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公共問責座談會第三場
▓日期時間：108 年 10 月 14 日(一) 10：00-12：40
▓地
點：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團體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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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數位人權專
案經理何明諠、台灣貧困者扶助協助協會／秘書長郭吉仁、台灣貧困者扶助
協助協會／理事長邱綉緹、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務主任黃盈嘉、社團法人中
華白絲帶關懷協會／數位長林信義、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秘書長葉大華、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宣導暨國際處梁弘儒、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宣導暨國際處
葉瓊瑜、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資源開發組長陳琬婷、環境法
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法稅改革聯盟／發言人陳志龍、法稅改革聯盟／
志工張芸嘉、法稅改革聯盟／丁筱芸，共 16 人。
▓公視出席：公視總經理曹文傑、執行副總謝翠玉、台語台暫代台長呂東
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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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部經理郭菀玲、新媒體部 PeoPo 召集人余至理、
周志村、研究發展部經理侯惠芳、陳鳳琴、鍾語菱，共 13 人。
(第一輪發言)
一、 發言者 台灣貧困者扶助協助協會／秘書長郭吉仁：
深感台灣媒體商業化、教育制度及社會觀念不足，公視應強化公共性的立
場，未來會如何因應世界的潮流?希望公視能堅守公正媒體的立場。
二、發言者 台灣貧困者扶助協助協會／理事長邱綉緹：
呼籲大家關注近期的棄嬰事件，背後所隱藏著的社會基層危機。經統計：今
年台灣已發生六件棄嬰事件，如：10/12 高雄的棄嬰，近年的棄嬰數逐漸下降
至個位數，評估個案狀況後，唯有協助脫離貧困，才能協助解決棄嬰最根本的
問題，期盼大家共同重視。
三、發言者 台灣人權促進會(簡稱台權會)／數位人權專案經理何明諠：
認同前述公共性媒體的角色，對民眾的影響力甚大。
(一)、關心收視率的數據，請問公視針對收視率，是否有推廣收視率的方式?
(二)、深感公視節目缺少探討數位科技應用風險的議題，如：數位科技的運
用，潛存在著政治、經濟上的風險問題，如：人臉辦視、個資外洩、侵
害人權的問題。是否能透過節目提供民眾「知」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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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視新聞網 PNN 新聞平台該如何擴大影響力?正面臨著許多競爭對手
的付費媒體。PNN 新聞平台具有開放性，如何讓公民團體有更多發聲的
機會，未來是否有相關的配套機置，可以協助公民團體?
四、發言者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宣導暨國際處葉瓊瑜：
(一)、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後，明顯提高民眾對法扶基金會的認知度。
(二)、認同舉辦問責座談會的機制，增廣群眾議題的能見度。
(三)、以往法令宣導的成效低，如校園宣導為例，受限於影片製作及預算。
未來是否有更深化的合作性？如：《我們與惡的距離》製作前，編劇呂蒔
媛就深入法扶進行瞭解合作，媒體透過戲劇呈現，有助於民眾對於法律更
深入的認識。
五、發言者 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數位長林信義：
