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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的誕生

原視理念 

1871  由外籍傳教士和探險家揭開記錄原住民影像的序幕。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推廣殖民化政策，全面進入原住民部落，以 

1871  照相機、電影攝影機等工具進行調查工作，此後，台灣原住民的影像開始呈現在世人面前。
1945  國民政府來後，以政府宣傳及漢化政策製作原民相關影像。
1962  台灣電視公司（以下簡稱台視）開播，但台灣的廣電政策，並未對少數族群有較明確的保障措施，戒嚴時期新聞局的廣 

1871  電基本通則，也只是提到廣電資源的分配管控與使用「應兼顧少數及弱勢族群之權益」。
1970  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帶動影像活動普遍化，原住民成為被記錄的對象，但卻常經由商業的途徑流入出版商、展覽館， 

1871  或成為私人的收藏品。
1984  由復興廣播電台製作的原住民廣播節目《青山翠嶺》開始播出。
1985  原住民電視節目《青山春曉》由廣電基金下設置的公共電視節目製播組負責製播。
199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與新聞局投注較多資源，協助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節目製作。
1992  開放廣電頻道：電視 4家，中功率 35家，小功率 46家，新舊合計約兩百家，其中只有蘭恩電台與原住民有關。

1994  09月  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招訓 24名原住民投入影像的工作，再擇優評選 11名為公視記者，原住民族正式加入公共媒 

1871  體工作的行列。
1996  12月 01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成立，專責台灣原住民族事務的推動。
1997  05月 31日  公共電視法通過，依據第 11條「保持多元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族群均衡性」規劃原住民節目，培訓原住 

1871  民記者負責企劃、採訪、攝影、剪輯、旁白等工作。台灣第一個在電視台內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電視工作團隊正式成軍。
1998  06月  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其中第 26條規定設立原住民專屬頻道或電視台（2004年修正並改列第 29條）。

1998  07月  公視正式開播，完全由原住民族自製的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正式亮相。雖然由於轉播站受到地形的限制，仍 

1871  有許多原住民地區收視不良，甚至無法收視，但以公視為搖籃及主力舞台的原住民電視人才團隊，開始在工作崗位發揮 

1871  所長。
2001  03月  為了強化原住民發聲權，更準確地報導各地部落狀況，公視新聞部展開原住民電視人才培訓計劃，爭取原民會與 

187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的補助，辦理第二屆培訓班。
2002  07月  公視辦理第三屆原住民電視人才培訓。三屆的訓練為原住民培育了 60餘位可獨立製作節目的人才。

2002  原民會開始推動設立原住民族專屬頻道。
2003  原民會編列 3.3億元預算，但立法院以原住民地區收視尚未改善為由凍結預算。2003年 9月新聞局與原民會推動「無線 

1871  電視台共星共碟」政策，政府租用專屬衛星傳送所有無線電視訊號，並編列預算發送衛星接收器給山地鄉原住民家庭， 

1871  以解決偏遠地區原住民無法收看無線電視的問題。
2004  設立原住民族專屬頻道的規劃獲得立法院同意，並定頻在第 16頻道。由於欠缺製播設備，必須委託電視頻道經營製播節 

1871  目，乃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公開招標方式招商辦理，由台視文化公司得標。
2004  12月 01日  原住民族電視台（以下簡稱原視）由台視文化公司得標營運，專屬頻道試播。
2005  07月 01日  原視正式開播，成為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目的在於給予弱勢的原住民族自主發聲權。開播之前， 

1871  原民會已於原住民部落家戶免費設置衛星接收設備。同年下半年再度招標，由東森電視公司得標。
2006  無線電視公股處理條例公布，明文規定次年開始由政府編列預算營運的電視媒體（包括原視、客家台及宏觀電視）皆應 

1871  由公視基金會營運。
2007  01月  原視轉由公視基金會營運，轉型成公共媒體平台，由原住民發聲，以滿足原住民知的權利與進行文化傳承。原視 

1871  納入公廣集團，成為完全的公共服務頻道。
2009  09月 28日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取得法人證書，並正式成立，執掌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 

1871  與普及服務的媒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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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理念

使命與經營理念

原視的使命

媒體是公民社會最快速的溝通橋樑，掌握媒體發聲權，掌握議題詮釋權，是族群追求平等

與公義不可或缺的現實條件。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均處於弱勢的台灣原住民族，

更需要在健全的環境下逐步壯大自己的電視媒體，來扭轉資訊弱勢、詮釋權旁落、母語及

文化流失的困境，因此原視的使命訂定為：

1.凝聚原住民社群力量

2.豐富文化內涵及色彩

3.提振原住民族地位

4.實現平等公義社會

原視的經營理念

原視提供深刻的原住民族的文化內涵，以深入淺出的節目製作理念，轉化成輕鬆有趣或深

化嚴謹的節目型態，引導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正確的認知及尊重。身為原住民族公共媒體

平台的原視，經營理念如下：

1.尊重多元

2.部落優先

3.專業自主

2012年度總目標與策略
1.守望原鄉、提供新知

2.延續傳統、文化創新

3.數位升級、人才加值

4.連結部落、引領國際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52

原視理念 

原
住民族電視台自 2007年 1月起依照「無線
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交由公視基金會

辦理。初期原為「一年一標」的採購案，由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勞務

採購契約」，並由公視基金會提出營運企劃書辦

理相關節目製播業務。

原視節目製播均須納入公視營運目標管理系統、

公共媒體衡量機制、節目製播準則、行政權責劃

分、自主管理⋯⋯等機制；在行政督導單位方面

則包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視營運績效

評估委員會、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公視

董事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立法院⋯⋯

等組織。面對如此多重審核、督導問責的管理制

度，難免有限縮媒體獨立營運及專業自主之虞。

朝獨立營運邁進

基於落實原住民族傳播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於 2009年
8月正式成立後，自 2010年起即以「原住民族電
視專屬頻道暨節目製播」與公視簽署委任合作契

約書。除此，原文會設置條例第一條即載明「為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

媒體事業」等立法目的。為了加速原視獨立營運

的目標，原文會在 2012年正式向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提出經營原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
照申請。但是截至 2012年 12月底止，原文會暫
時未能取得經營原視頻道的執照；而公視基金會

經營原視頻道的執照換發申請業務，原執照效期

即將到期，為避免原視頻道無照播出且須符合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定，所以提出換照申請，並

獲審核通過，核發自 2013年 1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共計 6年的執照。

原文會因規劃自 2013年度起獨立營運原視，相
關後續營運模式及規劃已由原文會成立「原住民

族電視台自主營運籌備工作小組」，並已初步完

成「原住民族電視台自主營運細部執行計畫（草

案）」。至於具體移撥時程、節目製播及人事規畫，

仍待立法院修訂相關法案並由原民會爭取獨立營

運所需之預算後才會更趨明朗。

除了申請原視衛星營運執照的變因，2012年因應
「數位電視元年」計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5
月份起，分階段依序關閉全國各地區類比電視訊

號，並全面改以無線數位訊號發射。但是原視自

開播以來，均未於地面數位無線廣播電視（DTT）
傳輸平台上架，主要是因為山區部落地形複雜，

不利偏鄉民眾採用地面無線廣播電視方式收視，

因此原視僅透過各有線廣播電視、寬頻網路電視

（MOD）、直播衛星廣播電視傳輸平台上架。

落實國際新聞合作機制

回顧 2012年，原視已正式將「世界原住民廣電
聯盟（The 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Network，WITBN）」主席任務交接給挪威薩米
電視台（NRK Sámi Radio）。由原視主導規劃的
「國際原住民網路新聞分享平台」業已於 2012年
7月啟用，提供部分會員每日上傳、下載即時新
聞，並免費由各會員依製播需求轉換各類國際原

