設的工程繁浩費時，為了加速國內

置。

2010年全面數位化的政策目標，立法院於2006年6月

首先在HDTV方面，預計於2008年中開播，國人屆

30日院會三讀通過「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位電視

時可以透過高畫質的品質觀賞2008北京奧運精采賽事

發展二年計畫」，由公視負責執行這項預算法案，提

的轉播。在這項高畫質的計畫中，除了將建置頭端主

升民眾換購數位電視的意願，帶動數位電視普及率，

控HD（High-Definition，高畫質）播映系統、攝影棚

並與國際接軌。

與後製等硬體系統設備外，還規劃了4億元經費投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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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質節目內容的製作。

Guide，ESG）及網路覆蓋等進行開發測試。公視將依

其中1億元由公視負責規劃與執行。公視將新製260

據國際開放標準，與國內相關軟硬體廠商合作測試，

小時高畫質節目，類型包含生態與人文紀錄片、戲

以期帶動年產值2千億元以上的手機、PDA（Personal

劇、生活資訊、體育賽事轉播等。其餘3億元則由主管

Digital Assistant）等手持式消費性產品之產業發展。

機關新聞局訂定補助要點，補助電視節目製作業者製

另外DVB-H計畫也將開發實驗性行動內容，針對行

播優質節目，共同於未來完成建置之高畫質的第30頻

動終端輕薄短小的特性，製作短版、即時性、資訊

道中播映，以期豐富HD頻道的內容，並藉以帶動國內

性、益智休閒類型，且年輕、活潑的內容，供作測

HD製播產業環境，提升節目製播能力。

試，並於實驗後期甄選數百名測試用戶，進行實測，
以了解使用者對於手持式電視使用的習性、偏好和意
見，作為未來正式服務上路的營運參考。

▎建置第二個單頻網
台灣平面顯示器產業每年超越1兆元的產值，為政
府所推動「兩兆雙星計畫」中重要的一環，其中液晶

▎建構完整數位資料庫系統

電視產值高達34%，約100億美元。因此，HDTV的發

兩年計畫第三項重點，是建構一套完整的數位資料

展，不但有利於本土文化產業之產製與行銷，更將對

庫系統，包括新聞自動化採編播系統、節目後製非線

向來居於全球科技製造重鎮的台灣，產生關鍵性的帶

性網路無帶化系統，以及數位片庫。

動力量。

近年來，世界各國主要媒體如英國BBC（British

本計畫將建置第二個單頻網並與HD頻道共構，預計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日本NHK（Nippon Honso

這項數位電視的網路基礎建設，將於建置的第一階段

Keikai），都已經陸續將台內新聞與節目製作播映及

完成11個人口稠密的主要站台，使覆蓋區域與服務人

資料管理進行數位化轉換，提升效率和產出品質。以

口達到70%。第二階段則進一步完成29個收視不良地

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為例，可加速新聞採編播的速

區的改善站或補隙站，以使覆蓋區域和服務人口能達

度，節省製作與資料管理的成本，並且可一次製作、

到85%。至於興建完成後的營運模式，目前由主管機

多平台播映；節目後製非線性網路無帶化系統，則可

關研擬中，未來可能朝向共同傳輸公司的作法發展。

以減少剪輯過帶的音畫質損失，並使數位檔案的瀏覽
與取用更加方便，大幅提高影音素材再利用，降低人
工搜尋的成本。

▎行動電視與數據廣播實驗
另一項小而美的計畫，則是DVB-H/IPDC實驗計畫。

有了便利的採編播和無帶化剪輯後製系統後，將

由於近年來行動通訊快速發展，在台灣每人擁有一支

這些剪輯或整理好的影音資料儲存到數位片庫中，不

以上的手機，普及率高居全球前三名，手機服務和應

但提升了資料使用和工作效率，還可節省影帶儲存空

用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歐規DVB

間、維持影帶品質，更可因應數位匯流時代多平台發

數位電視標準組織近年來積極推動DVB-H（行動電

行的需求，讓影音內容能快速、便利地傳布到各個平

視）標準，讓人們用手機或其他輕便可攜式的終端接

台上。

收產品，接收數位電視和數據資訊，甚至可以和電視

公視影音資料庫的建置，將為台灣建構出一套完整

做互動，因此深具發展潛力。

的數位影音典藏資料庫；屬於全民共同記憶與資產的

這項DVB-H實驗計畫將針對三個面向：工程技術、

珍貴歷史資料影片，不僅在此儲存，全民更將共享此

內容服務及營運模式進行實驗和研究。在技術方面，

一數位平台的影音寶藏。

主要針對手持終端接收之軟硬體、頭終端設備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電子服務表單（Electron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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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服務

節目類型追求創新
接軌國際 深耕本土

2006

年公視致力於公民社會價值，新製許多
關心公共利益的時事新聞性節目；在其

他各類型節目方面，亦持續「多元、優質、創新」的製播
理念。

新聞節目：
▎彰顯公民意識，促進族群對話
「公民眾意院」：2006年4月1日開播，謝震武主持，
為台灣首創，也是其他國家僅見的縮小版公民會議型態節
目，每週播出一次，每次一小時。以來自各地、各行業的
公民為主，學者專家為輔，屬非菁英式時事論壇節目。公
民來自各縣市鄉鎮，並與各社區大學、婦女老人專（職）
業等社團聯繫，蒐集會員資料，尋找與議題相關的意見領
袖，並遵循「公民會議」精神，由節目單位提供涵蓋各面
向的可閱讀資料給與會者事前閱讀，一一徵詢並匯聚公
民意見，設定提問方向，比一般座談節目更透徹、深入。
2006年底北、高市長選舉前，更結合北、高兩地的社區大
學，一連四集進行市政願景討論，充分反映在地民眾的觀
點。
「公視新聞報」：8月21日起推出，每日11節整點新聞，
有效運用公廣新聞平台建構之後的人力資源，擴大公視頻
道的新聞資訊服務。
「台北市長審議式辯論」：由公視結合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和中央通訊社，一同主辦台北市
長選舉公民會議暨審議式辯論「你當家我作主」，鼓勵候
選人闡述對市政的具體理念，激發選民的理性思辨。
9月初召開籌備會議。10月，公視與四報一社同步召開記
者會，召募公民，並邀請台大前校長陳維昭、政大前校長
鄭瑞城任監察委員，在報名的111名台北市民中，以執委會
決議之人口變項做分層抽選，擇定20位與會公民。
●由上至下：週日狂熱夜、喂！水開了沒、少年哈週刊、公民眾意院、幸福牌電冰箱、
透視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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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熱賽」
帶動台灣棒球熱
有別於商業電視台利益精算的考量，公視在
2005年秉持服務公眾精神，挺身製播「美國
職棒大聯盟熱賽」。2006年，公視延續這精
神，再次轉播旅美兩大棒球投手王建民與郭
泓志在美國大聯盟的精采演出，不但掀起台
灣民眾的棒球熱，更證明公視存在的意義與
●「公民眾意院」探討與民眾息息相關的議題。

●台北市長候選人的辯論會。

價值。
公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熱賽」，除了讓

11月18、19日舉行兩天一夜的

民看選舉」系列報導。這是為了活絡

觀眾目睹兩位台灣好手在棒球最高殿堂發光

公民會議，由專家授課，引導公民

公民社會，公視與公民團體、社區大

發熱外，隨著王建民戰績亮眼，節目收視觀

經由分組密集討論，擇定六大共識

學進一步在學與術上密切合作。

眾爆增，也使得各界的支持與實際贊助更為
熱烈。許多單位、團體也紛紛表達有意在公

議題，於11月26日審議式辯論會

「族群紀錄片」：以族群為議題的

上，由共同推舉的公民代表一一向

報導紀錄片，主要在推動台灣不同族

問題無法如願，但公視的服務，明顯讓台灣

台北市長候選人郝龍斌、謝長廷、

群的文化交流、學習與理解，因此將

棒球熱度升溫。

宋楚瑜提問。辯論會長達3個半小

計畫定位在「傾聽來自多元族群對話

時，全程直播，並開放媒體觀察室

的聲音」，藉著影像與文字來記錄不

事，在歲末除夕中午播出。片中王建民透露

供各界採訪，網路亦同步播出，深

同族群的生命故事。

了登上大聯盟的艱辛歷程，也獨家拍攝王建

獲肯定。

選定中央、中正、世新、東華、

開場合播映大聯盟賽事節目，後來雖因授權

2006年5月，公視特別製播了「台灣棒球
夢」節目，介紹我國旅美職棒球員的奮鬥故

民在左訓準備經典賽的最新情況。
除了王建民，「台灣棒球夢」也採訪了其他

「市政願景論壇＆公民看選舉系

輔仁、義守6所大學進行合作，每所

列報導」：為擴大市民參與北高市

大學聘請一名老師為顧問，再遴選約

國輝、耿伯軒、羅錦龍等選手，自述他們在

長選舉，公視與北高兩市的社區大

50名有興趣的學生參與，進行跨族群

美國的奮鬥經過。

學及民間社團合作，自10月底起展

生命史的文字採訪、記錄與對話，最

開兩階段市民論壇，為台北市長選

後編輯成書，取名為《我們同國》。

舉審議式辯論暖身，於北高各舉行

公視同時也以影像記錄這些新世代年

13場，故名為「願景十三談」。

輕人的「學習之旅」，並以《我們同

10月21、22日由社區大學及民

國》為主片名，分別完成三部族群故

間社團推薦市民，從中遴選20人

事系列影片。包括：〈七年級生談族

參加社區學習圈（study circle），

群〉、〈七年級生說族群故事〉、

得出10大議題，提供第二階段市政

〈遲暮旅程〉。

願景論壇做參考。第二階段的市民

期間除舉辦3場顧問會議，同時在

討論活動，由北高兩市各區社大自

北、中、南、東舉辦4場學生採訪工作

行舉辦市政論壇，針對第一階段的

坊及農訓中心綜合工作坊。3支紀錄

議題做二度審議，由公視派記者採

片及族群專書完成後，並於高雄、嘉

訪，以會議中得出的地區性議題為

義、桃園、花蓮舉辦4場校園巡迴試映

題材，結合當地資源深入報導，自

座談會，以及台大、誠品2場試映座談

11月18日到12月4日於公視、華視

會，花蓮、北縣2場社區座談會。

晚間與晨間等各節新聞中播出「公

「透視財經」：公視8年來第一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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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的職棒小將，包括胡金龍、鄭錡鴻、羅