回應前述何先生及葉小姐提問，針對數位應用及人權的衝擊及宣導的部份，
若公視能擔任傳播平台，將更有效率更受認同。
(一)、建議各 NGO 所提的議題，透過宣導教育、生活素養更能聚焦，促使各議
題有淺移默化的效益。
(二)、建議未來節目宣傳時，若節目能與 NGO 議題扣合時，於節目宣傳時，可
融入議題宣傳，加入 NGO 網站相互連結，可增加宣傳的曝光度。
六、發言者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資源開發組長陳琬婷：
台灣已邁入少子化的時代，靖娟長期重視兒童安全的議題。未來是否能在兒
少節目製作的前期，加入更多的公民團體參與討論，廣納更多元的意見，讓民
眾更瞭解安全的議題。
(第一輪回覆)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一次）：
採統整的回覆方式後，再協請各部門主管補充說明。
一、回覆前述：希望公視節目能強化的部份。前述：（一）、理性邏輯思考的
部份、
（二）、生活素養上的潛移默化。公視於成人及兒少節目已納入規劃中，
播出節目哈佛《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並邀請教授到台灣，與學生進行腦力的
辨正思考。兒童節目的製作中，納入幼兒哲學思想的教育，不同於兒童的唱跳
節目，希望從小培養哲學性的思考，加強思維的脈絡。
二、關於數位科技的風險，另請新聞部補充回覆。
三、收視率的關注及各 NGO 議題的合作內容，公視均能再深入強化。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一、回覆邱綉緹理事長：關於棄嬰的議題，公視新聞已報導四月高雄左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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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南女大生的事件並揭露刑責，未來製作專題時，可納入並瞭解安置的
後續追蹤。
《獨立特派員》曾製播青貧議題，於仍未來會持續製作。
二、回覆林信義數位長：關於數位時代的部份，公視除新聞網 PNN 外，新推
出，可更關注人權及司法議題。主頻《公視晚間新聞》收視率約 0.5 (22
萬人*0.5%)，多媒體時代年輕人們，透過 YouTube 直播觀看《公視晚間
新聞》，播畢後會上傳，讓新聞有長期的發酵時間，可持續擴大傳播力及
影響力。
三、公視新聞網 PNN 粉絲數約 35 萬人，整體上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最近
反送中的新聞，許多觀眾透過 YouTube 直播觀看《公視晚間新聞》、《有
話好說》、PeoPo，未來會朝「數位專題」再努力。
四、從媒體的影響力觀察，文茜的世界週報粉絲數約 95 萬人影響力第一名。
東森新聞粉絲數約 470 萬人，是我們追趕的目標，公視整體的影響力排名
第三。近期電視開機率普遍下降，但《公視晚間新聞》及《全球現場》的
收視率仍持續成長。《有話好說》收視率不高，但影響力高，在 YouTube
直播觀看人數是最高的。
五、未來仍會於網路及主頻上加強，PNN 僅有 13 人的團隊，人力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更製作記者真心話，漸漸累積年輕的觀眾。許多關注公共媒體議
題，新聞可持續擴大影響力。
六、端看至於現有的付費機制，僅適用於節目及戲劇，新聞是開放觀看。
資源永遠不足，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二次）：
關於強化各 NGO 議題與節目網站的連結，可透過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露
出，每年 PeoPo 在各地方與公民團體合辦教育訓練。
新媒體部 PeoPo 召集人 余至理回覆：
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長期與各 NGO 合作，如教育訓練、影音工作坊、
舉辦踹拍活動，每年更有六場的新聞聚會等。
主要協助在地議題被看見，鼓勵在地發聲，自已的家鄉自已救，提供團體及
個人發聲的管道，平台上提供教育訓練服務，希望大家多透過 PeoPo 發聲。
節目部副理 林瓊芬回覆：
一、關於媒體素養的提問，該如何從節目中提供思辯的本能？
媒體識讀的思辯《熊星人與地球人》製播 26 個提昇哲學思考的節目，目標