住民新聞報導。目前參與的會員包括：台灣原視

（TITV）、挪威薩米電視、夏威夷 Oiwii TV、澳
洲 SBS（NITV）、加拿大 APTN、紐西蘭毛利電
視台（Māori TV）。

台長的話

未竟之路，猶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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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的營運績效方面，原視新聞部 Kolas及
Karo製作的「Sámi的傷口—反 Alta水庫專題」
入圍 2012年卓越新聞獎之國際新聞報導獎。
顯見透過WITBN新聞平台交流及國際新聞合
作機制，能突顯台灣原住民與國際原住民的命

運共同體本質、提升新聞議題的能見度。而在

2012年廣播電視金鐘獎，原視一共獲得 7項節
目及個人主持的入圍肯定，其中《科學小原子》

更贏得兒童少年節目獎。而在提升節目製作專

業及品質要求上，2012年原視節目與新聞製播
的收視研究調查，經上、下半年之統計調查，

上半年度獲得 87.46分，下半年度獲得 84.23
分。平均分數為 85.845分，已達 2012年度收
視指標 84分。

定位及預算問題待解決

立法院於 2012年 12月 24日內政民族委員會
第 21次全體委員會所做之決議：「⋯⋯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02年度預算凍結
三分之一，俟該基金會取得原住民族電視台執

照，並自 102年 7月 1日經營製播原住民電視
台後，始得動支。」

原視面對長期處於定位不明、預算來源常遭受

立法院凍結之情形，對於未來的獨立營運與督

導管理，是否能夠維持媒體自主、尊重專業的

精神，仍然需要各界共同關心。而公視基金會

基於協助落實原住民族專屬文化傳播媒體事業

的任務，除了維持原視節目正常製播，也需要

在新任董監事會組成後，盡速與原文會商議後

續委任契約及辦理電視台移撥等作業，以便維

持正常的營運製播現狀，而不致影響觀眾的收

視權益。

馬紹阿紀台長與薩米族
傳統帳篷 La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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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國百年過後的第一年，原視以全新氣象，

迎向新局，並以四個角度定位原視：以部

落之眼，追蹤監督政府與不法；以部落之耳，提

供原鄉完整政治資訊平台；以部落之心，溫情關

懷災後重建；更以部落之光，敲響金鐘。

無論在議題的詮釋、節目的製播，或是媒體的平台

與功能上，原視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建國百年之

後，原視回歸初心，在歷史激昂的洪流裡，堅定不

懈地保留台灣原住民部落文化，期許將耆老所珍惜

的傳統與美好，傳播全世界。

百年之後，原視如蝶蛹般，進行著一場美麗的蛻

變。

 四個新角度
「原」氣出發

年度焦點

部落之眼，追蹤監督

原鄉資訊傳播較城市缺乏，相關政府單位也難以

深入部落，因此原視定位為部落之眼，長期追蹤

與監督部落政策與不法情事，並為廣大族人伸張

正義。《每日新聞》擴大採訪南山神木遭盜伐事

件、曾文水庫抗議事件，並追蹤內政部計畫將山

坡地保育區原住民保留地，變更為森林區。另外，

《原住民新聞雜誌》針對土地BOT議題持續追蹤，
《原地發聲》更是在原住民盜伐新聞頻傳之際，

廣開討論大門，從原住民土地權益與傳統智慧角

度深入討論，並關注蘇花改、美麗灣的相關環境

與社會議題。

WITBC 2012 於薩米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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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落觀點看部落，從新聞報導到解讀，原視

