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公共問責座談會 第一場
▓日期時間：108 年 3 月 29 日(五) 14：00-16：30
▓地
點：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團體代表出席：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巫彥德、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副
秘書長蔡知年、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常務理事鄭好嬋、中華民國智障者家
長總會／社工翁亞寧、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李宗翰、中華鯨豚協會／理事長
楊瑋誠、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副執行長賴炳良、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
工會／常務理事林書萍、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議題專員陳倢伃、
台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劉嘉韻、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文宣員蔡欣樺、台灣長照雲協會／秘書長陳天賜、台灣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
理事巫馥彤、台灣貧困者扶助協會／秘書長郭吉仁、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政策專員鄭人豪、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秘書長陳益能、永平國小自救會／發言
人馬欽祥、自然生活推廣協會／召集人林淑樺、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研究
員陳奕安、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副秘書長潘若琳、社團法人台灣社會
福利總盟／專員蔡珮慈、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進會／理事長陳惠玲、社團
法人桃園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理事長徐文豪、社團法人臺灣兒少權益暨身心健
康促進協會李姿佳、桃園在地聯盟／議題組陳志銘、耘林藝術人文生態關懷協
會／理事長林富源、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 劉建隆、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環境議題組組長蘇雅婷、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蕭秀玲、財團
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媒體部主任潘惠珍、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美
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胡川安、臺灣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楊益風、財團
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活動統籌謝仁郡、法稅改革聯盟／陳逸男、法稅改
革聯盟／張芸嘉、法稅改革聯盟／鍾淑芬，共 36 人。
▓公視出席：執行副總謝翠玉、新聞部經理蘇啟禎、公服暨行銷部副理胡心
平、節目部副理林瓊芬、企劃部經理徐秋華、國際部國際策略暨傳播組組長郭
菀玲、新媒體部林孟昆、周志村、總經理辦公室孫佩君、研究發展部經理侯惠
芳、陳鳳琴，共 11 人。
(第一輪發言)
一、 發言者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政策專員 鄭人豪：
公共問責座談會主要供參與團體提問，再由經營團隊回答的方式進行，辦理
方式難以追蹤監督經營團隊針對意見的後續?是否能夠調整公共問責座談會
的形式?讓公共問責座談會更具監督的效力。可列管涉及工作計劃或方針的
意見，於日後座談會中，由經營團隊先報告列管事項的處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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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紀錄片工會每次提的都是購片的相關問題，意見幾乎都重複，缺乏
實質的成效，試問會議的意義性？
二、發言者 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議題專員 陳倢伃：
(一)、年初檢視公視《感動久久》
、《誰來晚餐 U 好係蝦米》徵件活動，想詢
問關於著作人格權、改作的部份。徵案文件載明參賽者不得對主辦方行使著
作人格權及改作，工會請求刪除不得對主辦方行使著作人格權及改作的不公