●五位旅外球員同台現身，由左至右：胡金龍、王
建民、郭泓志、陳鏞基、耿伯軒。

節目服務

經節目，2006年最後一天12月31

括幼兒節目「蝙蝠Amigo」、兒童閱讀

日開播，由洪玟琴主持。在全球佈

節目「運書機13號」、兒童英語教學

局的年代，公視經由「透視財經」

節目「e4kids」。

國際合製作品在國際影展普獲佳績
延續2005年合製案在國際參展的優異成績，

，為觀眾作理性的財經服務。

2006年公視在國際影展依然普遍獲得好口碑

「我的這一班」呈現現代青少年面

與德國導演莫尼卡楚特（Monika Treut）合製

對的種種問題，引導他們學習面對困

的紀錄片《母老虎飛飛飛（Tigerwomen Grow

兒少節目：

境、做多面向的思考，2006年獲頒小

▎創意精緻製作，深化兒少關懷

金鐘最佳青少年企劃編劇獎。

Wings）》，2005年曾獲選於柏林影展播
映。2006年9月，該片獲選參加美國柏克萊
大學、史丹佛大學及華盛頓大學聯合舉辦的

公視優質兒少節目，精緻的品質

2 0 0 6 年公視新製了兩個青少年節

與創新的題材，2006年一舉得到6

目，豐富而多元，其一是1 3 至1 7 歲

座小金鐘獎的肯定，是陪伴兒童成

國、高中生收看的青少年媒體發聲節

長最親密的友伴。

目「同學少年都不賤」，節目刻劃勇

ZDF-3sat的系列紀錄片「17 UP」的一集，

一直受到台灣各地大小朋友支持

於接受挑戰、創新樂活、實現夢想的

內容記錄台灣17歲少女的成長心情。《火

與愛護的「下課花路米」，是公視

年輕男女。看見同齡年輕人的面貌，

長期經營的帶狀兒童節目。除了全

是節目的最大特色。以寫實手法拍攝

2005年獲得多項影展大獎的《獼猴列傳之戰

省走透透，2006年探索隊開拔到越

的青少年單元劇「畢業生」系列，以

爭與和平》，在2006年又陸續入圍美國動物

南，拍攝「拜訪我媽媽的家鄉」系

「預防青少年踏出錯誤的第一步」和

列，探索新移民媽媽和女兒的返鄉

「喚醒社會對邊緣青少年的關懷」為

探親旅程。老字號幼兒節目「水果

主旨，都獲得熱烈回響。

「台灣電影巡迴展」，導演並受邀與觀眾進
行面對面的討論。
而與楚特導演的第二個合作案紀錄短片《火
舞十七（Made in Taiwan）》，是德國公視

舞十七》在台灣女性影展映演後，也獲選在
2006韓國首爾女性影展放映。

行為協會主辦的電影展，並入選泰國科學影
展，獲得學術界的肯定。

國內唯一針對12至16歲同學製

視獎保加利亞金櫃獎後，在11月，更獲得比

戲劇節目：

利時布魯塞爾獨立影展的所有類別大獎。

▎廣探社會面向，致力戲劇深度

作的媒體素養教育節目「別小看

《米可，GO！》 為一關懷視障族群

我」，兼具知性與趣味性，是獲獎

的青春偶像劇集。描寫陽光少女意外

最多的節目。「少年哈週刊」為9

失明後，在導盲犬及家人的協助下，

至14歲學童製作，探索「如何理

勇敢向前走出全新人生的故事。劇中

解及判斷新聞」，播映至2006年6

細膩描寫失明者的心理及生活。結合

月25日畫下句點，共計播出5年。

可愛的黃金獵犬、偶像、實力演員，

「古典魔力客」鎖定8至12歲兒童

揉和出精緻與商業元素兼顧的清新偶

，2006年節目主軸改為介紹「音樂

像劇風格。

類型」，深獲各界好評。其他還包

劇情片《深海》，2006年繼入圍法國杜維爾
亞洲電影節、瑞士佛瑞堡影展及東歐老牌電

冰淇淋」，內容豐富、極具創意，
深受親子喜愛。

由曾入選威尼斯影展的導演鄭文堂所執導的

《危險心靈》描述現今國中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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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少年哈週刊、下課花路米、水果冰淇
淋、米可，GO！

面臨教改的衝擊、升學壓力下內心

《快樂的出航》、《芒草花在唱歌》

的衝突與成長；以青少年觀點出發

，以及諷刺戲謔的《英勇戰士俏姑

，提供成年人另一種思索的觀點。

娘》、《我的阿嬤是鬼》、《為什麼

由侯文詠原著改編，易智言導演，

要對你掉眼淚》。

「關愛無國界」探索馬拉威愛滋問題
2百多人放下工作，前去參加愛滋寶寶的葬

《祖師爺的女兒》描述出身歌仔

上演的情節。「關愛無國界」紀錄片獲得行
政院衛生署贊助，由公視製作團隊於2006年

不僅創下極佳的收視，在網路上也
成功引起熱烈的討論。

禮，在馬拉威，這不是偶發個案，而是每天

紀錄片節目：
▎張開國際連結，探鑽歷史縱深

中旬遠赴非洲，實地記錄愛滋病在馬拉威肆
虐的情況，以及台灣醫療團幫助當地病患接
受治療的故事。

戲班的女孩阿屏，如何在風雨飄搖

公視製播的紀錄片包括《台灣棒

的環境中，帶領歌仔戲班勇往直前

球百年風雲》、《逐格造夢》、《戰

的故事。劇中所欲呈現的是歌仔戲

疫－台灣流行疾病》和《炸神明》。

的民俗藝術之美，以及女人當家的

《台灣棒球百年風雲》首次完整記錄

方。」因此，台灣對馬拉威的國際醫療援

韌性與毅力。

台灣棒球百年發展歷史，從日治時期

助，不像西方國家只贈送物資及金錢，而是

馬拉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內陸小國，愛滋
病盛行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全國約有一百萬
名愛滋病患。台灣醫療團團長余廣亮說：
「醫學生都有一個憧憬，我們要去需要的地

投入人力、物力，在偏遠北區興建中央醫

《一江春水向東流》改編自五○

到九○年代後，訪問台灣、中國、日

年代同名的經典電影，由劉嘉玲、

本、美國等國內外超過百位棒球界人

分證及戶籍登記的馬拉威病患，都能獲得良

袁詠儀、胡軍、陳道明主演。為了

士。《逐格造夢》從台灣到中國，訪

好的追蹤治療。4年來，已協助3千名愛滋病

為忠於原著，本劇在片廠搭建舊上

問近200位動畫人士，完整記錄台灣30

海街道、百樂門、黃包車，各樣懷

多年動畫產業史。《戰疫－台灣流行

舊佈景、道具、服裝等都極為考究

疾病》介紹台灣百年歷史上重要的流

愛無國界」一片將公視觀眾的視野帶進非洲

，彷彿回到舊上海街景，重述當年

行疾病。《炸神明》透過在台東元宵

大陸，並深入理解國際關注的愛滋病議題。

的淒美愛情故事。

節時所舉辦的活動，記錄地方上黑道

院，並且建立「指紋辨識系統」，讓沒有身

病患接受治療。
隔著遼闊的印度洋與亞洲大陸，台灣與馬拉

「人生劇展」推出以「美味人

兄弟的生活面貌。

生」為主題的《愛的麵包魂》、

此外，公視在2 0 0 6 年亦選播多部

《喂！水開了沒》、《幸福牌電冰

精緻的國際紀錄片，包括《對抗疾病

箱》、《高校有刀》，以及紀念

全紀錄》、《史前公園》、《兩岸故

2004年大事件的《我家有張協商

宮行》、《建築與城市》、《趨勢拼

桌》、《拍賣世界的角落》。其他

圖》、《我的地球我的家》等。配合

尚有探討生命的《網路情書》、

2006INPUT播映的「映波之前」系列

《天使一刻鐘》，青少年成長記

，包括有英國《雪后》和《與恐龍共

事的《腳踏車的祝福》、《極限燙

舞》、德國《未來狂想曲》、加拿大

衣板》、《戀人》，具鄉土風味的

《雷恩的異想世界》、美國《1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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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藉由醫療協助開展一段緊密的情誼。「關