觀眾群年齡 7-10 歲，法國 3 歲就開始學哲學，台灣落後很多，但我們可以透過
節目的素材，製作一些故事，讓孩子可以輕鬆瞭解。
《青春發言人》在 YouTube 以專題呈現，節目很多孩子們的發言權、可以參
與政治反應時事，包括霸凌、青少年國族大調查。新聞部《有話好說》協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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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參與話題加入討論增加思辯的能力，也強化了媒體的影響力。最新製播
兒少節目《小孩酷斯拉》，重視小孩的發展，透過學習及訓練的部份，提昇自我
的能力。如：疊杯、表演等個人的才藝發展，擴大節目影響力及補強戲劇線下
合作熱烈活動。
《熊星人與地球人》與學校合作，發現學校對於媒體素養的部份有很高的需
求，也將節目與學校配合製成教案分享，節目也增加了擴散媒體的影響力。
戲劇也因主題，也有不同的合作。
二、回覆法扶葉瓊瑜小姐：如：《我們與惡的距離》被大家所關注，謝謝法扶
的鼓勵，未來也可以在推廣時，透過活動可增加更多擴散的影響力。
三、回覆貧困協會郭吉仁秘書長：《公視人生劇展》許多角色包含貧困者的故
事，經由劇情呈現，各單位採用為宣傳的素材。
未來請大家多給予指教，我們會更努力的。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三次）：
公視+平台推出青少年貧窮議題的主題，公視戲劇徵件《最後的詩句》紀錄
片，深入探討各層面的議題，節目的口碑及成績好。
國際部經理 郭菀玲回覆：
長期製作紀錄片，關心社會上各層面的議題，如：《紀錄觀點》、《公視主題之
夜》
、
《網紅》將探討網路現象所帶來的人權議題，正在製作成節目。
每年舉辦兩大國際影展：世界公視大展、台灣國際兒童影展。
一、世界公視大展：各國公視精彩影片的挑選，亦包概數位主題、網路上
社會衝擊、貧窮議題的看待，
探討孩子使用電腦的情況，有紀錄片及劇劇上均有作品呈現。將於今年 11-12
月(在台北、台中展開)。
二、台灣國際兒童影展：每二年舉辦一屆，明年 4 月舉辦，將搜集最新關於
兒童的影片，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以孩子的視角出發，特別關注孩童子在生
活上所碰觸的議題，如兒少人權的問題，在家裡學校 性騷擾及家暴等，許多
寫實的議題，都透過影展放映。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四次）：
去年《紀錄觀點》的片子，有臉書 FB 如何控制言論等，由製作人挑選議題
於頻道上播出。
企劃部經理 徐秋華回覆：
關於收視率的提問，企劃部負責節目企劃及績效評估，從收視率看戲劇一向
是高於新聞，近二年《公視晚間新聞》收視率持續上升，中立性新聞觀看數屢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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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同時重視尼爾森收視率及網路收視，自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
後，公視+會員數倍增，從去年 20 萬成長至 50 萬人次，平台的+7 回看機制
成功，更能長久推廣，如：《誰來晚餐》在 YouTube 平台，搭配中、英文字
幕，擴大服務收視族群，包含各 NGO 議題，如動保、更生人、性別平等的
議題。衡量收視率的同時，亦重視節目的內容性質，更希望推廣節目，能有
更多觀看的族群。下一檔戲劇，就是大家所重視的網路人權議題，將於
11/16 上映《糖糖 Online》年輕人網紅文化的故事，歡迎大家關注。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五次）：
除主頻道製播，公視推出許多人與人的互動服務，由公行部承辦。
公服暨行銷部副理 胡心平回覆：
公視線下服務每月客服來電數約 1,400-1,600 通詢問電話，客服人員 2-3
位，除詢問節目及各類服務諮詢。
各類節目播出前，已先與各相關單位告知，雙方都保持良好的準備，如下列
議題發生時的應變措施。
前期準備《魂囚西門》的心理諮詢師角色，《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設定為五
個議題，包含親子、輔導、自殺；《我們與惡的距離》思覺失調症，與六個團體