平條款，盼給予創作者尊重及保障。工會已向《感動久久》承辦人員及節目
部提出詢問，但尚未得到回覆。
(二)、關注公視節目委製及紀錄片的委製評審機制。如：委製節目《紀錄觀
點》對外徵件時能有明確的收件窗口，建議：徵件及邀案都能有明確的評審
機制，包含內審或外審的部份，提供受邀者及欲參與投標者明確的資訊。
(三)、媒觀與工會均重視著作權的分潤。建議：公視指派採購代表或法務窗
口，進一步與工會協商，針對創作授權與分潤原則，雙方能協調最具體的方
案。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一次）：
一、回覆紀錄片工會的問題。紀錄片工會的意見有三面向：（一）、關於徵案
程序。（二）、著作權分享。（三）、版權分潤。本月份董事會(3/21) 已正式提
案列入討論。確定由總經理召開會議研議，將邀請紀錄片工會共同討論相關
機制。上述三個面向，可請提供書面資料，讓公視參考，公視樂意與紀錄片
工會創造更好的紀錄片的工作平台。
二、回覆媒觀的提問，關於各團體代表發言的內容。大致區分為兩個區塊，
（一）、建議型的意見，公視會盡量採納，於現有資源及框架下努力執行；
（二）、改進類型意見，我們虛心受教並努力於制度面研擬、改進。針對上一
次會議的問題及進度，就透過本次會議來面對面的答覆。
(第二輪發言)
三、發言者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副秘書長 潘若琳：
總盟包含 52 個社福團體，各體體代表曾參與公視節目、新聞、網路平台等
交流，感謝長期報導社福議題。
一、社會議題眾多，容易被忽略，請問公視對社會福利的政策或新聞等面
向，如何評估採訪報導?瞭解公眾的需求?公視新聞對議題的製播是如何評
估?未來能否建立與社福團體溝通的平台，透過第一線的社福人員，深入個案
面對弱勢角落，應該增廣能見度。
二、僅代表理事長陳節如提出，希望能成立社福團體的交流平台，總盟包含
兒少婦老障等團體，可提供關於政策面的建議，促使更多的社福議題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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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言者 台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劉嘉韻：
與會前調查如下：
(一)、公視員工肯定公視工會對勞權保障，除了公視之外，沒有任何一家媒
體員工覺得受到勞權保障。
(二)、近期台語頻道招募多為定期、約聘職缺多，正職缺少，請保障員工的
勞動權益。
(三)、新聞製作的選題，看似製作人們的標準不一致，有讀者反應新聞題材
失焦。
(四)、員工反應公視有編列 4K 的預算，為何還要編列大筆預算購買新聞外
稿?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二次）：
回覆記協的詢問：台語頻道的法源依據已通過，預算自社發專案預算支應為
期一年，故招募契約為定期人員，內部人員轉調則維持原勞動條件不受影
響。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回覆社福潘小姐的詢問：關於社福報導的政策及選題？
一、 每天產出約 30 則新聞量，兒少、社福類的新聞占時段約 1/5，至於數
量是否足夠，未來可再研議。公視新聞採訪組：政治線、民生線、社福
線，社福線。社福線包括：兒少人權、司法案件為主軸，新聞將視議題
再進行調配，公視新聞部有 15 套節目，有 7 個每日新聞：上午 7 點
《早安新聞》、8 點《手語新聞》、12 點《中畫新聞》、18:30《暗時新
聞》、19:00《晚間新聞》、去年起增加早上三個時段《東南亞語新聞》，
週一至週五 23:45 播出 15 分鐘《英文新聞》雙語新聞具備地方及國際
觀點。新聞塊狀節目《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週日下午播出原住
民文化類節目《行走 TIT》、台語人物專訪《頂真人生》塊狀時段、論
談節目《有話好說》每週一至四晚上播出、在南部製播在地論談及旅行
節目《南部開講》每週五晚上播出。
二、 公視的社福策略，未來 1-2 年內將規劃製作長照 2.0 的節目，失智人
口、高齡化的議題，去年的 10 月《有話好說》、12 月《南部開講》各
作了四則長照專題。台語頻道預計在南部製作每星期一次《熟齡台灣》
的長照節目。
三、 專題的節目《獨立特派員》在福山遇見戲，新北市霸凌的問題，去年年
中對台南特教的兒虐案追蹤，新聞網關照兒少的議題。上週首映《我們
與惡的距離》聯手製作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特輯《燦爛時光會客室
議題年度回顧》；《燦爛時光會客室》隨機殺人之後，集體社會創傷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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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路？小燈泡的事件三週年來都是全台共同的傷痛，訪問她的媽媽專
輯，觸及 5 萬人，互動按讚分享的人數約 1 萬人；1/14 台灣發生肉圓
事件(男童因為幫爸爸「買肉圓沒加辣」，竟然就遭到狠父暴打)，論壇
及網路上同步呼龥鄉民，鄉民的正義不等於正義，請大家保持理性，應
更重視社會脈絡。上述為目前社福的部份，至於兒虐的報導比例，議題
將再多關注。
四、 回覆記協關於公視新聞走調的部份，補充說明公視新聞的主軸歸納 ，
如《中畫新聞》偏向地方性新聞、《晚間新聞》偏向國際新聞的呈現方