都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並以媒體第四權力

量，替原鄉爭取權益，以及監督政策。

部落之耳，政見平台

長期以來部落分散各地，選舉資訊略感不足。

原視身為公益媒體平台，考量部落發展的前

提，必須先擁有充足資訊，才能選擇正確政策

執行者，因此決定化身部落之耳，由《原地發

聲》邀請第八屆山地鄉立法委員選舉的候選

人，進行電視辯論與政見陳述。原視並製作相

關選情分析，讓原鄉族人能夠掌握充足資訊。

除了提供最完整的山地鄉選情資訊，讓部落族

人在充分了解各方候選人政見下，選擇認同的

候選人；原視也善盡媒體的公益服務功能，提

供交流平台。

部落之心，關懷社會

多年來極端氣候的侵襲，原鄉深受其害。面對

柔腸寸斷的回家之路、被迫遷村的族群遷徙悲

歌，以及長期被社會忽略遺忘的傷痛，原視在

八八風災三週年，積極追蹤部落重建狀況。《每

日新聞》關注來吉村民爭取安遷 152林班地；
《原住民新聞雜誌》在 8月製作八八風災三
週年報導，從《部落的山搬走—我的土地就流

失》、《雕刻嘉蘭》、《積水路》、《尋找一

條回家的路》⋯⋯系列專題中，深入重建後的

部落，進行多層面議題探討。

另一方面，《原住民新聞雜誌》也特別針對部

落教育，製作《我家就是學校》、《在部落說

媽媽的話》⋯⋯相關主題。雖然角度各異，但

同樣傳達滿溢的關切。原視 24小時不間斷，傳
遞給部落溫情與關懷，並透過傳播力量，讓相

關單位重視原鄉聲音。

部落之光，閃耀金鐘

醞釀與堅持，讓原視在 2012年金鐘獎入圍 7
項大獎，最終更以《科學小原子》榮獲 2012
年兒童少年節目獎。對原視而言，這些皆源自

於部落深厚文化的支持，在未來，原視希望製

作更多精采深入的節目，努力朝部落之光的目

標前進。

《原住民新聞雜誌》報導原鄉農業轉型問題。

《科學小原子》榮獲金鐘獎肯定。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56

2012原視大事紀
年度焦點

01.04
接辦「第八屆原住民立委

選舉公辦政見會」。

01.18
南部新聞工作站正式啟

用。

01.21
《聲翻笑哈哈》過年特別

節目首播。

01.23
《暖暖迎新部落音樂

會》、《喇就放輕鬆春節

特輯》首播。

01.24
《不能遺忘的歌》、《蘭

嶼行醫記》、《部落的心

跳》、《黑潮的甜蜜故事》

節目，參加芬蘭原住民影

展，至 30日閉幕。

02.12
紀 實 報 導《mangawut 
da tao划船的人》首播。

02.16
《部落風》記者會，於

PIPE音樂空間舉行。

02.19
紀錄片《山上的風很香》

首播。

03.03
《部落星舞台》進行節目

首場試唱。

03.04 

《夢與飛船》、《Alang
媽媽的家庭的錄影帶》入

圍 2012第五屆台灣國際
兒童影展「台灣獎」。

03.24
2012年世界原住民廣電
大會開幕。台灣原視正式

將WITBN主席職務交接
給挪威薩米電視台，並於

Workshop討論音樂節目
合製與紀錄片交換事宜。

大會於 31日閉幕。

03.29
與清華大學合作，轉播

「第三屆原住民華碩科教

獎頒獎典禮」。

03.30
美食節目公開徵案，共收

到 10件企劃案。

04.23
行腳類節目《走！去部

落》首播。

04.26
《部落二人組》首播。

05.01
《部落星舞台》南區試唱

會，於高雄新光三越舉

行。《尋找原住民影像生

命力》首次徵案，共收到

17件作品。

05.05
《Music到天亮》第三季
首播 。

05.21
《八點怎麼能夠》首播。

05.28
新 聞 專 題 4 部 及 單 元
劇 1 部， 入 圍「 尼

泊爾國際原住民影展

（Nepal International 
I n d i g e n o u s  F i l m 
Festival,NIIFF）」， 其

中新聞專題《Alang媽媽
的家庭錄影帶》榮選為開

幕片。

05.31
原視生命影展《和漂流木

私奔》首播。

06.02
參與公視「迎接數位新紀

元—HiHD頻道」宜蘭巡
迴活動，宣傳人次約為

800人。

06.18
因應雙颱泰利、谷超，新

聞部進行颱風動員計畫，

將晚間新聞改為兩小時。

至 21日止。

06.25
與中央氣象局簽署「原鄉

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

擴大原鄉氣象服務。

06.27
《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

赴索羅門採訪第十一屆太

平洋藝術節。7月 17日
返台。

07.01
原視 7週年台慶。《部
落星舞台》增加『大專

原音社』的比賽單元。進

行《每日新聞》、《族語

午間新聞》鏡面改版作

業。WITBN新聞交換平
台 IPS系統正式啟用。新
聞部《VUVU的最後一片
土》入選WITBN原住民
新聞獎（2012 WIJA）最
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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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
「2012原視暑期實習
計劃」共招募 37名相
關系所學生。

07.12-07.15
原視參與「尼泊爾國際

原住民影展」，並正式

成為協辦單位。

07.28
《暑假就醬玩》宣傳活

動於台中舉行。

08.17
舉辦教育訓練課程「媒

體人看瘋狂達利」。

08.24
《暑假就醬玩－前進

sqoyaw（環山部落），
預備起！》首播。舉辦

教育訓練課程「當南鳥

民族遇上影像人類學－

說我們要說的故事」。

08.25
金鐘獎 7項入圍 。

09.01
《原住民新聞雜誌》專

題《捕魚在海邊》入圍

2012勞工金像獎。

09.19-09.21
參展「2012台北電視
節」。

09.21
《暑假就醬玩－巴卡路

耐的夏天》首播。

09.28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

件」首次徵案截止，共

收到 4件企劃案。

10.01
《族語新聞》節目鏡面

全面改版，以羅馬拼音

書寫呈現。舉辦「傳承

金鐘—電視夜間部」記

者會。8點帶狀節目《電
視夜間部》live首播。

10.03
美食節目《旅人廚房》

首播。

10.10
國慶日進行族語特別報

導。

10.12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汐止區樟樹國小。

10.16
參辦「金鐘獎入圍茶

會」。

10.23-10.25
協同蒙藏委員會帶領中

國大陸貴賓（2012中
國大陸少數民族系列電

影展導演、演員）前往

南投、屏東、台東等地，

進行部落參訪及文化交

流。

10.26
新聞部《Sámi的傷口—
反 Alta水庫事件》專題
節目，入圍第十一屆卓

越新聞獎。參與金鐘獎

頒獎典禮，協辦金鐘獎

慶功宴。《科學小原子》

榮獲2012年金鐘獎「兒
童少年節目獎」。

11.24
《唱原民歌說原民史》

首播。

11.26
轉播《第 19屆關懷盃
棒球賽》。

12月
原視提出尼泊爾影展

NIIFF合作案。

12.05
迷你劇集《山之歌》首

播。

12.09
原視生命劇展《新各的

旅途》首映記者會。

12.11
原視生命劇展《新各的

旅途》首播。

12.13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新店區北新國小。

12.14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新莊區丹鳳國小。

12.15
辦理「原視影視人才交

流座談會」。

12.18
《第 19屆關懷盃原住
民族躍 Hahay》首播。

12.19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蘆洲區仁愛國小。

12.20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汐止區秀峰國小。

12.21
《小原子部落行》進行

北區校園宣傳活動，前

往樹林區三多國小。

12.24
特別節目《Christmas
愛在詩歌》首播。

12.31
特別節目《隨，原迎新

晚會》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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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部落需求
強化族人參與

節目服務

新聞節目

製播選舉節目，強化部落氣象

2012年原視新聞部在同仁的努力下，完成多項重
大工作，首先是和中央選舉委員會合作，製播第 8
屆原住民立委選舉公辦政見會、總統及立委選舉

開票作業特別節目；也製作了部落廣場、雙颱特

別報導。此外，與中央氣象局簽署了原鄉氣象服

務合作意向書，以強化部落氣象資訊。主要內容

為：

1.55個原鄉氣象資料

(1)未來 48小時天氣預報：每 3小時逐時預報 7
項氣象因子（天氣狀況、溫度、風力、相對

濕度、降雨機率、舒適度等）。

(2)一週天氣預報：每 12小時逐時預報 6項氣象
因子（天氣狀況、最高溫、最低溫、相對濕

度、平均風風向風級、降雨機率）。

2.漁業氣象

3.災害性天氣警、特報

上述氣象資訊在《族語新聞》播出，呈現該族群

的部落氣象。另外，也在氣象專家俞川心的協助

下，提供精準的原鄉氣象預報。

2012年原視除了守望原鄉、提供新知外，也追蹤
了各項原住民重大議題，期望提供原住民觀眾更

開闊的新聞視野。為了延伸原視的新聞觸角，並

與部落公民記者合作，在重大議題和部落災害發

生時，提供快速和不同觀點的新聞內容。

WITBN 新聞交換平台 IPS 系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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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每日新聞

《原視每日新聞》提供最新、最快的國內重大

新聞、原住民相關新聞，以及國際原住民族最

新動態，以達到告知和守望援助的責任。

採訪主題、對象、地點以原住民族為主，編輯

原則以原住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勞工、產

業新聞為前段重點，民生消費、影劇體育新聞

為後段重點。

原視不但與氣象局簽署氣象報導合作備忘錄，

提供民眾最詳盡的氣象資訊，同時與俞川心氣

象工作室合作，由氣象主播 Laway以及 Abus播
報最直接、完整的氣象防災、地震訊息。

除了台北新聞中心，原鄉也規劃了駐地記者，

分布於花蓮、東海岸、蘭嶼、高雄、南投等，

並成立東部新聞中心（台東）及屏東新聞工作

站，在有限的資源下將新聞觸角延伸到原鄉部

落，傾聽部落的聲音。

為確保原住民部落觀眾收視新聞節目的品質與

訊息正確性，原視除了加強內部教育訓練及把

關機制，外部也持續推廣「部落公民記者的培

訓、參與專題製播」。另外，並加強與新聞傳

播學者、專家、媒體觀察基金會等的聯繫，定

期針對原視新聞內容進行「評估、討論」，以

提升報導的品質。

面對數位媒體時代來臨，部落公民意識日漸提

升，作為台灣原住民族唯一的媒體發聲管道，

原視亦將努力提升媒體公共服務責任和建構新

聞公眾問責機制。

■族語新聞

《族語新聞》為全族語製播的新聞節目，讓習

慣聽、說原住民族語的觀眾，與當日最新的新

聞資訊接軌。同時，各族語主播藉此推廣族語

的學習與運用，並強調文化解析的能力。各節

《族語新聞》時段以全族語發音，播報最新時

事、民生資訊、部落訊息、語言文化學習等內

容，為原視新聞部突顯原住民族主體的重要指

標。2012年節目改版鏡面上，字幕以羅馬拼音
與中文並列，未來將進一步置入各族族語書寫

符號。

1.以各族群觀點解讀新聞時事。

2.節目型態多元，不定期邀請具有聲望、文化
素養或學有專長的原住民族代表受訪。

3.各族群主播身兼企劃及記者，規劃土地、文
化、祭儀等多面向議題，到部落採訪，並為

重要文化活動如各族祭儀、活動、部落故事、

人物、權益議題等，記錄影音。

4.發掘部落族語人才參與節目，展現其文化內
涵，傳達在地部落觀點，並鼓勵參與傳播事

務。

除新聞時事之外，並設計豐富單元呈現各種面

向，單元包括：『一周大事紀』、『一周部落

頭條』、『部落瞭望台』、『部落看天下』、『長

者的話』、『部落有故事』、『拯救語言系列

報導』、『部落音符』、『氣象天空的心情』、

『讀報』、『部落事祭』、『部落信息報』、『部

落信息報』、『山海智慧』、『我們的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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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新聞雜誌