加入互動及詢問；未來的《糖糖 Online》製作戲劇前，已諮詢前期作業，於宣
傳期半年前啟動機制，評估後端將發生的觀眾意見、詢問、因應方式等。
之前預期《我們與惡的距離》第六集映後約有 2-300 通的詢問電話，精準的掌
握，多方面保持良好的溝通管理。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五次）：
本座談會的舉辦由公視研發部負責，各類座談會及會議承辦，研究各國公共
電視的趨勢及政策，及對應文化部申請各種專案。
研究發展部經理 侯惠芳回覆：
研發與各 NGO、NPO 最直接的服務，就是每年舉辦公共問責座談會，已舉
辦多年，今年年中與葉秘書長研議後，明年將再度走出公視舉辦 NGO、NPO
團體或觀眾面對面對話，內部討論經費及人力評估，明年將增加為三場，北中
南三地與各地的觀眾面對面，公視於全省各地舉辦過問責座談會，當然還是有
新的觀眾加入，各地 NGO 關注的議題不同，優先將關注法律、兒童、環境
等，可再研議聚焦適宜當地的議題。
本次議題為金鐘、新聞議題為主，以最新金鐘頒獎及新聞時事為最新討論。
假設未來七月可舉辦台語台成立週年，將鎖定互動性議題，如《有話好說》
主持人下鄉與粉絲互動，歡迎地方觀眾參與。
於台北場依然歡迎關心公視的議題，與各位主管互動溝通，或許議題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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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與會的所有主管們將節錄議題的建言，相互加乘交流下，將有更良善的互
動。近年座談會的互動大致如此，提供在座的主管有機會接觸更多單位及人
文。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七次）：
台語台年中開播後成績亮眼，收視率在尼爾森的報告成績佳。
台語台暫代台長呂東熹回覆（第一次）：
今年台語台 7/1 試播、7/6 正式開播，剛屆滿三個月。持續推出許多節目，目
前北中南東將有五場座談會，10 月底至 11 月有多場座談會廣納大家的建言，
相關訊息公佈於粉專中，歡迎各團體報名參加。
各 NGO 所討論議題，現階段優先規劃節目的內容，未來將納入新節目規劃
及充實新聞的部份。《台灣記事簿》製作時可列入各 NGO 的議題。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一次）：
綜合回覆：一、關於貧困棄嬰的議題、數位科技運用的便利及風險、社會安
全網背後，所造成的漏洞等問題，都是我們所關心的。
二、未來的新戲劇的徵案及委案，將安排先田野調查，戲劇不失跟社會脫節，
影響力得以擴大，未來的作業會持續強化。
三、近年來致力於強化公共性的立場，以播種出發，不論兒少、成人、戲劇…
等，未來如何點線面的引導？應優先強化公視的品牌，增加信任及喜歡。不論
是轉型或持續推出新創節目，引導理性思辯的正能量，期盼議題的設定，形成
一雙隱形的手，做為台灣的推手，未來難度很高希望大家一起創造。
(第二輪發言)
七、發言者 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林書萍：
前次問責座談會後，肯定公視與工會後續有諸多聯繫。
(一)、公視節目部《誰來晚餐》節目有影像徵件的比賽，接續《青春發言人》
舉辦活動前，優先詢問工會舉辦徵件所需的規則，對於關於版權授權及著
作人格權的部份。公視願意接受建議，進行修改比賽規章，給予影像工作
者更好的工作環境。
(二)、公視評估委合製合約的討論，後續修正工作者的合約及精神，表示公視
非常尊重影像工作者。深感覺得公視做的很好，未來可以持續加油。
(三)、關於公視設立新聞諮詢委員會，成員有公視董事加入，制度上的設計，
是否有董事干涉的疑慮?
八、發言者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公視近年推出高齡、兒少、青貧，以及具有分眾的節目和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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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共議題的部份提出討論如下：
(一)、希望能持續強化不同世代間的溝通議題。
如：高齡銀髮、兒少青年的關係等。台語台七月開播後，台語聽眾年齡層高，
深感節目內容好，但豐富性不足。
(二)、公視整體新聞品質及影響力，該如何擴散及延伸?