紀錄片製作過程，獲得台灣與馬拉威衛生相
關部門的雙重信賴與協助，並製作英文版以
推廣至國際。本片為公視投入非洲國家與自
行拍攝國際性議題的一項新試驗。

●左至右：危險心靈、祖師爺的女兒、台灣棒球百
年風雲─1969獲得世界盃少棒冠軍的金龍隊（陳
智源提供）、炸神明。

節目服務

事》等精緻紀錄片。

結與詮釋。

與蒙古公視首度展開雙邊交流

「幫忙喬」則是國內首見的互動式
2006年5月上旬，「蒙古公共廣播電視

生活藝文節目：

實境節目。觀眾票選出的3位年輕主人

▎型態豐繁多樣，滿足不同觀眾

翁，在理想與現實中尋找自我，並朝

Television，MNPTV）」成員來台參與

「公視表演廳」是國內電視唯一

向自我實現的夢想努力，而每集節目

「2006世界公視大展」與「媒體高峰會

的表演藝術時段，每週六晚間提供

中由觀眾以簡訊投票，給予他們實踐

（Leadership Summit）」活動。該台原為國

各類表演藝術的轉播節目，內容包

目標過程的建議。他們在節目中經歷

含古典音樂、傳統戲曲、演唱會、

各樣的挑戰，不斷面對人生的十字路

活動期間，與蒙古公視達成合作共識，開啟

劇場、舞蹈……廣羅國內表演藝術

口，期望能順利達成夢想。

了這首次的雙邊交流。

團體的精采呈現，亦不定期播出國

（Mongolian National Public Radio &

「觀點360°」精選世界各地在題材

營電視台，2005年1月通過立法，經公共化
轉型而成。

基於「開拓國際發展、加強與國際公視間合
作」之既定目標，經往返協商，雙方議定透

外的精采演出。

與呈現方式具特殊性的優秀紀錄片，

過「節目交流」和「教育訓練」兩階段方

在台灣傳統戲曲方面，有河洛

透過主持人蔡康永與各領域專業人士

式，進行這項合作交流計劃。本案亦已於

歌仔戲《東寧王國》及《竹塹林占

的討論，觀眾在觀賞紀錄片之餘，更

2006年10月下旬完成設定目標。

梅》、明華園歌仔戲《乘願再來》

可開展360度全方位的視野。多接觸一

元化的生活資訊，也重視節目本身

及《劉全進瓜》、唐美雲歌仔戲

種觀點，就可以對自己多一分瞭解，

的知識性、娛樂性、服務性和國際

《人間盜》等。

對別人多一分尊重，對世界多一分親

性，希望為台灣聽障朋友帶出更廣

近。

闊的視覺空間。

「果果恰恰－才藝大車拼」是一
個銀髮族才藝競賽的節目，廣邀全

「讀書36計」是針女性主題設計的

「看公視說英語」於2006年堂

國各地銀髮族社團，展現與比拚歌

讀書節目。從生理、心理、歷史、社

堂邁入第7年，是國內最長壽的英

唱、舞蹈或各類才藝，加上主持人

會制度等各個面向，藉由閱讀，活出

語教學節目。由公視與英文教學權

陳亞蘭、何篤霖幽默風趣的帶動，

屬於自己性別的生命色彩。節目中可

威救世傳播協會共同製作，節目品

提供銀髮族表現自我及娛樂休閒的

以看見女性書寫、聆聽女性聲音、交

質極受觀眾及教育界的肯定，並榮

最佳場域。

流女性經驗，由吳淡如主持，讓觀眾

獲教育部頒發「95年度推動終身學

「週日狂熱夜」是公視首次推出

在讀書之外，還可以讀女人、讀生命

習獎」之作品獎。

自製的歌唱綜藝節目。不同於時下

，通過不同女性生活經驗的傳遞，思

綜藝節目的嘻笑怒罵，邀請具實力

考多元性別關係的新未來。

的歌手在節目中現場演唱、展現歌

「探索未知世界」是公視與中央
研究院合作的節目，透過深入淺出
的報導與精采動畫輔助，將台灣尖

藝，並有系統介紹不同年代、各類

社會服務節目：

端基礎科學研究介紹給一般大眾，

風格、著名創作人的作品，對流行

▎針對社群所需，落實公共服務

並藉此建立公視科普節目製播的寶

文化的過去與現在，作了極佳的連

「聽聽看」製播8年來，除了提供多

●左至右：果果恰恰才藝大車拼、週日狂熱夜、幫忙喬、看公視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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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經驗模式。

開展多元新視野
服務大眾全方位

2006

年公視的節目規劃，秉持「製播多元優質節目、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深植本國文化內涵、拓展
國際文化交流」的使命，持續以多元的視野、多樣的風貌與高品質的專業製作服務公眾。

為貼近民眾、接軌國際，2006年公視再次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熱賽」，並於7月轉播「2006世界大學女子壘球
錦標賽」，以拓展民眾對體育關注的面向。除了轉播運動賽事，公視對體育發展更是關懷，2006年推出《台灣棒球
百年風雲》紀錄片，為台灣棒壇的發展留下歷史見證。
在服務知識大眾方面，晚間黃金時段維持帶狀的紀錄報導節目「十點全紀錄」之外，另闢「國際換日線」時段，
精選國內外知性、精緻兼具的佳片與國人共賞。為使優質的藝術文化更貼近民眾，除了「公視表演廳」持續轉播多
元的表演藝術節目，亦新製「週日狂熱夜」音樂綜藝節目，以創意的音樂演唱形式，重新詮釋台灣曾經流行的金
曲。
此外，與中研院再度合作推出「知識的饗宴 遇見科學」節目，介紹中研院的研究成果。在教育文化方面更新製
包括：《李登輝》、《品牌台灣》、《回首台灣報業》、《我們同國》等紀錄片。
至於新聞時事節目，2006年新製了每週塊狀的「公民眾意院」、剖析重大產經政策的「透視財經」，並從8月下
旬起，於週間白天製播每小時一次的「公視新聞報」，以增加新聞的即時性。而為加強聽障人士的資訊服務，新製
了「手語資訊站」節目。
總計2006年播出的節目比例如下：

依服務對象分類（共8,686小時）
依特殊族群分類（共615.62小時）
其他3％
公眾近用15％

（21小時）

（93小時）

原住民34％

兒青26％

一般觀眾63％

（2,242.77小時）

（5,476.35小時）

（205.5小時）

聽障族群28％

客家20％

（175.12小時）

（121小時）

銀髮2％

婦女2％

（162.67小時） （188.6小時）

依節目內容分類（共8,686小時）

特殊族群7％
（615.62小時）

依節目來源分類（共8,686小時）

生活資訊、服務8％

綜藝表演、藝術7％

戲劇28％

捐贈1％

（692.08小時）

（576.33小時）

（2,481.67小時）

（56.45小時） （117.78小時）

託播1％

外片13％

境內外購14％

（1,096.28小時） （1,174.45小時）

合製2％
（195.63小時）

紀錄片13％
（1,134.23小時）

學習25％

新聞時事14％

體育5％

自製51％

委製18％

（2,169.87小時）

（1,228.15小時）

（403.67小時）

（4,501.38小時）

（1,544.0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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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服務

2006
國內外得獎榮耀全紀錄
2006

年，公視精選優

影展（Chicago International Children’

質節目參加國內

s Film Festival）」。

外各影展，並屢獲入圍及得獎肯定。

新聞獎項部份，「紀錄觀點」、

總計海內外入圍數高達151件，更勇奪

「客家新聞雜誌」、「全球現場」、

25座獎項，成績堪稱斐然。

「公視晚間新聞」紛紛入圍素有新聞

▎大、小金鐘的最大贏家

獎項標竿之稱的「卓越新聞獎」；而

在眾所矚目的金鐘獎方面，公視不

長期以關注環保、生態議題為主的

僅囊括44項入圍，更不負眾望地拿下

「我們的島」，更以「德國生態報導

7座大獎，蟬聯第一，表現亮麗，成績

系列」專題榮獲「國際新聞報導獎

仍為各台之冠。

項」之殊榮。

第二屆小金鐘獎方面，公視入圍24

▎國際影展上耀眼出鋒頭

座獎項，並一舉摘下6座小金鐘。「水

戲劇節目的表現更不容小覷，以

果冰淇淋」、「下課花路米」、「別

女性情感及人道關懷為主題的《深

小看我」、「古典魔力客」等節目製

海》，深獲國內外多項影展青睞，

作群，無不兢兢業業製播優質節目，

入圍總數不勝枚舉，足跡遍及法

努力打響公視兒少節目第一品牌，得

國「杜維爾亞洲電影節（Deauville

獎肯定更是目標達成的最佳印證。

Asian l Film Festival）」、「佛瑞

公視兒少節目角逐國際獎項，更是

堡影展（Freiburg International Film

屢獲佳績，「別小看我」、「少年哈

Festival）」、保加利亞「金櫃電

週刊」分別榮獲「2006第二屆台灣國

視節（Golden Chest International

際兒童電視影展」最佳台灣電視節目

TV Festival）」、比利時「布魯塞

獎、最佳電視節目獎。

爾獨立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下課花路米－小兵的斯里蘭卡

du Film Indépendant）」、荷蘭

日記」於歷史悠久的美國「紐約影

「鹿特丹影展（International Film

展（New York Festivals）」中表現

Festival Rotterdam）」、「台北電影

出色，風光抱走「青少年節目銅牌

節」……，並獲頒比利時「布魯塞

獎」。更難能可貴的是，「下課花路

爾獨立影展－國際影片單元競賽」

米－蓋在操場上的布農學校」在競爭

的「所有類別大獎（Grand Award

激烈的「日本賞」中大放異彩，入圍

of All Categories）」，國內外皆有

最佳青少年節目獎。此外，「水果冰

極高評價。《邂逅－數字拼圖》於

淇淋」、「蝙蝠AMIGO」亦入圍「亞

以色列「台拉維夫影展（Tel Aviv

洲電視獎」及美國「芝加哥國際兒童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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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至下：
水果冰淇淋
下課花路米
古典魔力客