《原住民新聞雜誌》為新聞專題型態，針對台灣

原住民相關的事件，以具主體的觀點整理與再現。

在專題報導中，深度呈現各個面向，並包含多元

觀點的寬容與視野，提供反省與思考。

節目主要訴求為：從原住民的觀點看台灣、原住

民的觀點看世界；為原住民社會發揮守望與告知

的功能。

節目特色如下：

1.以原住民觀點，關注國內原住民族社會政治、
經濟發展、環境變遷，以及教育、文化議題。

2.每兩個月製播主題月，強化專題結構與深度，
是全面關照的新聞平台。

3.為落實媒體近用權理念，密切與部落影像工作
者合作，包括長期記錄部落的在地影像工作者

平台「IN 部落」，以充實節目內容。

■原地發聲

台灣社會熱中談話性節目，尤以政論節目收視率

最高，對政治（特別是選舉）事務的影響力，也

讓研究電視傳播的專家跌破眼鏡。

許多研究指出，台灣政論節目受觀眾歡迎的原因，

除了藍綠對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使然，政論

節目的主持人和所謂的「名嘴」，提供新聞事件

的意見評析和觀察，也「代替」觀眾抒發對政局

及政治人物的不滿和失落感，讓民眾從中獲得共

鳴、發洩情緒。

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藍綠對立、高度熱中選舉，

在原住民社會如何呈現？是否政論節目就會有很

多的聲音和討論，一定有藍綠、黨派之分？原視

存在的公共價值，在於傳遞原住民社會的脈動和

訊息、宣揚原住民文化深度之美、傳承原住民族

文化語言，因此沒有「藍綠爭執」、「爆料炒作」

的紛擾，只討論重要及攸關原住民福祉的公共議

題，盡可能的針對內涵，將議題「解釋清楚」，

以提供知的訊息。

《原地發聲》目標觀眾為一般收視戶及原住民族

群。節目提供一個平台，讓關心原住民社會議題

的觀眾朋友相互交流。

談話性節目通常透過訪問、對談、討論、辯論等

方式，蒐集所設定主題的相關意見；由於兼具深

入探討議題與意見交流的特色，有助於問題的提

出與釐清，特別是在攸關社會大眾及公共事務的

議題時，容易引起廣泛討論。

新聞論壇性節目，透過現場來賓討論及觀眾 call 

in，讓議題雙向互動，並因觀眾的意見交流，達到
討論效果。《原地發聲》除了政策討論，還包含

人文教育、衛生醫療等，只要和部落相關的話題，

均能廣泛討論。節目邀請官員、當地基層行政人

員、專家學者、部落代表一起座談，摒除台北看

部落的單一視野，呈現在地觀點。

節目服務

走訪部落進行深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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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節目

《原視生命劇展》表現精彩

■新各的旅途

年度大戲《新各的旅途》播出後，得到熱烈回

響。阿美族男子新各，60年前遭國民政府誘騙
至對岸打國共。不料，不久後又被國共俘虜打

日本。戰後，滯留在大陸幾十年回不了故鄉。

再回首，故鄉人事已非。真人真事搬上螢幕，

是一段不能遺忘的史詩。

■和漂流木私奔

許多從事藝術工作的族人，都是自己摸索出來

的天生好手。他們傳承族人特有的圖騰，創作

出美麗的藝品。劇中的男主角是排灣族裝置藝

術家，在歷經愛情的挫敗、創作低潮期後，

作品開始受到矚目。可惜，竟在尋找藝品素

材——漂流木的時候，不慎跌落海裡身亡⋯⋯

和漂流木私奔

透過節目平台，理性討論部落相關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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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藝文節目

特別節目帶來歡樂，帶狀節目提供資訊

原視除了常態性音樂節目，2012年共製作三個節
慶性的音樂節目，與部落族人共度。《部落暖暖

音樂會》迎新春，製作團隊至全台各災區部落，

送音樂與歡樂慰問，祝賀新年平安。《Christmas
愛在詩歌》慶聖誕，族人多數信奉基督教，以教

會為單位邀請族人至棚內錄影獻唱。《隨，原迎

新晚會》送舊迎新，邀請年度最紅、最優的原住

民藝人或各領域達人表演，以及分享年度豐收。

生活資訊節目方面，帶狀節目《8點怎麼能夠》、
《電視夜間部》提供資訊平台，平衡城鄉資訊距

離。塊狀節目中，文化教育性質的《部落二人組》，

由兩位男主持人吳軍與林文，以傳統換工精神到

各部落勞動服務。報導部落產業的《部落風》、《錢

進部落》和《旅人廚房》，不僅促進產業發展也

能帶動部落觀光事業。

轉播節目部分，原視長期關懷原住民棒球發展，

年年轉播「關懷盃棒球錦標賽」，2012年共轉播
13場。

節目服務

部落二人組

旅人廚房主持人 馬修連恩

部落風

電視夜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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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

由原住民影像工作者執導

紀錄片與原住民影像工作者合作，追求細膩與

質感。《Mangawut da tao划船的人》由雅美族
攝影兼導演張也海執導，記錄雅美族造大船的

過程與文化，並刻畫乘大船出海的心靈歷程。

《山上的風很香》由排灣族攝影兼導演伊誕．

巴瓦瓦隆執導，傳達原住民族人特有的生命韌

性與樂觀精神。透過耆老的話語、眼神和價值

觀，彰顯家園核心靈魂，以及重建家園的夢想

和力量。

另外，開闢「原住民影像生命力」做為平台，

募集原住民素人導演作品，再經過節目團隊後

製處理。每支片子深耕部落、深入記錄，不但

提供影像工作者發表的園地，也豐富了原視頻

道的視野與觀點。

兒少節目 

多元學習，金鐘肯定

原視兒童節目內容多元且精彩，紛紛嶄露頭角

受肯定。《Lokah巴勇》主持人呂蕙雯、薛紀
綱入圍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科學

小原子》道武司入圍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主持

人獎，節目更榮獲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獎。這

個節目從原住民傳統文化剖析現代科學，不論

是創意、資訊、教育意涵都相當豐富，因此受

到各教育單位的青睞，納為教材。

左圖：划船的人

右上：好節目喜獲金鐘獎肯定， 
慶功宴上笑逐顏開。

右下：LOKAH 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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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節目比例分析
節目服務