喜歡觀看《誰來晚餐》中高齡的黏著度更高，節目內容包含：多元族群的題
材，相對成為很好的公民教育內容，可提昇時代不同的教育落差。
(三)、請問未來台語台是否會考慮將《誰來晚餐》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等，翻譯成台語配音？可豐富頻道的內容。
《青春發言人》在網路上具有高擴散性及影響力，未來在主頻會不會持
(四)、
續上架? 建議 1、可多增加兒少主題的節目。《青春發言人》應該轉型，固
定型式難跳脫框架。2、希望能台語台合作，製播談話性的論壇節目，端看
台語台的節目不夠輪轉，內容好但相對可惜。3、台語台合作群眾可加入青
少議題。讓更多高中生的台語社團、歌仔戲等學員加入。可參照：客家電視
台「後生提攜計畫」，讓更多人加入台語人才的培育。世代的對話及溝通。
(五)、公視資源有限，加強分眾溝通。如：同志議題，可講出接受或彼此的差
異性。最近很多人權迫害，移工、消防員靜坐、公視是否可以討論，帶領民
眾認識，公視是簽了聯合國兩公約中的協議、兩公約往往被誤解、必需讓民
眾有感。反送中事件尋求台灣庇護、到南韓的濟州島接受難民庇護的過程，
南韓民眾的觀感，國際公約保障鄰國的事件多，更值得台灣多報導，有別於
商業電視的角度。
(六)、108 課綱上路大亂鬥，公視是否有些預備作業，可協助教育部應準備的事
項，如：公民教育、媒體識讀的部份。各 NGO 都有製作桌遊當教育，如：
兒少盟、法扶的桌遊。是否能籍由桌遊結合議題報導，推動公共議題令更多
人感興趣。
(七)、希望公視在明年的座談會上，能邀請更多元的 NGO 加入，希望邀請主持
人、藝人加入座談會，讓座談會參與人數暴增。
(八)、未來希望有 NGO 觀點這類的節目再出現。

已註解 [陳鳳琴1]: 註一：
「兩公約」係「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之合稱，係聯合國為落實 1948 年之
「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在 1966 年 12 月 16 日經由大會第二二００號
決議通過。此兩公約與「世界人權宣言」共同被稱為
「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乃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亦為國際人權
保障體系最根本之法源。其內容在闡明人類之基本人
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

九、發言者 法稅改革聯盟／志工張芸嘉：
公視製作多元的節目，紀錄片、專題報導等，最近很紅的新聞實驗室短片的
型式，屬於輕鬆有趣的教育議題，一般大眾覺得深硬的議題，透過合作可以增
加效益，年輕人喜歡短片、懶人包，建議部份可採台語配音，讓長輩們透過分

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人權，皆享有相
同之保障。

享傳播影音檔。
反稅改聯盟長期關注稅務冤案受害者故事，公視可揭露受害故事，有助於民
眾能更重視議題，若有欠缺題材，賦稅人權部份，可提供相關訊。納稅人應保
護自已，不應忽視自身的權益。
各 NGO 較難與公部門直接對話，是否能建立一個公民團體交流的平台，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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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團體進行多元對話，不同團體彼此對話，促使未來能有更多有助於社會的好
方案。
十、發言者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
多次參與座談會，請問公視會如何整理各 NGO 間的議題？公視的品質好，
大家寄予厚望，是參與座談會的主要原因。
在公共服務性中，把受害者的故事，融入國內外及國際大環境中，如常見的
結構問題，性別、暴力、父權結構、貧窮等，相關陳述案件，未來非常希望在
新聞性的節目中，結合聯合國公約，當成成著力點，可協助更多弱勢發聲更有
影響力。
十一、發言者 法稅改革聯盟／發言人陳志龍：
問責最主要是 NGO、NPO 角度的問題，表示政府跟財務組織之間有蠻大的