中嶄露頭角，更拿下「香港大中華大
學生影視獎」的「最佳導演獎」。
有口皆碑的公視紀錄片，表現卓

○國際影片單元競賽--所有類別大獎
深海

▎國內獎項

著，涉獵主題極廣的紀錄片發表園地

■金鐘獎

「紀錄觀點」，不僅在「台灣國際紀

○迷你劇集最佳男主角獎

錄片雙年展」、「女性影展」及「卓
越新聞獎」中掀起一波波熱潮，更以

航－陳慕義（人生劇展）
○迷你劇集導播（演）獎

《紀錄觀點－我的747》勇奪「香港獨

航－樓一安（人生劇展）

立短片及錄像比賽－Asian New Force

○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獎

首獎」。此外，以元宵節炮炸寒單爺

書－李烈（人生劇展）

為題材的民俗紀錄片《炸神明》表

○傳統戲劇節目獎

現不凡，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

○教育文化節目貢獻獎

展」、「南方影展」及「金穗獎」最

○資訊綜藝類最佳主持人獎

佳紀錄片獎項。探討視障議題的《黑
暗視界》，於「亞洲電視獎」中獲得

快樂的出

快樂的出

網路情

三個人兒兩盞燈
台灣古道誌
這些人

那些人－吳念真
○研究發展獎

數位地面無線電視廣

最佳紀錄長片的肯定。《火舞十七》

播原理與單頻網路射頻通道之量測

記錄一名17歲的台灣少女，在快速變

與模型之分析－蔡毅民、聞峰鼎、

遷又充滿美、日、歐等外來文化影響

魏民福

的環境中，求學與生活故事，除入選

■小金鐘獎

「女性影展－國內年度佳篇--藝術篇」

○最佳學齡前兒童節目獎

外，其後更在韓國「首爾女性影展

水果冰淇

淋

（Women Film Festival in Seoul）」中

○最佳學齡兒童節目獎

表露鋒芒。

○最佳少年節目獎

古典魔力客

別小看我

○最佳演出人（含主持人及演員）獎
下課花路米－許傑輝、陳譯賢、

▎國際獎項
■美國紐約影展

薛紀綱、吳懷中、蔡明毅（阿炮）

○青少年節目銅牌獎

下課花路米

○最佳兒童演出（含主持人及演員）

■台灣國際兒童電視影展

獎

○最佳台灣電視節目獎

芮世桓、俞睿堯、陳宏宇、鄒易

○最佳電視節目獎

別小看我

少年哈週刊

■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
○Asian New Force首獎

別小看我－丘雅鈺、安從慈、

庭、林書鈺、李艾修、林品均、林
彤

紀錄觀點－

我的747

○最佳企畫編劇獎

我的這一班－陳

莉莉

■香港大中華大學生影視獎
○最佳導演獎（劇情片）
字拼圖（人生劇展）
■比利時布魯塞爾獨立影展
●由上至下：
黑暗視界
快樂的出航
網路情書
我的這一班
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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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新聞獎
邂逅－數

○國際新聞報導獎

我們的島-德國生

態系列報導－張岱屏、陳錦彪、林
佳穎

公眾服務

新媒體部與時俱進
網站經營不斷創新
www.pts.org.tw

●影片素材共享資料庫

公

廣集團的節目播出資訊。

動媒體組」，系統管理組改為「資訊管理組」，製播

▎朝雙向互動與多功能發展

視基金會於2006年9月將原有的資訊部改名為
「新媒體部」，其中的網際網路組改名為「互

資料組改為「媒體資材組」。目的就是要在這個數位

7月間，公視網站推出影片素材資料庫，目標是在

匯流的電子環境中，讓公視有更多元的管道提供優質

商業與智慧財產權被合理保護的前提下，建立台灣公

的服務，以創造更好的公共價值。

共數位影音資源，希望藉此提供教育與娛樂功能，並
且帶動更多創意。公視將陸續開放影音內容，提供台
灣本地民眾免費下載影音短片，作為教育、創意、娛

▎讓觀眾有更好的使用介面
公視網站在有計畫的經營下，本年度每月平均到訪

樂等非營利使用。

人次為158萬，較去年的130餘萬及前年的97萬人次成

展望未來，在大環境中，整個網路經營的型態都在

長許多，最高單月到訪的觀眾曾高達190萬人次。此

改變。過去讀者習慣於下載、閱讀網站編輯整理好的

外，觀眾平均停留於公視網站的時間也較上個年度增

資料；但現在，讀者希望能主動上傳資料，與他人分

加了2分鐘，達到16分34秒。今年度各項網站統計數

享，同時也希望擁有虛擬身份，並強化網友間的互動

字均有顯著的成長，網站已成為觀眾獲得公視資訊與

與對網站的參與。因此公視網站的架構與呈現方式將

雙向互動的重要途徑。

不斷創新，以符合未來的趨勢。

年中，公視網站進行改版，目的是讓觀眾有更好的

公視積極推動網站體質改造，讓觀眾有更多、更

網路服務與使用介面。其中新增加的網路服務，包括

快、更容易使用的網路服務，同時也讓網站管理更精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一種用來分發和匯集

準、更有效率。展望未來，公視網站將在既有基礎

網頁內容的網路格式）資料傳送服務與精彩節目預告

上，朝雙向互動與功能多樣化發展，持續提供優質的

網路直播功能。在提升使用介面的便利性方面，則是

網站內容。

將公視之友的網路服務如贊助方案、相關活動，以及
網路月刊等，做版面上的重整，同時調整網路會員登

公視網站到站人數與停留時間

入機制，供公廣集團各台網站的各項服務認證使用。
而為了達成公廣集團未來多頻道服務的目標，網站
也完成了節目多頻道排檔系統，讓觀眾更方便瀏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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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到站人次

158萬人次╱月

平均每人每次停留時間

16分34秒╱次

數位電視工程新藍圖
循序推展
為達到本島與外島地區全面服務之目的，本建置計畫

▎完成共站共塔發射，改善收視情況
2006年公視數位電視工程建設，依既定進程順利進

將分兩階段執行：

行，並陸續完成預定目標。

○第一階段：預定完成竹子山站、南港山站、新竹五

■持續配合政府進行「94年度新聞局共同塔改善站計

指山站、三義站、南投站、枕頭山站、中寮站、壽

畫」，推動地面無線數位電視共同傳輸平台共同塔

山站、宜蘭站、花蓮站與台東站台，共11站台。

改善站建設，執行5家無線電視台共站共塔發射規

○第二階段：以上11轉播站建置完成後，除進行場強

劃，完成全島各數位電視收視不良地區改善收視計

模擬及實地量測後繪製覆蓋圖外，依據覆蓋圖及參

劃。

考第一單頻網建置後報告，以及各地站址取得難易

■參與國家通訊委員會辦理「手持式電視試播測試計

程度等因素，再以地區大小與該地區人口密度作為

畫」甄選，經評選為北區第一名，並於12月21日

補隙站建置之優先順序，計畫建置中小型補隙站共

通過查驗，取得電台執照，開始傳送測試信號。

計29站。

未來，將結合新聞局「公視兩年發展計畫」中的

■HDTV與第二單頻網路環島微波鏈路系統

「DVB-H測試子計畫」預算，進行一年的信號測

規劃建設環島微波鏈路以雙向熱待機（hot-standby）
方式串連全省23個發射站及外島3個發射站。

試，進一步推動國內DVB-H技術等相關產業的發
展。
■規劃完成「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數位電視發展兩
年發展計畫」中的高畫質電視、第二單頻網發射網
路及DVB-H手持電視測試計畫等等相關子計畫。本
計畫預計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後一年內完成建置；故
高畫質電視預計於2008年初進行試播，2008年4月
正式開播。
■數位電視工程建設內容：
1.數位發射系統建設，2006年底已完成台北八里站、
台北野柳岬站、澎湖站，共3個數位電視共同塔改
善站。
2.2006年底完成規劃「95年度新聞局共同塔改善站計
畫」金門站、馬祖及綠島湖站、台中清水站、新竹
五指山站之規劃，並進行開標等作業，預計於2007
年底完成該5站之建設。

▎高畫質電視與第二單頻網遠景可期
■HDTV與第二單頻網路數位發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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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服務

以客為尊
開辦節目申訴與受理檢舉

2006

年公視客服量為282,211件，較2005年成長166%。在客服人力
參觀服務，縮短公視與全民

維持不變的情形下，客服量連續第二年增加六成以上。自2006

的距離

年起，增加了「節目申訴」及「受理檢舉」管道，以建立公平、透明的企業形象。
秉持服務大眾的精神，為了讓全

公視接獲節目申訴後，將依節目類別及製播來源，責成相關部門於一個月內，以書

民接觸公視零距離，自1999年

面說明公視處理方式及理由，回覆申訴。而在受理檢舉方面，檢舉人得以書面、電

起，特別擴大參觀服務，以會內

話或電子郵件等任何形式，指陳具體事實，向公視董事長、總經理或相關單位人

專業人才帶領，介紹電視節目製

員，檢舉會內不法情事。2006年總計已處理節目申訴11件、檢舉案件6件。

播流程及各項設備。到2006年
止，參觀人數達77,582人。公視

根據2006年底委託「觀察家行銷研究公司」對觀眾服務進行的滿意度調查，曾

以實際的行動，帶領民眾親身貼

撥打公視客服專線的受訪者當中，有近九成表示最近一次撥打客服專線時，對公視

近、了解公視服務全民之價值，

客服人員的回覆速度表示滿意；而有近八成五的受訪者說，公視客服人員確實幫忙

民眾肯定並踴躍地參與，更是公

解決了問題。在各項服務評比中，以「客服人員的服務態度」最受好評，滿意度維

視與全民之間重要的互動之一。

持2005年的水準，達到94.3%。

歷年滿意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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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月刊

客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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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速度

公視資源在地分享
教育服務貼近需求
●2006公視媒體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營。