式。地方 1/4 的比例、全國性的大新聞。《晚間新聞》全國性的大新聞
置於前段，地方及本土《中畫新聞》更新的部份，置於後段，整體的目
標一致，偶爾有情況不同予以調整。
(第三輪發言)
五、發言者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常務理事鄭好嬋：
偕同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副秘書長蔡知年出席座談會。
公視長期關心兒童權益，希望公視能針對兒童遊戲器材，深入瞭解議題及報
導。幼稚園的校園將進行大型遊樂器材拆除，以移動式的設備取代之。希望
能維護孩童的遊戲權益，中大班的孩子們需要透過遊戲，才能刺激大腦的發
展。已研議未來將遊戲器具進行分級管理，但希望公視能更深入報導。
六、發言者 永平國小自救會／發言人馬欽祥：
前述小朋友沒有遊樂器材可玩耍，但我們在連學校操場都沒有了。小小的
學校操場，跟大家比較無關，但到底誰有權能決定孩子的操場？
學校旁正興建捷運站，初期規劃為中繼運量，僅規劃汽車停車位 4 個、機
車停車位 104 輛。但推動前瞻計劃後，當地委民代開始重視停車需求，變更
計劃新增為汽車停車位 100 個、機車停車位 300 個。永平國小原址為垃圾掩
埋場，開挖後清出滿滿的垃圾，捷運局聲稱替校園清垃圾，但清運操場下的
垃圾費用高達八億。此案未獲主管機關教育局同意，交通部編列送審後通
過，孩童們被迫使 2-4 年間，將無操場可使用，於情於法皆不合理！
自救會已先阻擋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施工，最近有復工的行徑，希望透過報
導張顯事件，永平國小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基隆市政府規劃在仁
愛、信義國小闢建地下 350 個停車位，屬於類似案例。
國外研究：失去森林的小孩，孩童缺乏接觸大自然，對於未來的身心發展
及心理健全產生影響。缺乏接觸大自然的孩童，引發憂鬱或暴力的情緖問題
時，其造就原因於當初學校沒有操場可以活動所導致，試問誰來負擔這個責
任? 當然我們想的比較遠，但誰有權利決定孩子的操場，看待孩子未來的環
境？
★借用電腦設備播放簡報及影音檔，播放檔案名稱：山寨版狂新聞 -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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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垃圾變黃金?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三次）：
針對幼教總會及永平國小自救會的議題，請新聞部及節目部共同瞭解，是否
有機會進行專題報導或透過節目呈現。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一、回覆鄭女士：關於兒童遊戲權部份。新聞部有報導，數週前《獨立特派
員》報導共融式遊具的主題，特別報導日本沖繩、新加坡對於公共遊樂設施
及觀光產業的啟示，後續我們會持續追蹤議題。
二、回覆永平國小馬先生：去年三月底，當自救會向交通部陳情時，公視有
採訪並報導。感謝提供資訊，會後交流個資，再與新聞部製作人進行後續的
研討。
(第四輪發言)
七、發言者 耘林藝術人文生態關懷協會／理事長 林富源：
前瞻計劃開始展開，公視是否能製作前瞻計劃的追蹤報導?近日苗栗石虎的家
被毀、台中筏子溪事件，台南河川旁林木被刨除，請製作河流的前世今生報
導，前瞻計劃已破壞的河川及生態，其前後的樣貌?六輕破壞生態環境，孕育
生命的河流，因工業化開發，導致近年缺水許多農作物都消失。如：河溪邊
的西瓜無法生長，今年沿海的玉米都不結穗，化工廠對空污、生態環境影響
甚大。
污染與民生習習相關，公視應監督前瞻計劃前後的執行，深受影響的生態、
農業、民生的議題。
八、發言者 桃園在地聯盟／議題組 陳志銘(第一次)：
第一線關懷桃園大小事，主張保護藻礁的行動，需要關懷的議題眾多，如
RCA 案、工商協會、消防員、桃園勞工的運動。很感謝公視帶給予的溫暖，
透過《有話好說》、《獨立特派員》的粉團，轉貼好內容，如昨晚柯師傅《前
進》紀錄片，許多人留言回覆，只能相信公視。公視的地位崇高，許多議題
如：藻礁、航空城、土地迫遷等議題，公視已做的相當好，各團體均感謝公
視，應當反思還能再做些什麼? 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把真實的案件
製作成影集。希望能像大愛電視一樣，更滲透入同溫層。
與會的永平國小自救會、共融式遊具等議題，公視重播《阿嬤上街頭》土
地迫遷的議題，僅 5%的人關注，若透過戲劇的淺移默化，能讓更多民眾關
心。板橋大觀事件，退輔會占用爭議?後續追蹤報導避免事件被淹滅，若只有
小眾的關心並不足夠，善用公視的資源和與會的紀錄片工會，透過戲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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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更多人。以戲劇的方式呈現，雖有消費人物的觀感，卻更能張顯士農工
商、移工、遊民的問題，國土計劃修改公聽會，環評實質的倒退，公視能否
搭配公民記者，讓在地議題發酵，如永平國小製作的影片，本身就是最好的
公民記者，最清楚議題的核心問題。
可研議的範圍：（一）、透過戲劇的方向，透過故事可啟發更多人。（二）、公
民新聞網可重新規劃，不該只是社大的宣傳平台。
不能只依賴公視，公視很辛苦，已經是最好的，希望能省思未來能如何共同
合作。
九、發言者