問題，未來公視該採取那個角度?霸凌出現時，該反霸凌、還是與霸凌平行?必
需從三個不同角度，是該對抗、平行、附隨組織？公視與善、惡之間的那個距
離較近？
問題點就是人權的問題。人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可以透過司法解決，
若遇到霸權反送中讓如何是好?人權是一個基本概念，對政府統治權的對抗，要
找出理性的問題去解決。台灣還有許多不公平問題點、違反人權、貪污、有霸
凌，許多媒體不敢講真話，許多的問題嚴重且存在。
司法及稅法是不公平的，NGO、NPO 多附屬在司法之下生存，都不敢說真
話。稅法五年超徵仟億，瞭解來源才能解決貧窮的問題。
公視的問責是要對那個單位問責？問責以前較為小眾，應該要突破結構性的
問題，是否能與國際間有更多的探討。
十二、發言者 台灣貧困者扶助協助協會／秘書長郭吉仁（第二次）：
回覆前述陳志龍發言人：所探討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公視可向 NHK 黨學
習，如：週六上午探討各政黨政策，邀各黨揆或代表性人物暢談，增加理性對
話的平台，如：福利制度改革、外交、憲政、脫貧、社會住宅等問題。
公視可以扮演的角色，許多重大問題仍在迷霧中，憲改、統獨、行政院的執
權、社會住宅、全民健保財務是否能永續，醫療費申請等。
台灣的民主靈魂，透過文學是可以提昇最好的藥方。
十三、發言者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
節目對於大眾淺移默化真的很強，《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大家很容易理
解。(一)、台灣的區段徵收及台灣土地開發的問題嚴重，淡海新市鎮、苗栗大
湖、科學園區等特定區，居住不正義，導致居民土地掠奪被迫搬遷。宛如電影
的《血觀音》劇情，期待公視可以土地掠奪版本的戲劇，讓民眾能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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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時事讓更多群眾聚焦，建議：《我們的島》能多推廣與中國人民的對
話，讓我們公民的自由、社運團體的訊息，能提昇報導力，讓他們看的見。
(三)、公視很重要，每屆的董事會均難產，是否有解決及改善的空間?(四)、新
聞實驗室創造了新的閱聽率，對傳統媒體產生衝擊，媒體識讀，其內容是否隱
藏了，帶風向。(五)、前述 NGO 推出了很多桌遊，尚有許多翻譯或出版的圖
書，是否能有推廣閱讀的單元，每則半小時，促使 NGO 的議題能更深入社
會。
(第二輪回覆)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八次）：
公視長期與 NGO 成為聯盟戰友，一起在社會上發聲，希望社會變的越來
好，故然國家、政府或社會中仍有需要檢討的部份。與其一個人走一大步、不
如一群人各走一小步，公視身為發聲的平台，希望大家一起前進。
未來公視該如何達到寓教於樂及新價值的推廣角色?如何把大家關心的議題?
利用有限的資源、衡量預算、創作者的資源，透過影視音的傳遞，攜手向前走
推動多元的議題。
新聞部經理 蘇啟禎回覆：
一、回覆張譽尹理事：關於如何促進與中國公民的對話。透過平台如：《有話
好說》凡是探討兩岸華人、民族的議題，在 YouTube 上的觀看度高達 10
萬以上，包含馬來西亞的議題。分析觀眾七成是台灣人；二成是香港的民
眾，關心反送中事件；一成中國人公民特地翻牆，採簡體字發言討論。節
目形式可以更多元，《我們的島》21 歲了，主頻的收視人口老化，觀看年
齡層約 45 歲至 60 歲，製作人需持續突破運用新媒體。《有話好說》收視
群 56 歲至 64 歲。公視擁有多元的新聞平台，新聞網絡《晚間新聞》的
區族群有比較年輕化，新聞實驗室中有三集記者真心話，點閱數高達 300
萬次，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於帶風向的問題，前製時議題已事先設
定，較無法避免。身為公共媒體的公共價值，一直是我們所努力堅守主頻
及網路上的影響力。自反送中事件發生後，公視已派出數十波的記者前去
香港採訪，從《公視新聞》、《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都有採訪報導，