較於往年，2006年公視教育服務有更多創新嘗試與突破。除了秉持多元多樣的傳統之外，更著力於在地服

相

務，如教育加值計劃，分別從北、中、南、東，召募並培訓在地種子教師，透過節目融入教學、媒體素養教

育、媒體創作等方式，提升在地親師生近用公視節目及媒體資源的能力與比例。另外，配套發展「公視資源教育使
用調查」，讓教育服務更貼近教學現場需求。
持續獲教育部補助的「媒體素養社區推廣計劃」，2006年以協助社教機構培育推廣人才為目標，於北、中、南區
辦理研習，繼而鼓勵學員結合原機構資源擴大推廣媒體素養。
此外，與教育部合辦全國閱讀推動計畫，包括「閱讀讓我們心連心」及「閱讀嘉年華」活動。前者鼓勵全台各小
學認養「焦點三百學校」（即教育部核定文化不利地區小學），進行閱讀交流，並挑選6組具有閱讀推動特色的學
校進行採訪錄影，製作並發行合輯影片；後者表揚偏遠地區閱讀表現卓越的學生及各地推廣閱讀有功的民間組織。
下表整理2006 年公視教服重要績效，期待未來透過各地培育的種子教師，讓公視長期深耕的教服資源，獲得更
深且廣的觸達，充份發揮媒體正向教育的功能。

公視2006年教服成果簡表
項目

成效

寒假作業－2006看影展、看世界、過寒假及學生創意作品競賽
（含作品網路票選）

發行遊戲本110,000本、423位小朋友參賽、2,582筆票選資料

暑假作業－2006活力探索假期及學生創意作品競賽（含作品網
路票選）

發行遊戲本111,300本、289位小朋友參賽、2,019筆票選資料

念經小和尚╱鸚鵡姊姊說故事╱坷垃傳奇影音教材

全教會訂12,000套VCD編入台語教材

寒暑假主辦兒童成長營共三梯

102位學童參與

暑假教師影像研習營

30位教師學員

協助媒體識讀中心辦理兒童媒體素養營隊二梯

52位學員

協助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大專媒體營一梯

33位學員

媒體素養社區推廣計畫

報名者68人，上課學員53人，回傳推廣成果18人

閱讀讓我們心連心
（網路閱讀募書暨城鄉交流活動）

計有74所小學參與交流活動，共募得24,344本書捐贈給焦點學
校、拍攝6組13所學校城鄉交流活動

閱讀嘉年華

表揚16個縣市、452位對推廣兒童閱讀有功的成人及參與閱讀
成績斐然的學童。

古典魔力客－第四屆資訊融入與創意教學專案（教案競賽）

共45人參賽、發行優勝作品集2,000套，致贈焦點三百、偏遠
學校及全國設教育系所的大學院校圖書館

教育加值計劃－種子師資培訓

培育42位北區種子教師，在校推廣公視及媒體教育達263小
時，65,414人次

新電視運動

設計「健康看電視」口訣與方法，透過網路、寒假作業、月刊
月報、DM等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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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廣集團成立
制度通盤調整

2006

情形，以確保公視營運符合公視使命與目的。

盤的調整。

人為常務監事。監事會應稽查公視基金會經費使用情

年公視行政組織與人事管理，隨
著「公廣集團」的成立而作了通

依公共電視法規定，公視置監事3至5人，其中一

形，及有無違反公視基金會經費財務稽查辦法與其他
法律規定。

▎組織概況
依公共電視法規定，公視基金會設董事會，由董事

公視基金會設企劃部、節目部、新聞部、製作部、

11至15人組織之，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董事會權責包

工程部、公服暨行銷部、國際部、行政部、新媒體

括決定公視營運方針、核定年度工作計畫、審核年度

部、策略研發部。依公視基金會組織規程第三條規

預算及決算，並監督總經理所帶領工作團隊業務執行

定，置設總經理一人，綜理職務範圍一切業務；副總

組織架構圖

公視基金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監事會
常務監事

諮詢委員會

總經理辦公室

總經理

創意發展委員會

副總經理

製作部

新聞部

節目部

企劃部

工程部

製作組

節目群

管理組

規劃組

轉播發射組

美術組

編輯組

製作群

購片組

工程管理組

副控組

採訪組

兒少組

委製組

維修技術組

後製組

製作組

主控衛星組

原住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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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1至3人，得視業務所需，置執行副總經理一人。

■公布施行「關係法人營運合作辦法」

總經理為公視基金會及其他關係法人（合稱「台灣公

為因應公視基金會未來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經營組

廣集團」或「公廣集團」）之總執行長，總經理有為

織，檢視公司法、公共電視法、金融控股公司法、財

公廣集團督導管理上一切必要行為之權，並視為執行

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參考範例等現行相關法令

公視基金會之業務。（公視基金會組織架構如附圖）

及公視基金會規章，2006年3月20日第三屆第17次董

依2006年1月3日公布施行之「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關係法人營運合作辦法」全文，

理條例」，公視基金會依法辦理之客家電視台及原住

期配合公視基金會整體經營理念，確立公視基金會與

民族電視台，各設置台長一人，其組織管理及業務執

關係法人間營運關係，提增治理效能。

行規章另訂之。

■員額規劃與成本管控
為依法辦理客家台及原視，2006年11月起重新規

▎2006年管理策略
因應2006年1月3日公佈施行之「無線電視事業公

劃各部門目標員額，核定全會總員額從630人增至736

股處理條例」，依法辦理客家電視台及原住民族電視

人，由用人單位依需求狀況，提出人力增補申請，經

台，2006年公視基金會組織及人事管理推動工作項目

主管會報通過後，始得辦理人力增補事宜，期以最精

如下：

實之人力完成辦理新增電視台之配合執行業務，以有

公服暨行銷部

行政部

新媒體部

策略研發部

國際部

公眾服務組

人事法務組

媒體資材組

國際事務組

公共關係組

財務組

資訊管理組

國際頻道組

視覺宣傳組

會計組

互動媒體組

行銷推廣組

總務組

節目發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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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董事
董事長

陳春山

公視基金會第三屆董事長

董事

李敏勇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

翁秀琪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董事

吳清友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孫大川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董事

鄭同僚

政治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
種籽實驗小學計畫主持人

董事

陳貴賢

中央研究院原分所暨台灣大學

董事

莊國榮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董事

李偉文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凝態科學中心研究員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湯城牙醫診所醫師
董事

方念萱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董事

黃明川

攝影、導演、編劇
（已於2005年元月17日請辭）

董事

陳東升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已於2004年12月27日請辭）

第三屆監事
常務監事

林筠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監事

蘇芊玲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
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

監事

限財務經費合理配置人力資源，達收支平衡目標。

陳炳宏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工作品質與成果，2006年持續推動連動獎金制度，視
年度相關績效指標成長率與達成率實績，連動增減實
際發放月數，期以連動獎金導入目標成長，與整體績

■組織激勵與線上考核
為提增人事作業效率，遂行辦公室電子化之整合作

效連結，增加激勵誘因，誘發組織活力與生產力。

業環境，2006年11月完成年終績效線上考核作業系

此外，為提增員工對其職務相關之會內法規知悉

統，使績效考核作業在多年人工作業後一舉完成電子

度，收法規遵循實效，2006年持續定期每半年辦理全

化目標。除維持現行之主管評核，並試行組群互評，

會員工法規檢測，藉由員工嫻熟職務相關法規，提升

以使評核面向更趨多元且完整，提增考核精準度。

工作成效與品質，深化企業文化養成。

■目標管理與法規遵循
為建立全會目標管理概念，以具體數值，逐年提升

34

創意發展委員會
目標瞄準「金頭腦」

對市場競爭，組織中「創意文化」的形塑，成為近年來許多公司組織

面

改造的重要課題。具規模的公司，除了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的教育訓練

或開發課程來激勵員工外，更有企業成立創意發展相關組織，期待重塑公司
文化。

▎為組織內部搭建創意平台
而在數位時代，電視媒體對創意管理的需求更顯急迫。電視台需要更彈
性的管理機制、更活化的組織架構，才能因應外在瞬息萬變的媒體科技與創
新服務。由此，英國BBC就設立了創意委員會，日本NHK、韓國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也規劃了相關專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或開發。當然，
公視也不落人後，2006年9月開始籌組「創意發展委員會」，12月正式掛
牌，期盼這個組織能作為內部創意平台的橋樑，透過不同部門資源及創意發
想，形塑一個更有機、更有創意的公司文化。

▎「點子工廠」要大家放膽想
「創意發展委員會」目前有3位專職的同仁，除了召集人以外，一位是e
世代的網路達人，一位是充滿好奇細胞的新聞專業人員，分別來自企畫部、
新媒體部和新聞部。另外，各部門亦選派一位最具想像力的同仁擔任創意委
員，共同組成一個委員會，希望透過多元的專長，為公視建立一套既有趣味
又能激發創意的環境機制。同時藉由「點子工廠」網路互動平台的設立，讓
同仁在看電影、玩電動、閒聊天的心情下，提交點子、分享創意、參與討
論，並給予評價。
雖然目前「創意發展委員會」只有三顆小燈泡的能量，但它將竭盡所能挑
動所有同仁的創作神經，讓「創意發想」成為一種戒不掉的「癮」，深植在
大家的細胞中，也讓真正有創意的構想，得以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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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公共化
雙雙成果顯著
策

略研發」是公廣機構成長茁壯的生命力所在。

包括通訊產業聯盟、行動電視產業交流會、台灣數位

本年度，公視策略研發與教育訓練，集中其能

電視產業聯盟、工業技術研究院。兩天研討會吸引國

量於數位化及公共化兩面向；趨勢上貼緊先進公視發

內產官學界400位核心人士參加。

展，實務上厚植台灣數位實力。

▎公共化進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公共化大業，本年度承先啟後深耕，表現於三項重

▎手持式行動電視研發，表現突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2006年10月公布手持式行動