原
視作為族群電視台，要匯集 14族群的語言，
並以全族語製播節目，有實務面的難度。

但語言不僅僅是語言，更蘊含著文化的內涵及深

度，因此原視依然積極的朝目標及期望邁進。雖

說有志者事竟成，但語言的保存與學習，不止需

要「志」及「認同」，也需要「環境」的推波助瀾；

而作為大眾媒體，原視能提供的即是「環境」。

原視數年來，始終沒有忘記這樣的責任及核心精

神。

2012年原視節目，以首播時數計算，不計重播
頻率，全年製播目標 2,265小時，實際完成製播
時數 2,289小時。扣除原視新聞（每日午、晚間
華語新聞）時數 635.5小時，節目製播總時數為
1,653.5小時。當中族語時數共計 875.6小時，佔
52.95%。以新製來看，佔全比例的 84.06%，其中
以原視新聞及族語新聞節目為主要時數來源。

新製節目類型（以小時計）

節目類型 時數

紀錄片 2.0        
生活資訊 /服務 212.5    
教學文化 32.0       
戲劇 7.0        
音樂 /綜藝 100.5    
談話 /其他 24.0       
新聞 1,546.0     

重製 /購片節目類型（以小時計）
重製 購片

紀錄片 0 65.0
生活資訊 /服務 24.0 52.0
教育文化 143.5 13.5
戲劇 0 8.0
音樂 /綜藝 11.0 0
談話 /其他 0 48.0
新聞 0 0

族語節目時數比（以小時計）

族語節目類型 時數 比例

紀錄片 4.5小時 0.27%
生活資訊 /服務 31.4小時 1.90%
教學文化 8.1小時 0.49%
戲劇 2.4小時 0.15%
音樂 /綜藝 42.5小時 2.57%
談話 /其他 6.2小時 0.37%
新聞類節目 780.5小時 47.20%
總計 875.6小時 52.95%

新製，1,924 小時，84.06%

  原視新聞 635.5小時  27.76%

  族語新聞節目 780.5小時  34.09%

  新聞時事節目 130小時  5.69%

  原視節目 378小時  16.52%

節目來源比例 (新製 /重製 /購片首播時數 2289小時 )

重製 /購片，365小時，15.94%

  原籍購片節目 16小時  0.70%

  一般節目 170小時  7.42%

  重製節目 179小時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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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獎項

媒體觀察基金會評鑑

第 1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科學小原子（4顆星）；原住民新聞雜誌（4顆星）
第 2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Lokah巴勇（4.5顆星）；Music到天亮（4顆星）；部落二人
組（4顆星）；錢進部落（4顆星）；部落星舞台（4顆星）；部落風（4顆星）；原住民新聞雜誌（4顆星）
下半年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Lokah巴勇（4.5顆星）；Music到天亮（4顆星）；部落二人組（4.5
顆星）；電視夜間部（4顆星）；旅人廚房（4.5顆星）；部落星舞台（4顆星）；部落風（4.5顆星）；原
住民新聞雜誌（4.5顆星）；原地發聲（4顆星）

電視金鐘獎入圍

教育文化節目獎  部落行腳
兒童少年節目獎  科學小原子
行腳節目獎  走！去部落
綜合節目獎  喇就放輕鬆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Lokah巴勇（呂蕙雯、薛紀綱）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科學小原子（道武司）
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喇就放輕鬆（巴佑．阿明 (江楓杰 )、巴奈，葛六）

電視金鐘獎得獎

兒童少年節目獎  科學小原子

卓越新聞獎入圍

國際新聞報導獎  Sámi的傷口—反 Alta水庫事件

勞工金像獎入圍

原住民新聞雜誌專題  捕魚在海邊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入圍

台灣獎  夢與飛船
台灣獎  Alang媽媽的家庭的錄影帶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全國巡迴

受邀參展  Lokah巴勇—天然遊戲寶藏
受邀參展  查馬克的飛行吐司
受邀參展  夢與飛船
受邀參展  Alang媽媽的家庭的錄影帶

國內外得獎紀錄

節目服務

夢與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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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獎項

芬蘭原住民影展入圍

不能遺忘的歌

蘭嶼行醫記

部落的心跳

黑潮的甜蜜故事

尼泊爾國際原住民影展入圍

蘭嶼行醫記

看不見的社會運動

為 Sra而跳
陪伴，走的是誰的路？ 
Alang媽媽的家庭的錄影帶

WITBN原住民新聞 （2012 WIJA）

最佳影片  VUVU的最後一片土

節目服務

Alang媽媽的家庭的錄影帶

看不見的社會運動

黑潮的甜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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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服務緊追潮流
納入手機應用服務

因
應行動閱讀成為時代潮流，原視新聞與

節目訊息傳播，正式從電視躍進 APP行
動閱讀。人們可以不受時空環境限制，利用智

慧型手機隨時隨地接收原視資訊，又輕又酷的

數位行動網路改變了電視媒體，也拉近了原鄉

部落的距離。

現代生活中，越來越多人擁有智慧型手機與行

動網路，它們已經成為大眾生活的必備元素，

手機應用服務更是重要媒介。

原視網站不斷創新求變，因應 APP數位媒體服
務與溝通趨勢，發展網站資料庫網頁與行動內

容的匯流架構，定期更新節目及新聞影音、圖、

文，方便行動閱讀人口快速得知原視豐富優質

的節目，開創原視行動收視新契機。

當原視 TITV App被下載之後，與觀眾族人的
互動更便捷，可望加速原住民文化推廣與部落

新聞露出，也更能抓緊願意下載程式的高忠誠

度觀眾。這些成效，將會提升原視數位服務力

的形象，發展出更強大的節目宣傳效益。

原視新聞網部分，持續提供即時收看線上影音

功能，而針對新聞網站著重的在地聲音與在地

觀點報導，閱聽眾可以直接在網站上發表觀點。

這種設計創造了迴響效果，豐富原視新聞網站

的內容，並壯大傳播效益。

另外，族語新聞網有各族語系的拼音，以利學

生、族人或欲學習族語的閱聽眾，藉由族語新

聞網站摸索學習。這也可增進閱聽大眾對族語

公眾服務

2012年原視網站觸達率

月份 瀏覽網頁

1月 345,933
2月 305,628
3月 357,736
4月 346,673
5月 351,100
6月 337,367
7月 338,087
8月 365,969
9月 361,830

10月 409,676
11月 477,733
12月 536,873

新聞的認識，突顯族語書寫系統的被使用與認

同。目前族語網頁的設計，以族語拼音書寫呈

現為主、中文為輔，成為該網站的特色。

原視將持續提升網站數位服務力，讓原視網站

的實用性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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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詢問原視活動
4倍成長