中華鯨豚協會／理事長

楊瑋誠：

針對鯨豚及海洋提出意見，關於海洋及生態的假新聞及爭議新聞。
譬如：上週鯨豚擱淺，記者詢問是否有異常的事件時，不回答時，就被判
定其中必有鬼，往往事件的當下並不曉得原因，就被判定有隱情。甚至將連
續鯨豚擱淺事件，被報導為當日舉辦漢光演習所導致。公視採訪會先私下詢
問真假，但爭議新聞往很各說各話，如：白海豚保護區及風力發電的問題。
當假新聞及爭議新聞出現時，對成人而言，透過《有話好說》、《我們的
島》、《紀錄觀點》給予事實的描述或邀專家進行辯論澄清。但國小、國中、
高中生族群，觀看公視的機會較少，《下課花路米》的節目，雖製播給孩童觀
看，但是該時段的孩童們，都在安親班，而重播時段則多為睡眠時間。
是否能製播學童版的《有話好說》節目，提供老師於課堂上，可搭配國小
國中、高中的公民週或自由課程的時段，連線專家們進行直播互動參與討
論。深感公視於青少年的觸及率甚低，是否運用新的方式，連線或直播讓學
生們從小就能訓練對假新聞、爭議新聞有更多的判斷力。學生的判斷力，應
從小訓練，不然長大後再看《有話好說》已太遲了。透過網頁版或 APP 供學
生觀看，加強未來訓練孩童判斷力。
十、發言者 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 胡川安：
主要照顧喜憨兒族群，延續大家的關心環境、宣傳及觸達議題。另一個身
份在中央大學當教授，教數位時代內容及寫作，主要是內容農場的課程，同
時成立新媒體的公司，經營 FB 故事，現有粉絲數二十多萬人觸及率高。與
公視《青春發言人》合製每集三分鐘的動畫《台灣史!不能只有我看到》，學
生下課補習時會隨身攜帶手機，透過動畫的呈現更能吸引觀看。
新媒體的時代，經傳媒公司代操，可助於中學生社群的推廣，建議多與傳
媒機構合作，透過 FB 粉絲團、IG 管理社福、環境的議題。公視節目鎖定播
出時間，觀看族群較小，採用新方式將更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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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四次）：
非常感謝大家提出如何打破同溫層，把觀念向下扎根，對於 OTT、直播的建
議，如何結合《流言追追追》、《青春發言人》等計劃，待列入評估。
新媒體部經理 林孟昆回覆：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成立 11 年，有 1 萬多位公民記者、12 萬篇的報導，
PeoPo 努力宣傳露出，今年在桃園舉辦「踹拍」的活動，將鼓勵更多人加入
拍攝，創造更多題材，每週挑選好的報導，在公視頻道上播出，歡迎大家上
網瞭解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關於鯨豚的理事長，提到的兒童版《有話好說》，後續會跟製作人好好討論。
公視曾製作《流言追追追》、《別小看我》，未來如何引進年輕的觀眾，公視確
有教育跟傳遞真實的功能，但網路世代時間零碎化，較難吸引年輕族群。
政府要管制假新聞，公視從蘇啟誠事件，《有話好說》3/6 談論 NHK 報導假
新聞事件、3/9 假新聞傷害民主、主頻的節目播畢時，上傳至 YouTube、臉
書的分享，增加點擊及討論，網路平台能保存內容，日後討論空間較大。
公視議題偏嚴肅，經調查網路收視群眾 25-44 歲、《公視新聞》收看年齡較高
35-55 歲，同時服務兩邊的平台，透過手機觀看者多，但較難吸引小朋友收
看。
未來，公視擬與華視建立假新聞的查證平台，提供正確的新聞，面對假新聞
難以直接反駁，將於網路上公開事實查核的機制。
(第五輪發言)
十一、發言者 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環境議題組組長 蘇雅婷：
台東野溪整治去水泥化的推動，與前瞻計劃習習相關，去年經報導後，環境
生態才受到關注，台東人口少，在地利害共生關係很強，中央需要媒體的監
督。
一、經濟部水利署不關切，工程設計單位如何保護生態？如何落實需要追
蹤？台東縣政府的前瞻計劃，預計從北到南將河溪進行整治，執行的過程中
有許多衝突及對話待紀錄。台東有 1/3 原住民，支持去水泥化。
二、達魯瑪克部落推動讓毛蟹回家行動，降低瀾沙壩，持續追蹤才能讓生態
被保護。
三、台東能源轉型正義及原住民族權益的問題。縣政府透過公有地與光電科
技合作，增加收入，卻破壞了部落的發展，仰賴回饋金補償。
四、如何突破同溫層？發展台東靠政府、財團及開發案，環評通過後，珊瑚