點工作：完成公視體檢報告、探索公共價值、推廣製

電視試播計畫甄選結果，公視團隊榮獲北區第一名，

播準則。

代表公視在數位電視發展的專業願景獲得肯定。

2006年為公廣集團元年，為回應立法院代表公眾對

在此之前，公視團隊推動與研發手持式行動電視已

公視的關注，經公視各部門協力，完成「公視體檢總

近兩年，期間致力於串連產業鏈中相關業者，打造合

報告及未來營運規劃」。該報告公布經營資訊，完整

作平台，期望以此測試計畫，激勵國內數位電視與行

呈現公視近年績效，向公眾展現公視迄今之用心及未

動通訊的相關發展，並創造國內產業產值。公視積極

來的願景：如何經營、資源如何分配、如何提升經營

引進先進國家專業與實作經驗，厚植國內水準。策發

績效、重大爭議回顧檢討、如何增加資訊透明度並增

部於11月主辦「數位新浪潮：行動電視暨廣播傳輸國

進社會理解認同、收視表現評量、公視如何協助華視

際研討會」，邀請9位外賓及1位本國講者，共同探討

達成公共化目標、內部學習加強公共服務認知。

手持式行動電視先進經驗，以及製播分離制度下廣播

公共廣電媒體的「公共價值」意義，是近年全球公

傳輸服務營運模式的諸多可能。這項研修的協力單位

共電視致力尋求解答的問題。為了建立符合台灣情境
的公共價值評量體系，策發部從日
本、韓國、中國、香港、澳洲、美
國、英國等各國相關制度著手，同
步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為求審慎
周延，亦請董監事會成立專案小組
，由董監事及公華視人員成立專案
團隊，於2006年完成公共價值評量
體系的建置。初步訂出5項構面（觸
達率、品質、影響力、公共服務、
財務與事業營運效率）及25項指標
，在考量頻道差異之後施以權重配
分。下年度重點工作，將考慮執行
層面的相關實作。

●數位新浪潮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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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代表團與紐西蘭公視代表進行座談。

●世界公視高峰會與會者合照。

「節目製播準則」自2005年通過施行之後，公視

蘭兩地進行參訪。期間拜會澳大利亞公廣機構ABC

基金會即同步進行內部教育訓練及外部公眾推廣。會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多元文化

內各部門以個案深度討論方式訓練之外，亦於上半年

公廣機構SBS（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傳輸

完成三梯次跨部門教育訓練，並建置專屬網站以及

公司BA（Broadcast Australia）、紐西蘭公視TVNZ

e-learning課程。公眾推廣方面，與台灣記者協會《目

（Television New Zealand），以及毛利電視台（Maori

擊者》雙月刊合作專刊，並寄送大專院校相關系所與

Television）。出訪主題環扣於澳、紐兩國公共廣電

圖書館、媒體素養教育委員會委員、公民團體，也參

發展現況，特別關注與公廣集團發展相關之公共化、

與立法院相關公聽等。此外，策發部與新聞部共同派

多元文化及數位化等議題。此外，由於公視承接國家

員擔任講師，於世新、中正、中山、東華等大學系

數位建設，並將進行DVB-H行動電視測試計畫，此行

所，開辦新聞倫理講座與課程，期以上述行動，促成

亦對製播分離制度下的傳輸公司運作現況進行實地參

台灣媒體的正向發展。

訪。
公視定期參與國際公共廣播電視機構年會（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PBI）。今年首度於非洲地

▎置身全球公共媒體趨勢的浪頭
台灣公視持續與全球公共電視進行交流，本年度更

區召開，由莫三比克公共電視與廣播電台主辦，南非

利用「世界公視大展」的機會小兵立功，促成各國公

公共電視台協力支援。我國公共化歷程及發展深受國

視代表首度齊聚一堂。

際公視囑目，受邀進行專案提報分享。近年來，南部

「世界公視高峰會（Public Broadcasters Global

非洲多國共同發表過數份宣言，展示對媒體公共化的

Media Summit）」由策發部於5月主辦，計有來自全球

認同與決心，台灣公視此行除親身致意之外，亦實地

五大洲18國30位公視高層與會。高峰會以「多元文化

見證其公共媒體發展的成果。

價值之挑戰與展望」為主題，各國代表分享全球化帶

公視亦參與由南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首爾舉辦

給各自的多元文化挑戰與因應之經驗。會後簽署共同

的「知識社會媒體與民主國際研討會」；此為台灣於

宣言，支持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並許諾將善盡公

聯合國周邊會議難得的發聲機會。而因跨部門合作之

共媒體之專業，對國內及國際間的互信、互諒作出貢

功，公視以「行動電視之發展經驗」於新加坡主辦的

獻，促成多方對話，增進文化多樣性。

亞洲電視論壇（Television Asia）進行主題報告，公開

公視董監事代表團赴澳大利亞雪梨及紐西蘭奧克

行動電視發展經驗，與亞太同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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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績效
從四個面向進行評量
播多元優質節目、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深植本國文化內涵、拓展國際文化交流」是公視的使命，也說明公視

製

所彰顯的服務、改革、教化、多元，以及形塑民主政治的正當性與責任等價值，是無法從單一指標來評量。

因此，公視績效將從收視率、收視質、增益率及影響力四個部分來評量。
■收視率：以AGB尼爾森調查公司為主要數據來源，了解公視頻道及各節目的收視率、佔有率以及各節目收視人口
分佈情形等。（參考圖一）
■收視質：收視率調查數據只能用來統計和分析收視行為選擇的結果，而不能夠說明觀眾對頻道的滿意程度。於是
公視自2001年開始，即委託市調公司執行收視質研究，以電話訪問方式，調查頻道知名度、頻道滿意度等資訊，
作為節目績效的另一指標。（參考圖二）
■增益率：公視是一個公共服務性的頻道，應該全方位實踐服務公眾的精神，不僅要產製有品質的節目，同時也將
節目與周邊服務作為與公眾溝通的平台。因此，針對節目播出之後對觀眾的影響，以及相關的公共資訊與後續服
務，設計「增益率」的評量方式，包括行銷成績、贊助成績、網站表現、公服相關活動及其他推廣等。
■影響力：公視製作節目的首要考量是社會責任與對觀眾的影響。因此節目的得獎狀況，以及影響社會重大視聽之
具體事實等，也是多元指標之一。
公視每一季都會針對主要時段節目，進行多元績效評量；分數殿後的節目，將進行檢討。

公視開播以來收視率、佔有率表現
收視率

收視率

佔有率

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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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歷年來公視知名度、滿意度變化圖
知名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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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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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開行銷通路
拓展海外市場
目發行」範疇以公視節目版權銷售、視聽產品販售（含家用、公播

節

版）、新產品企劃開發為主。

●由上至下：
誠品信義店公視展售點
Page One葉壹堂書店公視展售點

▎教育類視聽產品趨向多元

表一：2006年公視視聽產品銷售排行表

影視產品銷售部份，公視「學習類」影視產品長年獲得消費者肯定，除了

排行

節目名稱

1

古典魔力客

2

看公視說英語

歷史類等產品，已培養忠實喜好者，於銷售上亦有突出的表現。（2006年度

3

紀錄觀點

產品銷售總排行前10名資料，詳見表一）

4

下課花路米

5

台灣百年人物誌

6

尋找蔣經國

7

牡丹亭

義、敦南、光點戲院、東湖、永和共五門市）、Page One 葉壹堂書店、台北

8

e4kids兒童英語樂園

藝術大學書店、台北市立美術館、中正紀念堂台灣印象館、IN89影城、國立

9

45℃天空下

關渡自然公園。

10

米可，GO！

「看公視說英語」、「e4kids」語文學習類以外，音樂學習類的「古典魔力
客」、鄉土教學類的「下課花路米」亦進入排行前5名，足見公視在教育視聽
產品上趨向多元，亦符合國人成長與學習的需求。其他戲劇、紀錄片、人物

▎建置11個實體直營通路點
此外，為宣傳並推廣公視的影視產品，除透過經銷商發行之外，2006年
積極與實體通路配合，完成11個公視直營通路點的建置，包含誠品書店（信

2007年將是直營通路的執行年，透過季節性主題活動，在各通路加強公視

表二：2006年公視節目版權銷售排行表

影音商品的整體形象，觀眾亦可更便利地選購公視產品。

排行

節目名稱

1

米可，GO！

面對國內電視台各類節目自製率提高，再加上韓劇、日劇、大陸劇等競

2

大醫院小醫師

爭，版權銷售面臨考驗。因此，透過參加影展開發海外客戶，如上海電視

3

看公視說英語

4

公視晚間新聞

5

古典魔力客

開發各縣市有線電視系統的公用頻道、航空公司機上節目授權……，增加節

6

我們的島

目授權的多元性。（2006年度版權銷售總排行前10名資料，詳見表二）

7

孽子

8

水果冰淇淋

9

紀錄觀點系列

10

下課花路米

▎版權銷售努力開發海外市場

節、香港電視節、台北影視節等。其中，公視首次與華視合作，以公廣集團
名義在台北影視節設展，接觸洽談中，約29.2%為新廠商，並持續追蹤。除
了維繫原市場之外，亦開發新的授權管道，如與新媒體Amazon.com合作，另

展望2007年，節目發行將加速產品開發、加強產品與節目行銷之整合，並
持續拓展版權市埸、開發新媒體市場合作，以達成業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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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公益議題
廣獲企業贊助
●王建民見面會上，王建民接受球評袁定文博士專訪。

行

銷推廣組本年度總收入新台幣154,773,096元，

巡迴座談會、感恩小人物故事製播、感恩教學光碟

其中贊助為90,065,822元、代製為30,879,275元

製作。（2）年度公益專案：贊助製播「讓生命發

，活動及其他項目為33,827,999元。主要工作方向如

光」NPO系列短片及「愛在春風街」戲劇節目，量

下：

身訂作兩支公益形象廣告。
■2006年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季轉播，為擴大全國民眾
參與及增加募款機會，特別規劃以「愛心送球具」