公眾服務

2 012年度觀眾服務總量為 1,140人次，意見來
源仍以客服接聽、電子郵件兩項服務為主。

為方便觀眾諮詢，在每日新聞及各節目結束時，

皆以字幕呈現原視網頁訊息及諮詢電話，並由專

職客服人員進行細膩的分眾服務。

2012的觀眾意見服務類別，「節目內容」最高共
440件，佔 38.6%，其中詢問《電視夜間部》、《部
落星舞台》、《旅人廚房》及《原住民族新聞雜

誌》、《每日新聞》居多。《電視夜間部》、《部

落星舞台》、《旅人廚房》屬於產業、休閒、美

食及娛樂類型節目，內容較大眾化，不論是原鄉

或是都會區民眾，詢問度頗高。《原住民族新聞

雜誌》及《每日新聞》扮演都會區及原鄉相關資

訊平台，越來越受到民眾的重視與關注。

其次為「原視活動」及「其他服務」，前者共 133
件，佔 11.67%，有關試場會、徵選會、部落放映
會等皆屬於「原視活動」範疇；後者「其他服務」

共 137件，佔 12.02%，凡是公益廣告託播、藝人
經紀通告、活動邀約及與原視節目無相關問題皆

歸於此項。「播出時間」的詢問共 90件，佔 7.9%；
「新聞訊息」80件，佔 7.02%，主要為民眾來電
提供原鄉消息，或是民間團體、政府單位的媒體

邀約採訪等。

觀眾意見來源

意見來源 件數 比例

客服接聽 931 81.67%

電子郵件 209 18.33%

總計 1,140 100%

客服接聽  

81.67%

電子郵件

18.33% 



69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
住
民
族
電
視
台
年
度
報
告

進一步分析，2012年「節目內容」的詢問度略
高於 2011年，「原視活動」的詢問度成長了
四倍之多。觀眾對於原視的節目及其相關活動

等，顯示出了較高的興趣度及參與程度。「網

站資訊」的詢問度降低至 2011年的一半，突顯
了原視網站提高充實度、及時性及便利性的資

訊，落實了服務原鄉和縮短城鄉距離的目標。

2012年度的觀眾意見服務屬性，仍以「詢問」
最多，共 949件，佔 83.25%，詢問率較多為節
目及新聞等內容；其次為「建議」，共 68件，
佔 5.97%，觀眾會針對新聞或節目內容來電提
供建議；「確認」共 25件，佔 2.19%；「抱怨」
共 25件，佔 2.19%。

觀眾意見服務類別

問題類別 件數 比例

播出時間 90 7.9%

節目內容 440 38.6%

節目排檔 15 1.31%

原視資訊 31 2.71%

網站資訊 38 3.33%

新聞訊息 80 7.02%

活動訊息 41 3.6%

視聽產品 38 3.33%

索取畫面 34 2.98%

原視活動 133 11.67%

教育訓練 16 1.4%

收視推廣 6 0.53%

收視問題 41 3.6%

其他服務 137 12.02%

總計 1,140 100%

觀眾意見服務性質

問題性質 件數 比例

詢問 949 83.25%
讚美 20 1.75%
支持 16 1.4%
建議 68 5.97%
批評 12 1.05%
抱怨 25 2.19%
確認 25 2.19%
更改 3 0.26%
索取 22 1.94%
總計 1,140 100%

節目內容

38.6%

播出時間
7.9%

原視活動
11.67%

其他服務
12.02%

新聞訊息
7.02%

網站資訊 3.33%

收視問題 3.6%
收視推廣 
0.53%
教育訓練
1.4%

索取畫面
2.98%
視聽產品
3.33%
活動訊息 3.6%

原視資訊 2.71%
節目排檔 1.31%

詢問  

83.25%

更改 0.26%
索取 1.94%

讚美 1.75%
支持 1.4%
建議 5.97%

批評 1.05%

抱怨 2.19%
確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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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服務以客為尊
彈性規劃

公眾服務

藉
由參訪，族人或其他朋友可以了解原視現階

段的發展，也能夠零距離與原視對話。對原

視而言，則能從各式回應中汲取意見，能夠做出

更符合部落及社會期待的優質節目。

原視參訪服務的規劃，流程如下：

■參觀原視：原視簡介、各部門業務性質、製播

流程與環境、設備導覽等。

透過專人導覽介紹，讓族人朋友明白原視的結構、

專業的製播流程，以及節目製作的方向，也藉此

形塑原視的專業形象。

■意見交流：座談會、節目宣傳、趣味問答。

針對參訪者的屬性，彈性規劃參訪內容，讓參訪

活動真正發揮宣傳效果。甚至，也可安排原視主

管、製作人、編導、製作單位與參訪團體進行座

談，讓意見毫無隔閡的交流。另外，也透過各種

形式的宣傳活動，讓國內外各大媒體，以及不同

年齡層、種族的觀眾，了解原視的營運及節目製

作。

參訪服務也受理學校單位的校外教學申請。學生

實地參觀原視，可以了解新聞與節目的製播過程，

也能深入認識原視設立的理念、核心精神，以及

服務範疇。對學生來說，這是兼具教育與趣味的

體驗課程。

戶外服務的部分，原視配合節目宣傳及各項大型

原住民文化活動，傳達原視的理念、介紹原視的

節目。透過開放式、面對面溝通，讓現場族人與

觀眾了解原視的作為、能為族人提供哪些服務等

等；另一方面，透過部落首映會、部落記者會、

研討會的方式，讓部落族人真正看見原視的用心，

落實與部落的接軌與交流。

2012年參訪人數類型統計

項次 類型 人數 團體數

1 幼兒園 310 3

2 國小 30 1

3 國中 0 0

4 高中 42 1

5 專科院校 338 9

6 一般團體 176 2

7 國際團體 113 11

總計 1,009 27
上圖：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參訪原視。

下圖：南投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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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實習計畫
尊重多元文化

公眾服務

原
視辦理暑期實習計劃為每年慣例，對於

原視及受訓學生，同時建立了內在與外

在價值。作為族群電視台，原視擁有富饒原民

文化，並昇華為一種精神。此精神貫穿了實習

計劃的三大核心：宗旨、對象及實習內容，使

得學生及原視能在過程中互相學習、互相發

掘。此計劃分為 7、8月兩個梯次，累計 37人
次參與。

原視不僅希望藉由暑期實習計劃來延續「傳

承」的精神，更以相互激勵與輔導的角度來落

實原視的經營理念——「尊重多元，部落優先，

專業自主」。實習資格不限制科系，舉凡對媒

體工作、紀錄片、新聞製作及節目製作有興趣

者，均可報名參加。2012年的學員比例，原漢
各近半，除了阿美族、泰雅族、賽德克族、排

灣族、卑南族、布農族及漢族外，也有來自澳

門及馬來西亞的學生。科系背景更橫跨大眾傳

播、廣播電視、資訊傳播、語言傳播、政治、

廣告、語文創作、數位設計⋯⋯，專長相當多

元。

實習內容分為三大主軸：製播流程參與、專題

演講及實習成果專題。實習期間，由原視資深

同仁以前輩身份，帶領學員製作學習，並分享

個人經驗。每週五安排新聞寫作、族語播報、

紀錄片製作、行銷及剪輯攝影等課程，也將文

化的特殊性納為演講主軸。除了常態的實習及

課程，學員需在結業時提出實習成果專題。先

由學員與小老師討論專題方向及題目，依照學

生志向及實習部門屬性提出報告。2012年度的
專題成果囊括「專題報導」、「頻道包裝短片」、

「節目企劃案」、「節目宣傳短片」、「紀錄

片」、「行銷活動企劃案」、「頻道形象禮贈

品企劃案」等，類型多樣。成果發表時，由原

視主管擔任評審，並給予學員具體的建議及鼓

勵。

兩個月的實習課程，不只學員成長，原視同樣

受益。原視面對來自不同族群、國家的人，自

我提醒身為容納 14族群的電視台，不僅應該尊
重原住民族群，亦應尊重不同族群及背景的人

事物。對學員而言，原視的文化特殊性讓大家

深切體會，面對多元文化需具備尊重態度及細

膩精神。

2012年度暑期實習計劃錄取人數表
類別 人數 　　分項 人數

漢族 18 國別

台灣 14
澳門 1
馬來西亞 3

台灣原住民族 19 族別

泰雅族 1
賽德克族 1
排灣族 6
阿美族 9
布農族 2

共計 (人 ) 37

實習部門錄用人數

部門 人數

節目部 14

新聞部 18

企劃行銷部 5

共計 (人 ) 37

小組學員進行攝影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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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世界
持續拓展國際交流平台