礁失去保育，盼媒體能運用視角，協助監督縣政府的運作，長期追蹤製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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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報導。
十二、發言者 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 劉建隆：
荒野長期重視環境教育及守護，社會良善是的普世價值，該如何增強核心價
值?假新聞或誤導新聞的出現，反應著是社會良善消失了。荒野帶領民眾去淨
灘，淨灘不只是去撿垃圾，透過行動減塑，反思最根本的源頭，才能瞭解真
正的價值。希望透過影像的紀錄及宣傳，促使大家坦然接受，讓社會的良善
回歸。
十三、發言者 社團法人臺灣兒少權益暨身心健康促進協會 李姿佳：
(一)、離婚率高對離婚家庭的子女影響大，有搶小孩或不要小孩的狀況，小
孩該如何得到父母的愛? 當父母的婚姻關係不存在時，能好好處理，可透過
專題報導或戲劇的方式呈現，父母都很愛孩子，當不成夫妻，無法成為合作
的父母，小孩的心理陰影大更需要關愛，希望公視能多關心提倡議題。
(二)、希望兒少節目的預算能維持一定的水準，期待多重視兒少節目的部
分。
十四、發言者 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巫彥德：
為關心都市貧窮的團體，主要關懷街友街賣者。新聞報導弱勢者時，會打上
馬賽克，這是對於貧窮的污名化，為什麼要對貧窮者打上馬賽克?因為觀看者
的眼光?讓貧窮污名化而形成一種歧視及傷害。
台北市土地貴，回收站經營不易，當回收站紛紛消失，同時導致街友減少收
入，生態鏈彼此受影響。
從貧窮的視野發現《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暴力、成癮的問題，許貧困者利
用藥物、酒精成癮止痛，因為無法表達情緒，進入貧窮循環，失序的狀態。
十五、發言者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蕭秀玲：
基金會關懷新移民子女及家庭。公視於 2007 年製播《別叫我外籍新娘》，提
昇觀眾對於新移民的認識及關懷，公視簡報中提及 4/1 加強新住民語新聞語
的內容，未獲知相關訊息，可供新運用參考。
新住民人口 54 萬>原住民人口 53 萬多人，其中新住民成員數等於家庭數，
各階段議題：
（一）、小海龜適應問題，返台後的生活，語言能力不足，求學過程被迫降
級，需要通譯人員陪伴協助。
（二）、適應生活的能力？鼓勵參與社區活動，吸引人們與社區結合。
（三）、從長照視角查覺，多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角色，需加強面對困難、需求
的知識。4/2
社工日，但社工往往比個案更弱勢，社福組織與新住民共同
投入長照服務，未來會提昇社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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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五次）：
深感本次座談會讓我們受教許多，感謝提供多元的視角，公視有所不足的地
方將思考如何補足及改進。荒野保護協會所提應對前瞻計畫的深入追蹤，包
括地方政府的執行狀況；能源轉型對經濟、社會影響的問題等。兒少權益促
進會對兒童的重視、關懷；以及對貧窮議題的不同視角等，可納入後續節目
的規劃參考。賽珍珠基金會，對新住民服務的建議，可考慮結合紀錄片，或
於議題型節目中呈現。
節目部副理 林瓊芬回覆：
今年規劃製作兒少節目 200 多集，共 138 小時，另有台語頻道新增節目。
不同的議題有不同的開發，如：《青春發言人》、關於貧窮的議題，兩週前訪
問家扶基金會，節目去標籤化尊重孩子，面對生活的困頓。
(第六輪發言)
十六、發言者 台灣長照雲協會／秘書長 陳天賜：
首次參加座談會，現觀看電視的人少，公視著重社會的公共議題，多報導兒
少、社福、環境，但眾多議題粥少僧多難被滿足。
建議：新聞節目活潑化，增加追隨者可引共嗚，透過網紅化、Youtuber、粉
絲多力量大，公視才能長久保有清流。
十七、發言者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工