▎規劃贊助核心產品
公視基金會投入極多資源製作的節目，規劃成為贊

為主軸的外場活動，共募得312萬元，結合企業贊

助核心產品，重點出擊。如「2006年美國職棒大聯盟

助（五洲製藥、京元電子、台電公司、竹城建設）

球季」轉播專案：

及縣府教育網絡（屏東縣、桃園縣、苗栗縣、高雄

1. 熱賽、季後賽轉播贊助共計25,070,000元。

縣），致贈球具給偏遠地區小學，期能厚植基層棒

2. 轉播技術服務收入14,830,000元。

球實力。

3. 外場加油及「王建民vs.郭泓志」見面會活動贊助共

■衛生署指導、仁寶集團贊助150萬元，辦理「獨善

計7,332,000元。

其身 對抗憂鬱」校園巡迴座談會共6場：中山大
學、北科大、中央大學、中原大學、台科大、中正
大學。

▎企業贊助創造雙贏
與企業及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合作，創

■「公視兒童節目陪你長大 兒癌宣導全省醫院巡迴」

造與公視屬性相同的議題，藉著節目或活動累積公視

活動共5場，獲得許潮英基金會贊助90萬元：台北

的品牌形象，以爭取企業認同，將商品廣告轉化為形

三總、花蓮慈濟、花蓮門諾、台中榮總、台南成

象行銷，並強化提升公益形象、具公關價值、高附加

大。

價值的業務，以新的合作模式，拓展募款觸角。

■「跟愛說嗨 關懷憂鬱」音樂晚會，衛生署指導、董

■2006年「感恩基金會」贊助2,038萬元。雙方共同

氏基金會協辦、華碩電腦贊助100萬元。

推動國人品德教育，執行的專案有二：（1）全民

■「王建民vs.郭泓志見面會」由感恩基金會、中華電

感恩心生活運動：感恩代言人錄製短片、感恩心生

信、台南企業、中興保全4家企業共計330萬元贊助

活運動護照啟用儀式、跨媒體整合宣傳作業、校園

，邀請弱勢團體家長及師生參與。王建民及郭泓志
商品之公益認捐，又募得65
萬元，款項分別捐給新竹德
蘭兒童中心、台灣阿甘精神
發展協會、學生棒球運動聯
盟及公視共4個團體。

●陪你長大——兒癌病房全省醫院巡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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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募款成績
顯著成長
●公視版王建民悠遊卡。

2006

年公視之友小額募款較2005年成長12%（共計24,658,283元）。由於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球
賽，以王建民或棒球為主題的募款專案約佔整體募款額的36%，是全年小額募款的最大功臣。

其他的捐款方案，也致力配合節目發展募款方案，包含戲劇節目、迷你影集、兒少節目等，期以最直接的公視
形象吸引觀眾認同，進而捐款加入公視之友會員。此外，親子與藝文為主題的募款方案，已逐漸累積固定族群的會
員。會員回饋服務的部分，參加的人數較2005年微幅上升14%，各項藝文表演、電影、親子活動、展覽門票，都深
受喜愛，是許多會員每月會注意的焦點。
根據「2006年公視之友暨客服滿意度調查」，有88%的公視之友願意繼續捐款贊助公視；而非會員有53%願意
捐款給公視。全部受訪者中，有接近80%知道公視需要自行募款籌措經費。讓會員因認同而持續贊助公視，讓非會
員了解公視並捐款加入公視之友，都還有成長空間值得發揮，如募款通路的拓展、了解會員的需求、公視形象的宣
傳……，期使觀眾更清楚公視的定位、特色以及製作節目的用心與巧思，聚眾向心，一同與公視為優質節目而努
力。
1998年至2006年公視之友小額募款達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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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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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公

視創立時由行政院新聞局捐助現金新台幣

出部分：計畫執行之費用1,534,681,210元，其他損費

100,000,000元，連同政府歷年編列籌設公共電

2,312,861元，採權益法認列投資損失799,577,147元，

視台之預算所購之固定資產取得成本1,898,742,064.5

合計2,336,571,218元。本期結絀數為841,327,923元，

元，合計1,998,742,064.5元所成立，已取得法人登記

至2006年12月31日累積結絀數為662,536,616元。

證書立案。惟於2001年4月26日經新聞局核准，受
贈資產以基金會成立時之未折減餘額1,126,276,682

█現金流量部分

元入帳，因此基金總額減少772,465,382.5元成為

2006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176,703,531元，

1,226,276,682元；另於2001年度間，行政院新聞局捐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17,342,781元，融資活動之淨

贈行政製作大樓A棟資產計1,071,098,397元。至2002

現金流出568,866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

年10月22日止變更登記基金餘額為2,302,299,013元。

41,208,116元。

2006年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受贈華視股票
140,722,244股計4,327,722,168元。

▎收入比例分析
2006年度收入總計為1,495,243,295元，主要包含
捐贈收入、孳息收入、租金收入、銷售收入與其他收

全年財務實況
公視2006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入。其中捐贈收入包含政府、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

會計師查核簽證。

基金、企業與個人捐贈。
政府捐贈為9億元，佔年度總收入的60.19%。原本
政府捐贈將逐年遞減百分之十，2001年度因公共電

█資產部分
流動資產747,598,610元，基金及投資3,528,145,021

視法修法通過，政府捐贈遞減至第三個會計年度，從

元，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2,869,257元，固定資產

2002年起，每年維持9億元。

2,343,765,491元，其他資產149,417,301元，合計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94,621,604元，佔

6,771,795,680元。

年度總收入的6.33%。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負債、基金及餘絀部分：流動負債200,940,062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每年

元，其他金融負債-非流動27,411,271元，其他負債

提撥營業額百分之一金額，提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特

575,959,782元，基金及餘絀5,967,484,565元，合計

種基金，基金中的百分之三十捐贈給公共電視。

6,771,795,680元。

其餘自籌款項目包括企業捐贈、個人捐贈、租金收
入、銷售收入（影視產品與節目版權銷售）、孳息收
入、活動收入、代製節目收入及其他雜項收入，合計

█基金收支部分

500,621,691元，佔總年度收入33.48%。（詳見47頁

基金收入部分：政府捐贈收入900,000,000元，有

收入比例圖）

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94,621,604元，自籌款
收入500,621,691元，合計1,495,243,295元。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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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略增。行銷服務支出（包含公共事務推展

▎支出比例分析
2006年度支出總數不計採權益法認列受贈華視長

及行銷業務推展）佔總年度支出之10.50%，較上年度

期股權投資損失799,577,147元為1,536,994,071元，

比例（10.01%）略增。工程作業管理維護支出佔總年

以節目製作佔總支出比例之63.80%為最多，節目製作

度支出之13.22%，較上年度比例（12.55%）略增。

分為新聞節目製作購買（佔總支出16.91%）、一般

研究與發展支出佔總年度支出之1.44%，較上年度比

節目製作購買（佔總支出25.79%）、節目企劃購買

例（2.33%）略減。資訊管理支出佔總年度支出之

（佔總支出5.27%）、節目製作播映作業（佔總支出

2.58%，較上年度比例（2.24%）略增。其他損費本年

15.82%），較上年度支出比例（64.74%）略減。

度2,312,861元，較上年度增加1,159,453元，係呆帳損

行政管理佔總年度支出的8.31%，較上年度比例

失增加之故。（詳見47頁支出比例圖）

2002年度至2006年度財務一覽表
項 目

2002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2003年度

2004年度

2005年度

2006年度

捐贈收入

65,323,783

119,104,358

104,421,461

175,019,980

182,204,046

租金收入

96,574,427

117,254,864

115,143,875

118,770,611

78,268,252

銷售收入

110,803,905

130,634,961

114,679,664

104,992,366

103,674,764

其他收入

66,135,369

88,943,816

86,082,366

148,784,189

136,474,629

自籌款合計

338,837,484

455,937,999

420,327,366

547,567,146

500,621,691

政府捐贈

900,000,000

900,000,000

900,000,000

900,000,000

900,000,000

69,382,473

97,742,281

86,161,293

90,225,286

94,621,604

1,308,219,957

1,453,680,280

1,406,488,659

1,537,792,432

1,495,243,295

固定維持支出

290,581,502

300,344,454

301,812,024

350,361,830

370,980,629

行銷服務支出

135,767,281

138,365,540

151,621,891

152,913,715

163,270,488

節目製作支出

904,557,761

929,406,996

885,113,134

989,570,799

980,640,972

研究發展支出

24,645,817

16,880,561

26,528,752

35,635,946

22,101,982

1,355,552,361

1,384,997,551

1,365,075,801

1,528,482,290

1,536,994,071

(47,332,404)

68,682,729

41,412,858

9,310,142

(41,750,776)

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捐贈
收入合計

支出合計
收支(損)益

說明：1.本表各年度係以年度業務報告書數據表示。
2.2006年支出不含採權益法認列受贈華視長期股權投資損失799,577,1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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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年度財報

2006年及2005年12月31日

2006.12.31
資產

單位：新台幣元

2005.12.31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534,461,761

8

575,669,877

17

應收票據

5,808,762

0

5,621,527

0

應收帳款

32,591,891

1

90,642,001

3

預付款項

92,157,537

1

102,257,219

3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其他流動資產
小計

82,578,659

1

54,133,546

2

747,598,610

11

828,324,170

25

3,528,145,021

52

0

0

2,869,257

0

7,596,225

0

基金及投資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固定資產
土地
房屋建築
機械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減：累計折舊
預付設備款