年度行政

2 012年 3月，原視正式將世界原住民廣電聯盟
（WITBN）主席職務交接給挪威薩米電視台。

來自全球各地的WITBN會員、國際媒體人士、學
者專家齊聚在北極圈的 Kautokeino市，見證二年
一度的原住民廣電大會開幕典禮與主席交接儀式。

為展現台灣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原視特地邀請台

東卑南族建和部落的哈古頭目夫婦加入本次會議

參訪團，擔任主席交接儀式的監交人。哈古頭目

全程以卑南族語祈福，並透過卑南族男子的成年

禮儀，進行棒打原視馬紹台長臀部、佩掛臀鈴等

儀式，緊接著在全場人士的注目下，由挪威薩米

電視台台長 Nils Johan Heatta上前接受同樣的儀
式。當哈古頭目重重揮下手中棍棒，擊打薩米電

視台台長的臀部時，現場響起了一片文化融合的

驚嘆與歡笑聲，而WITBN主席職務就此交接給
挪威薩米電視台。

2012WITBN 原住民新聞獎 (WIJA)頒獎典禮，原視新聞專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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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尼泊爾國際原住民影展

另一方面，由原視主責的「新聞分享平台建置

計畫」，經由WITBN執行委員會確認架構與
進度後，已於同年 7月正式運作，目前共有 6
個國家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參與計畫。而由紐西

蘭毛利電視台主責的新聞專題報導節目合製計

畫「Indigenous Insight」，原視持續參與，並簽
署年度合作備忘錄。為了進一步確保WITBN
組織的穩定與長遠發展，執行委員會亦通過同

意案，委由紐西蘭毛利電視台就「WITBN常
設秘書處規劃案」提出籌備企劃，並於同年 10
月的執行委員會討論。

除了持續WITBN組織的合作交流，原視自
2012年起，也正式成為尼泊爾國際原住民影展
（Nepal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Film Festival，
NIIFF）的協辦單位。尼泊爾國際原住民影展
於 2006年登場，主辦單位為尼泊爾當地的非
營利組織 The Indigenous Film Archive（IFA），
至 2012年已進入第 6屆。

在「連結部落、引領國際」的年度營運目標中，

原視期望建構南島民族影像的連結平台，積極

參與國際影展，並透過合作舉辦影展的方式汲

取經驗。IFA的會員來自全球各地，包含原住
民影像導演、新聞工作者、藝術家、演員、社

會學者，且均懷抱為原住民族延續與推展語言

文化、技藝、知識與智慧的夢想，此與原視成

立的目的、營運目標、發展相當契合。

4專題 1影片入圍

2012年尼泊爾影展，原視新聞部入圍 4個新聞
專題，節目部入圍 1部影片。在影展舉辦的期
間（7月12日至15日），原視派出新聞部經理、
採訪記者、入圍製作人，共 4位代表出席。原
視除了正式參與協辦，IFA還舉辦原視影片特
別放映場及原視影像交流工作坊。

為持續拓展國際交流平台，原視提出尼泊爾影

展合作案，並於同年 12月邀請 IFA董事會主
席Mr. Nabin Subba來台討論合作細節。會後決
議，原視將繼續協辦 2013的 NIIFF，IFA並將
與原視合作舉辦「NIIFF in Taiwan」電視影展。
另一方面，原視將授權，同意 IFA在尼泊爾加
德滿都及其他 11個城市播映原視入選影片。以
上合作事項，均由雙方主管機關確認並簽署合

作備忘錄，為原視國際合作交流樹立新的里程

碑。

入圍 NI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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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行銷模式
擴大宣傳效應

年度行政

2 012年原視針對整合行銷區塊，運用了不同的
媒介與工具，除了傳統的宣傳方式，更擴大網

路應用，希望訊息能夠傳遞到每一個角落。另一考

量為網路乃時下年輕人習慣接觸的媒體，較易吸引

部落年輕族群參與原視活動。

國際行銷 

原視希冀跨出國界，積極連結國際原住民媒體，

2012年投入大量心力，建構國際原住民新聞整合
性平台。這也是全世界第一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

的新聞資源分享平台，不但讓原視新聞更具備國

際視野，也使台灣原視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大增。

除此之外，原視更與 IFA商討長期合作計畫，雙
方達成各項合作協定，預計於 2013年共同舉辦尼
泊爾影展，而原視更授權 IFA於尼泊爾各大城播
放原視參展影片。透過這些合作計畫，可望積極

傳遞台灣原住民文化與原視創作能量。

活動行銷

為了打開原視節目的知名度，2012年活動行銷從
不同角度切入，再加上 2012年原視節目入圍 7項
金鐘獎，更有益於各項規劃。

2012年配合節目的宣傳活動包括「部落風記者暨
造勢活動」、「部落星舞臺節目南區試唱會」、「傳

承‧金鐘。電視夜間部夜晚記者會」，利用活動

展現原視節目的創新與活力。此外，積極參與「台

北電視節」、「公視 HIHD高畫質電視暨無線數
位轉換推廣活動」，更在金鐘榮耀的 10月協辦公
廣集團「金鐘入圍茶會暨頒獎典禮」，爭取曝光

機會。

跨媒體宣傳

因應潮流，善用跨媒體宣傳：

■網路贈票活動利用網路進行「原住民族

電視台—角頭音樂—推廣原住民文化公益贈票活

動」，透過原視官網與節目部 FB粉絲專頁，以網
路問答的方式與觀眾進行互動，並贈送角頭音樂

劇票，提高觀眾興趣。

■網路節目宣傳《Music到天亮》為年輕化的

部落音樂節目，主要收視群是青少年，因此特別利

用年輕人習慣的傳遞媒體——網路及手機廣告，作

為宣傳的主要媒介。網路傳遞十分快速，可讓節目

訊息大量曝光。

■平面媒體宣傳「Lokah巴勇新一季節目行

銷宣傳案」考量到節目收視族群，強調兒童學習

區塊，因此運用平面媒體作為宣傳工具，包括：

在教學性報紙刊登廣告，在親子共讀的月刊做平

面宣傳。

商品、贈品與文宣開發

透過富有設計感的贈品來傳達原視精神，並考量實

用性。成果包括：針對 14 族意象設計系列圖騰，
運用於書籤、酷卡與海報上；為《Lokah 巴勇》量
身訂做文具組、作業本與貼紙。

原視萬用筆記本



75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
住
民
族
電
視
台
年
度
報
告

2012年重要行銷宣傳效益量化分析
項目 內容 季別 量化效益 累計 單位

活動行銷

觸達人數

WITBN  - - -

人次
節目宣傳活動

部落風造勢記者會 80

2,047

部落星舞台節目南區試唱會 100
原住民族電視台－角頭音樂－

推廣原住民文化公益贈票活動
217

傳承．金鐘。電視夜間部夜晚記者會 50
公視 HIHD高畫質電視暨無線數位轉換推廣活動 800
2012年台北電視節．原視參展活動 100
2012年年金鐘入圍茶會暨頒獎典禮．原視協辦活動 700