翁亞寧：

照顧、服務智能障礙平權，如口述影像節目。可採用胡川安教授的建議：新
聞口語化、補充圖表、動畫的陳述，可增加輔助議題，主播可減少專有名詞
的運用。播報前，先整理五大新聞重點的提醒，有助於身障者收看。
十八、發言者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副執行長

賴炳良：

一、

2014 年立法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不同障別有不同需

二、

求，輔具的需求不同，公聽會後實際落差大，身障者的失業率 15%，
高於一般民眾 4%。
新聞報導擷取素材，較為敏感度，但素人新聞事件，發生於社福人員
的日常工作中，透過專業一個交流平台，才能永續經營。請參考
SDGs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十九、提問者

台灣貧困者扶助協會／秘書長

郭吉仁：

一、建議座談會可分類型召開，較專業化。如：環保、弱勢、教育。
二、每日收看 NHK 節目，由國小、中學生主持，在節目中談論太空、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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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時事議題。
三、甚少觀看公視的節目。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六次）：
回覆郭秘書長，公視在第 13 頻道，我們盡量來做更多的優質節目，請支持
收看。關於落實身心障公約，希望在新聞、節目時段納入身心障易讀版，將
與專業人士多交流討論，看如何逐步落實。長照協會提到頻道資源有限，眾
多議題難被滿足，公視的網路 OTT 平台「公視+」正在成長中，雖目前仍有
不足，我們會繼續加強宣傳，提昇效益。

研究發展部經理 侯惠芳回覆：
公視舉辦公共問責座談會多年，曾於各鄉鎮北、中、南、東舉辦，搜集意見
回來供新聞、節目部參考，經衡量執行與及互動成效。自三年前調整於公視
會內召開，每半年舉辦一場訂於三月、九月舉辦，參與人數越來越踴躍，未
來問責將辦理的更精進。
(第七輪發言)
二十、發言者

法稅改革聯盟／張芸嘉：

伸張賦稅爭議、烏龍稅單爭議性話題。例：擔任補習班的吳主任，收到老闆
的欠稅，訴訟糾纏多年，無法解決。稅務怨案盼透過《獨立特派員》讓民眾
更瞭解自身權益，或《有話好說》的談論題材。
二十一、提問者

台灣教育人員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楊益風：

座談會設定為問責，實為沉重。原意為何？各團體代表都希望公視能多報導
關心?座談會成為各單位來提供需求，是否能由公視設立一個平台，統一搜集
意見？
試問公共問責的走向，是否回到原本的定位？無法到場的單位，該何去何
從？會議時間有限。對於節目的篩選機制，有反應就重視、沒反應就忽略？
希望規劃節目，報導被剝削單位的實際狀況。
座談會採交流形式，沒有決議，也沒有強制力，本次發言不需給予回應，但
很期待下次會議召開前，公視如何定位座談會。
二十二、提問者
珍：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媒體部主任潘惠