26,448,371

0

26,448,371

1

1,249,156,927

19

965,335,192

29

290,361,714

4

335,860,068

10

1,453,839,448

22

1,457,024,251

44

141,950,499

2

206,954,682

6

(848,986,768)

(13)

(985,708,083)

(30)

30,995,300

1

50,627,442

2

2,343,765,491

35

2,056,541,923

62

出租資產

60,162,572

1

346,358,227

11

受限制資產

85,000,000

1

50,000,000

2

4,254,729

0

5,011,032

0

小計
其他資產

遞延費用
小計

149,417,301

2

401,369,259

13

6,771,795,680

100

3,293,831,577

100

9,764,039

0

731,354

0

應付帳款

2,755,029

0

4,779,956

0

應付費用

108,512,354

2

154,540,778

5

其他應付款

51,845,765

1

18,370,781

0

其他流動負債

28,062,875

0

60,227,660

2

200,940,062

3

238,650,529

7

27,411,271

0

27,980,137

1

遞延政府捐助收入

575,959,782

9

546,110,591

17

負債合計

804,311,115

12

812,741,257

25

基金

2,302,299,013

34

2,302,299,013

70

公積-受贈公積

4,327,722,168

64

0

0

累積結餘（絀）

(662,536,616)

(10)

178,791,307

5

資產總計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小計
其他金融負債-非流動
其他負債

基金及餘絀

基金及餘絀合計

5,967,484,565

88

2,481,090,320

75

負債、基金及餘絀總計

6,771,795,680

100

3,293,831,5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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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支表

2006年及20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2006年度
科目

2005年度

決算數

%

決算數

%

捐贈收入

1,176,825,650

79

1,165,245,266

76

孳息收入

11,617,721

1

9,193,719

0

租金收入

78,268,252

5

118,770,611

8

銷售收入(淨額)

103,674,764

7

104,992,366

7

其他收入

124,856,908

8

139,590,470

9

1,495,243,295

100

1,537,792,432

100

127,743,392

5

124,238,291

8

公共事務推展費用

65,649,425

3

58,167,878

4

行銷業務推展費用

95,788,882

4

94,157,387

6

新聞節目製作購買費用

259,830,558

11

240,931,886

16

一般節目製作購買費用

396,449,536

17

414,517,705

27

81,005,311

4

82,775,465

5

節目製作播映作業費用

243,153,654

10

250,884,097

17

工程作業管理維護費用

203,237,595

9

191,843,742

13

研究與發展業務費用

22,101,982

1

35,635,946

2

資訊管理費用

39,720,875

2

34,176,485

2

799,577,147

34

0

0

2,312,861

0

1,153,408

0

小計

2,336,571,218

100

1,528,482,290

100

收支結餘（絀）

(841,327,923)

9,310,142

0

0

(841,327,923)

9,310,142

收入

小計
支出
行政管理費用

節目企劃購買費用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其他損費

所得稅費用
本期結餘（絀）

基金及餘絀變動表

2006年及20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基金

公積

累積結餘（絀）

合計

2,302,299,013

0

169,481,165

2,471,780,178

0

0

9,310,142

9,310,142

2,302,299,013

0

178,791,307

2,481,090,320

受贈公積

0

4,327,722,168

-

4,327,722,168

2006年度結絀

0

0

(841,327,923)

(841,327,923)

2,302,299,013

4,327,722,168

(662,536,616)

5,967,484,565

2005年1月1日餘額
2005年度結餘
2005年12月31日餘額

2006年12月31日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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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2006年及20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財報

2006年度

2005年度

(841,327,923)

9,310,142

214,051,532

195,598,812

490,861

316,215

799,577,147

0

應收票據

(187,235)

3,815,908

應收帳款

58,050,110

(50,811,918)

預付款項

10,099,682

(17,456,920)

(28,445,113)

972,500

應付票據

9,032,685

(446,382)

應付帳款

(2,024,927)

3,186,386

5,730,730

58,889

應付費用

(46,028,424)

40,240,196

其他流動負債

(32,164,785)

11,433,782

29,849,191

(27,337,441)

176,703,531

168,880,169

(184,624,273)

(404,994,335)

0

330,803

4,726,968

(5,507,450)

(2,445,476)

(2,742,382)

受限制資產(增)減

(35,000,000)

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17,342,781)

(412,913,364)

其他金融負債-非流動增(減)

(568,866)

2,731,721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568,866)

2,731,72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減)數

(41,208,116)

(241,301,47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75,669,877

816,971,35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34,461,761

575,669,877

212,368,527

310,343,121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18,196,100

112,847,314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45,940,354)

(18,196,100)

支付現金

184,624,273

404,994,335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結餘(絀)
調整項目
折舊及攤提
處分及報廢固定資產損失(利益)之淨額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資產及負債項目之變動

其他流動資產

其他應付款

遞延政府捐助收入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購置固定資產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減
遞延費用(增)減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支付現金及其他應付款交換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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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收入比例圖
銷售收入
6.93%
103,674,764元

利息收入
0.78%
11,617,721元

廣告收入
0.32%
4,754,286元

代製節目收入
5.39%
80,601,161元

活動收入
0.80%
11,935,591元

其他雜項收入
1.84%
27,565,870元

政府捐贈
60.19%
900,000,000元

租金收入
5.23%
78,268,252元

個人捐贈
1.44%
21,489,764元
企業捐贈
10.75%
160,714,282元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捐贈
6.33%
94,621,604元

2006年度支出比例圖
資訊管理
2.58%
39,720,875元

其他損費
0.15%
2,312,861元

行政管理
8.31%
127,743,392元

公共事務推展
4.27%
65,649,425元
行銷業務推展
6.23%
95,788,882元
新聞節目製作購買
16.91%
259,830,558元

研究與發展業務
1.44%
22,101,982元

工程作業管理維護
13.22%
203,237,595元

節目製作播映作業
15.82%
243,153,654元

一般節目製作購買
25.80%
396,449,536元

節目企劃購買
5.27%
81,005,311元

2002年度至2006年度自籌款收入比較表
經費來源

2002年度

2003年度

200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2005年度
金額

2006年度
年度增減率

捐贈收入

65,323,783

119,104,358

104,421,461

175,019,980

182,204,046

4.10%

租金收入

96,574,427

117,254,864

115,143,875

118,770,611

78,268,252

-34.10%

銷售收入

110,803,905

130,634,961

114,679,664

104,992,366

103,674,764

-1.25%

其他收入

66,135,369

88,943,816

86,082,366

148,784,189

136,474,629

-8.27%

338,837,484

455,937,999

420,327,366

547,567,146

500,621,691

-8.57%

合計

說明：本表各年度係以年度業務報告書數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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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財報

▎銷售收入

自籌款成績
公視的經費來源除了政府捐贈、有線廣播電視事

2006年度影視產品與版權銷售業績，總計為

業發展基金之外，其餘必須自行籌款。自籌款的收入

103,674,764元，與2005年總額104,992,366元相比

來源，主要包含捐贈收入、租金收入、銷售收入，以

較，略減1.25%。2006年因影視產品銷售市場普遍低

及其他收入。捐贈收入包含公私機構、團體或個人捐

靡、戲劇作品收視未如預期，致影響版權市場銷售業

贈；租金收入包含辦公房舍、轉播站台、攝影棚及器

績。

材設備出租之收入；銷售收入是指影視產品與版權銷
售的收入；其他收入則包含利息、活動、代製節目、

▎其他收入

廣告及其他雜項收入。各項收入來源說明如下：

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活動收入、代製節目收
入、廣告收入及其他雜項收入。2006年度收入為
136,474,629元，較前一年度（2005年為148,784,189

▎捐贈收入
捐贈收入主要是來自企業贊助及民間的小額捐款。

元）略減8.27%，主要為代製節目收入減少21.64%，

個人捐款部分，主要來自「公視之友」的收入。2006

惟活動收入增加34.49%、廣告收入增加16.82%、利息

年度捐贈收入總額為182,204,046元，與前一年度比較

收入增加26.37%、雜項收入增加15.91%。

（2005年為175,019,980元），增加了4.10%。

公視努力拓展自籌款收入，以提供更多、品質更
好的節目與服務。2006年度自籌款金額，總計為
500,621,691元，較前一年度衰退8.57%。在2006年

▎租金收入
為了充分運用資源與增加收入，公視經過精密計

度的自籌款收入中，活動收入及孳息收入成長最多

算與規劃，將部分攝影棚、設備、房舍出租，轉播站

（各較2005年成長34.49%及26.37%），租金收入及

台也充分利用外租。此部份的收入2006年度總計為

代製節目收入衰退最多（各較2005年衰退34.10%及

78,268,252元，較前一年度（2005年為118,770,611

21.64%），而民間捐贈收入及販售收入佔自籌款比例

元）衰退34.10%，係為配合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電

最高（各佔自籌款36.40%及20.71%）。

視台及宏觀頻道之加入，康寧專校、東森得易購和八
大電視等相繼退租。

2002年度至2006年度自籌款與補助款趨勢走向圖
單位：千元

1,0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800,000
700,000
600,000

547,567

500,000
500,622

400,000
300,000

455,938

420,327

338,837

200,000
100,000
-

97,742

69,382

2002
■政府捐贈

86,161

2003
■自籌款

2004
■有限廣播電視發展基金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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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9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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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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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33-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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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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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發部

（02）2633-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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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02）2633-8123

（02）2633-8100

工程部

（02）2633-8107

（02）2633-8110

國際部

（02）2630-1866

（02）2630-1895

節目部

（02）2633-8071

（02）2633-8050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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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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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3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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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33-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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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服暨行銷部

（02）263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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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電視台

（02）2631-8100

（02）2631-0241

客家電視台

（02）263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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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電視

（02）2630-1877

（02）2630-1895

公視影視商品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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