因為事件一直進行中，估計年底會推出香港反送中紀錄片，台灣民主會喚
醒促進社會對話。
二、回覆陳志龍發言人：台灣尚有結構性的問題存在，身為公共媒體及任何媒
體均無法迴避去探討。媒體人的天職就是監督政府及守護環境。善用議題
的採訪點很重要，見林就不見樹，觀眾會覺得無感，若《有話好說》談論
較空或哲學的議題，觀眾就不收看，希望把立足點變成一個網，不論身為
那個環節，公共媒體絕不放棄監督的角色。透過座談會與各公民團體的互
動討論，人與人的交流往往最直接，即時討論最具公共性，未來我們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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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努力。
三、回覆廖書雯秘書長：如何把國際性及在地化做結合，一定要說做事，《我們
與惡的距離》引起廣大的迴響，當若實社會議題時，將有許多的糾葛，新
聞跟戲劇是不同的，戲劇較能引起淺移默化的效果。我們希望能運用說故
事的力量，努力結果在地化及國際間交流。
四、回覆葉大葉女士的提問：該如何把人權公約，化成可親又可敬的內容?透
過說故事的力量，能有較高的渲染力。
五、回覆郭吉仁秘書長：公視將持續好的溝通橋樑，促進社會上的對話。可以
籍由選舉的辯論等活動，促成政黨及政策間對話的平台，大家好奇的選舉
承諾是否能被兑現?國外正推動事實查核機制，現階段已與民間團體合作，
進行事實查核機制，即將在下一個選舉期間上路。
六、回覆常務理事林書萍：公視長期遵守節目製播公約、總經理所簽署編輯室
公約，保障專業自主性。
(一)、關於新聞諮詢委員會與董事侵權的問題。實屬不同層次的範疇，來自
董事會決策後，透過委員會聚焦決議內容並執行。
(二)、公視設有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均為外部的委員，每季檢討召開一
次)，針對新聞事件發生後的檢討，與其他自律委員會的層次及關注
的點不同。其新聞諮詢委員會(外部委員及專家們，每二個月召開一
次)，針對時事政策的大方向研討。另數位浪潮下而延伸，新媒體諮
詢委員會，身為傳統電視新聞媒體，公視該如何面對數位轉型。
(三)、管理層著重於資源統合，數位新媒體的發展是董事會的決策。透過新
聞諮詢委員會的共同協助進行數位轉型，上述並非是董事干涉的作
為。資源有限時，才能更精準的運用操作。治理及管理的界線是截
然不同的，節目內容製作前均提報董事會，成為董事、委員會及製
作人三方面的立體合作機制。感謝提醒，未來我們會反思該機制是
否最為理想化，是否存在待修正的空間。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九次）
公視法載明各諮詢委員會的設立條文，由董事召集及參與舉行，無需擔憂侵
權的部份。
節目部副理 林瓊芬回覆：
回覆葉大華秘書長：一、關於遊戲課綱的部份，正在規劃兒少教育資源網
站，透過平台可呈現教案的，共創課綱的部份做補位。公視著重於素養的部
份，而非課程，依循課綱三面九向的架構進行補強。
現階段已與教育前線的老師們，研議合宜的方案，共為網路上的內容把關。
二、
《誰來晚餐》今年已拍攝 10 集以上採台語溝通的家庭故事，旁白採台語配
音，播出後反應兩極化，原時段觀眾認為怎麼講那麼多台語，我們不想聽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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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語？亦有觀眾反應極佳，覺得很好很有共融感，目前正在嘗試播映中。台
語台可集結這幾集排播，或許能更瞭解觀眾的看法。
三、
《青春發言人》主頻的收看族群大幅下滑。新一季節目將於 YouTube 頻道
2020 年 3 月重新上線，採主題式策展呈現，調整時段為晚上 11 點會更好，依
循青少年的收視習慣，更瞭解其生活軌蹤及步調。
四、感謝許多很好的建議，如提及中高年齡層的公民教育，可轉建議《誰來晚
餐》在新一季該如何融入製播。還有文學提昇、土地爭議、議題桌遊都是很好
的建議，我們可與製作人多溝通，公視的製作人均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亦相當