兩週前接受《青春發言人》採訪，探討受虐兒、貧困少年的家庭狀況。現有
親子互動三成有能力問題，公視之前製作《爸媽冏很大》是很好的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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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未來能有類似節目？未來課綱議題的教育問題，對於弱勢或新住民家
長都是很大的考驗。
二十二、提問者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蔡欣樺：

一、 公視作為公共媒體的角色與粉絲專頁小編的定位：
（一） 臺語臺的 FB 粉絲專頁小編於 2019.02.03 貼出一則新聞快訊，指高雄市
長韓國瑜一家與許淑華去峇里島度假 4 天，過年期間不在台灣。面對網友
留言：「笑死，結果不留在高雄消費」，公視小編回應：「他這半年消費得
不夠多嗎？」引起網友熱烈的討論。
（二） 臺語臺粉專上面眾多貼文，都可見到小編以其獨特的詼諧、嘲諷方式
轉貼新聞、評論四大報頭版、推薦公視戲劇……，這樣風格與立場皆鮮明
的貼文，不僅吸引許多粉絲按讚，更引起熱議，確實達到小編的功效。然
而，根據《公共電視法》§1，公視的存在目的之一在於彌補商業電視之不
足，「商業電視」的特點之一便為「因複雜原因而總是擁有特定立場」，公
視既被期許須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必應當試圖弭平立場間所造成的歧異
與紛爭；又《公共電視法》§11 提及了公視應遵守的五項原則，其中第五
項即為：「節目之製播，應維護人性尊嚴；符合自由、民主、法治之憲法
基本精神；保持多元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族群之均衡性。」然而作
為公共電視臺語臺粉絲專頁的小編，其發布的言論，是否符合多元性、客
觀性、公平性呢？再觀《公共電視法》§37，揭示了新聞報導節目應該遵
循的規定如：「一、新聞報導節目應與評論明顯區分，不得加入報導者個
人意見」、「二、新聞報導內容應確實、客觀、公正，不得歪曲或隱飾重要
事實，不得以暗示方法影響收視者判斷」雖然粉絲專頁小編並不屬於新聞
報導節目之記者或報導者，然而其轉發新聞時的角色，以及其作為臺語臺
粉絲專頁的小編之定位，究竟該如何拿捏？
二、

根據《公共電視法》§1，公視應以多元之設計，維護國民「知的權利」，
促進民主社會發展，增進公共福祉。因此，公視理當負擔起提供客觀報
導、還原事件真相，以及帶領公眾從多元面向探討議題之責。

二十三、提問者

台灣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理事巫馥彤：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很需要在場 NGO、NPO 共同努力，希望公視能協助
NGO、NPO 進行倡議及報導，公視、NGO、NPO 共同面臨到行銷宣傳的困
境，未來針對相關議題的搜集，NGO 工會願意給予更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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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提問者