重視人權，大家關注的部份我們會再更努力。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十次）
主頻及台語台均有整體性的規劃。包括戲劇的徵案：新創電影、人生劇展、
學生劇展、紀錄片，若發現很適合台語發聲的，我們亦會多鼓勵多以台語為主
呈現。
台語台暫代台長呂東熹（第二次）：
回覆葉大華秘書長：一、關於中高齡對於節目的評價，完全贊同。台語台節
目不錯，但內容性好像不夠好，需要提高水準，這是確實有待加強。台語台成
立剛滿三個月，節目預算有限，從節目自製及委製前進，現多採公視節目搭配
台語發音。經訪查發覺，老年人認為應該多製作節目吸引年輕人收看，年輕人
卻認為老電影很好看，老片迴響度較高。頻道年齡層主要設定為，聽懂台語的
人，為主要觀眾群。
二、未來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群眾，現《全家有智慧》是最多年輕人觀看的
節目。吸引年輕人收看，要從節目的性質出發，希望《全家有智慧》第二季的
節目能擴大更多族群。
三、盼望能招募新血培養台語人才，急需要全台語主持人，年底將舉辦台語
表演練班，歡迎大家來報名參與，協助語言教育不足的部份，全台語的製作環
境及受訪者，現階段正努力克服困難。
四、關於人權的議題，本人被公民記者提告傷害罪。來由為舉辦台語台的開
台記者會時，因為許久未見而拍了對方的肩膀，竟被誤認為傷害，對方甚至赴
法院提告。對方所舉的陳訴就是違反兩公約不尊重人權，人權的議題受到重
視，但正確傳播亦突顯重要性。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回覆（第十一次）
台語台籌備半年，於七月份完成開播作業，目前致力於儲存影視音的存量，
電視製播的剪接素材量(一秒 30 格)相當龎大，建構影視音所需的內容量，開台
初期較難一步到位，全方位台語配音的困難度高，主頻與台語台未來會努力精
進。
11

執行副總經理 謝翠玉回覆（第二次）：
感謝各單位提供寶貴的建議，關於公共性的提問及知能建構的整體性，均是
是良好的回饋。
一、回覆陳志龍發言人：教授所提出的，關於公視電視的視角問題準確性，未
來製作節目前，會優先重視視角的問題。
二、回覆郭吉仁秘書長：NHK 頻道頒演的可能性，未來會進入評估。
三、關於土地掠奪的部份，近年製作團隊建構中，已有劇本尚在孵育階段，
從迷你劇、新創電影均涵蓋相關議題。
四、現階段第六屆董事會難產的原因，源於公視法門檻過高，需經 4/3 審查委
員的通過，才能推舉出一位董事。高門檻的問題，導致董事難產的新聞報導，
唯有透過公視法俢法才能改善此困境。
文化部正推行《公共媒體法》，朝向修整的大方向。尚未修法時，公視仍會依循
目前的規章，持續穩定運作至新的董事會組成。貌似風風雨雨的董事案，目前
是持續且正常運作，請大家放心。
公視總經理 曹文傑總結：
公視近三年品牌建立、知明度、閱聽眾的口碑都有進步，全是各部門同仁努
力的成果。人類的基因中，存在對現況不滿，追求更好的天性。每一個社會一
個公司一個組織都很多元性，公視自我期許，同時勉勵自我，未來會照顧社會
及組織之間更多的議題，謝謝大家。
===================================================================
註一：
「兩公約」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之合稱，係聯合國為落實
1948 年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
1966 年 12 月 16 日經由大會第二二００號決議通過。此兩公約與「世界人權
宣言」共同被稱為「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乃
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亦為國際人權保障體系最根本之法源。其內容在
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政
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人權，皆享有相同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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