桃園在地聯盟／議題組 陳志銘(第二次)：

與會的 NGO、NPO 都有各自關心的議題及專業，以公視為平台，搜集各地
的新聞議題，大家可一起想辦法、一起做，未到場的移工、工傷等團體，盼
與公民記者合作，綜合大家的廣度協助公視，未來報導身障者、社工的素材
能更深入在地化。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七次）：
大家都是關心公視，也都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對象。稅改的議題相當龐雜，但
也該進入涉略，而家扶的議題，我們會持續追蹤。台少盟提到關於 FB 小編
的留言，公視內部已要求必須依節目製播準則執行，網路粉絲團的經營規範
確實有討論與改善的空間。另外感謝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願意隨時提供資
訊，給予公視協助。至於公共問責座談會，下次辦理方式如何精進？各位先
進今天也提供了不少意見，將於內部先進行討論與調整。時間問題，最後請
今天列席尚未發言的同仁，針對大家關心的議題再做最後綜合的答覆。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一、關於詢問公視對於氣候變遷的政策及態度時，公視《我們的島－氣侯懸
崖的台灣》有追蹤製作一集，更長期關心食安、水的部份，製作人們都
很關心守護台灣，對於氣候的議題一直堅守報導，從專題到紀錄片，最
新推出《我們的島－前進》，我們與民眾站在監督政策、守護台灣的心態
是一致的。
二、大家需要共同面對議題永續性，不論正面或負面的個案，都能夠更深入
瞭解。
三、誠如大家關心的，我們的節目都單元性的製作，缺少統整性。最近有新
的構思，從內容產製到數位轉型。守護電視台頻道的轉變，較多年輕世
代透過網路收看。
未來讓節目能統整，正是我們所需要面對的，促使資源運用更到位，讓
宣傳、行銷更好，有董事曾說公視像名門閨秀，但我們更期望像小蜜蜂
一樣，能有更多的能見度。
未來可以有更多合作的機會，我們重視台灣、國外的議題，但如何操作
更是努力的新方向。
企劃部經理 徐秋華回覆：
感謝提供具體的意見，對於公視的期待及需求，有助於未來主題規劃及排檔
節目的參考，各部門將協力宣傳合作，提高公視優質節目的能見度，公視成
立各節目的 YouTube 頻道，歡迎大家訂閱，歡迎提供建議及回饋。
一、期待加強戲劇的部份?《我們與惡的距離》是部探討司法、人權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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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在第二集就破 1，可見觀眾水準高，不只是重視俊男美女的組合；接
續 5 月登場器捐議題的《生命接線員》、更生人的角度在《噬罪者》倡儀。
二、單元劇的推廣?《公視人生劇展》對銀髮、離婚子女、新住民，可再延伸
精進。
三、增加新媒體的推廣?各電視台收視率均下滑，有線電視進入剪線潮，網路
收看潮現在 4G 未來 5G。節目的發佈及推廣相當重視網路平台，公視+的
OTT 平台，已有 28 萬會員。部份節目免費上傳至 YouTube 供觀看，影響力
逐漸擴大，不僅鎖定是定頻的觀眾。《誰來晚餐》在 YouTube 直播，涵蓋許
多社會議題，令人印象深刻的遊民、視障媽媽等主題，拍攝非常多弱勢家庭
深入且輕鬆呈現，即時上傳中、英文字幕，供海外觀眾收看；《水果冰淇淋》
除版權販售的部份，均上傳至網路上供觀看，許多小朋友透過網路重覆觀看
的兒童節目；《青春發言人》網路原生節目，在網路上首播，公視頻道是二
播，非常重視青少年及兒童，將持續努力擴大影響力。
國際部代理經理 郭菀玲回覆：
許多議題都是紀錄片平台長期關注的，
《紀錄觀點》都有相當程度的報導。會
後將新的議題列入新徵案重要參考。
回覆兒少權心會：公視每二年一屆在台北舉辦的台灣國際兒童影展，還有在
各縣市映後巡迴，每屆的影展都有挑選關從兒少權益的議題、離婚子女面臨
的困境、生命的議題當家中有人過世、在學校遭受霸凌等，協助兒童面對生
命困境。映後座談協助在場的兒童與家長互動，四月份推出的親子電影院，
將播出德國孩童面對霸凌的影片。
公服暨行銷部副理 胡心平回覆：
《公視新聞》早年與公民記者關注雲林麥寮細懸浮微粒(PM2.5)的問題，南北
部都採訪追蹤報導，近年 PM2.5 已成為全民關心健康、環境的議題。現在醫
生更發覺超小的超細懸浮微粒(PM0.1)。從 PM2.5 著眼，公視新聞部有 200
多位員工，要守護台灣環境，從天空到地下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所幸各
NGO、NPO 持續關心台灣人民，公視也在資源經費有限的之下，仍然堅持
持續進步。
公視年預算九億，公行部需自籌二億伍仟萬，日本 NHK 年預算是二仟億，
台灣與日本相差 223 倍，請給公視更多的支持，希望公視與大家一起為守護
台灣而努力。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總結：
感謝各公民團體的參加，今天不論是支持還是期待或批評指教都很感謝，我
們會持續努力。下次會議的召開方式，將於內部研議後，再精進辦理。感謝
各位全程的參與，謝謝大家對公視的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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