公共服務、

客戶服務人次

電話客服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20
334
226
176

2,231 人次
網路客服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36
65
46
82

參訪服務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30
410
296
273

暑期實習 7月 -8月 37

原視網站累積瀏覽網頁數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009,297
1,035,140
1,065,886

887,409

3,997,732 Page 
view

跨媒體傳

觸達人次

原視電子報累計發行數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96,360
92,190
92,190
92,166

372,906

份

《公視之友》月刊發行量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61,020
61,500
61,940
62,400

246,860

衍生商品、

贈品

贈品

Lokah巴勇 -文具組
Lokah巴勇 -貼紙
Lokah巴勇 -國語、數學作業簿
部落星舞台 -識別證帶
部落星舞台 -T-shirt
Go Indigenous POLO衫
Go Indigenous 萬用記事本

500
3,000
2,000

300
150
440

2,000

14,509 份

文宣品

部落風記者會 背板
部落星舞台試唱會 帆布背板
節目簡介 DM
形象海報 -14族
形象海報 -原視理念
形象海報 -原視七週年
形象海報 -協辦 NIIFF
形象背板 -入圍 NIIFF
電視夜間部記者會 背板
Music到天亮 酷卡
Music到天亮 海報
原視形象紙袋

過年宣傳紅包袋

2
1

1,000
2
2
6
2
2
2

1,000
1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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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研究五大主軸
提供改進參考

年度行政

2 012年研究調查包含五大主軸，分別為原住民
觀眾節目收視研究、原住民觀眾對原視節目

收視意見調查、一般節目專家評鑑、新聞節目公

眾問責、重點節目收視意見前測。

日誌法藉由生活日誌及收視日誌兩部分，了解族

人每日的收視率及日常生活作息情形。重點節目

係針對原住民觀眾收看原視重要節目的心得，進

行意見調查。專家評鑑是邀請 15位原住民籍、影
視或通曉族語的專家學者，參與評量。焦點座談

邀請學者、公民團體、12位以上的部落代表，針
對原視新聞或新聞性節目進行討論。重點節目前

測，是在新製節目播出前，邀請目標觀眾參與研

究調查。

2012年度的研究目的包括：了解原視收視人口的
數量；對各類節目進行觀眾與專家雙角度的評價；

蒐集並比較專家與原民觀眾對節目製作與內容的

評價與建議，以利日後導入節目產製流程及內容

編排；建構「新聞節目公眾問責構面與指標」；

比較各年度資料，提供原視節目規畫及製作的參

考。

原民收視狀況

日誌法的調查結果，平均每位原住民的每日收視

時數，上半年為 2.15小時（其中約 33分鐘收看
原視）、下半年 2.27小時（其中約 42分鐘收看
原視）。

一 天 中，19:01 ∼ 22:00（49.32% ∼ 55.98%）
是原住民家庭開機率最高的黃金時段，下午

18:01~19:00與 22:01~23:00則是次高峰時段，約
有四成開機率。

以原住民個人來看，開機率最高峰的時段皆是

19:01∼ 20:00（上、下開機率分別為 11.10%、
11.93%）。2012年度的調查發現，原民收視時間
較去年略為提升，而黃金時段則維持不變。

節目接觸狀況及滿意度

原視整體表現的滿意度，上半年調查結果為 87.46
分，下半年為 84.23分。

原視各季滿意度平均分數

2010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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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的 8大類型節目，以「新聞時事類」、
「生活資訊服務類」及「綜藝表演藝術類」接

觸比例較高。若從上、下半年兩次調查中，參

與者收看的節目類型來看，上半年「新聞時事

類」（97.0%）接觸度最高，而下半年則以「生
活資訊服務類」（96.0%）接觸比例最高。

大部分節目的喜愛度都在九成以上，滿意度則

多逾八成。《Ina的廚房》上、下半年滿意度
分別為 90.36分、89.95分；《Music到天亮》上、
下半年滿意度分別為 87.71分、88.03分；《飄
搖的竹林》上、下半年滿意度分別為 88.28分、
87.73分；《魅力台灣樂活誌》上半年滿意度
90.53分；《蘭嶼行醫記》上半年滿意度 88.59
分；《誰來晚餐》上半年滿意度 88.27分；《夢
與飛船（精華版）》上半年滿意度 88.26分；《冰
點》上半年滿意度 88.09分；《回家》下半年
滿意度 88.31分。這張成績單包括了 4個戲劇
節目，可見 2012年播出的戲劇頗受族人好評。

重點節目的評價與建議

對於以一般族人為目標觀眾群的 7個節目（包
含原視晚間新聞、族語新聞、部落星舞台、划

船的人、部落風、Music到天亮、部落二人組），
原住民觀眾多給予 7分以上的評量。特別是頻

各類型節目接觸度

上半年度 下半年度

收看人數 接觸度 (%) 收看人數 接觸度 (%)

新聞時事類節目 160 97.0 164 94.8

紀錄片類節目 149 90.3 141 81.5

綜藝表演藝術類節目 155 93.9 162 93.6

生活資訊服務類節目 158 95.8 166 96.0

學習類節目 103 62.4 121 69.9

戲劇類節目 97 58.8 96 55.5

族群文化類節目 87 52.7 61 35.3

體育類節目 33 20.0 － －

註：「－」表示該年度未調查該類型節目。

道表現方面的項目（節目能幫助族人重視自己

文化、節目讓我覺得身為族人感到驕傲），觀

眾多給予 8分以上的高度肯定，亦獲得專家學
者的好評。

以兒童為目標觀眾群的《科學小原子》除獲得

多數小朋友 8分以上的評量外，學校的族語老
師、與談的專家學者們也給予更高肯定。

新聞節目公眾問責構面 
與建議

「節目呈現」部分，可利用新聞觀點、報導角

度與報導內容差異突顯原視新聞特色，重視原

住民族的主體性，屏除框架，做出純淨的新聞，

而非主流觀點的新聞。「節目內容」部份，可

以多元化的觀點來報導，在各族中找到共通的

議題，並將部落中比較深入、真實的問題報導

出來，吸引年輕人樂意收看原住民的新聞。「主

持人或來賓」部份，主持人與來賓的互動宜加

強，談論前雙方應培養一定程度的交集及默

契，主持人務要引導來賓深入議題，提高可看

性。「表現及影響力」部份，應儘量使用族語，

透過新聞畫面傳遞，增加族語曝光度，營造良

好的母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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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節目收視意見測試建議

座談當天，請來賓針對《8點怎麼能夠》與《部落
星舞台》兩節目，在 18個項目表現進行評量。得
到結論如下：

《8點怎麼能夠》整體評價獲得 7.17分，收看的
可能性為 7.17分。在 18個項目中，節目呈現的
趣味性獲得最高評價；而攝影、燈光／採光，以

及節目內容的文化傳承意義，評價相對較低。

《部落星舞台》整體評價獲得 8.42分，收看的可
能性為 8.75分。在 18個項目中，節目呈現的主
持人獲得最高評價；串場台詞、節目趣味，以及

節目內容的文化傳承意義，也都有不錯評價；而

攝影項目評價相對最低。

節目呈現的建議 

應努力呈現原住民族（含其他各族）的文化特色，

尤應注重族語的使用與呈現面向。此外，要彰顯

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並適度區隔一般媒體的製作

方式和節目呈現，以突顯原視特色。

針對原視的建議

■增列預算

原視預算經費長期不足，要製作更好、更多元、

更有深度的節目，需要編制更多的人力及更多組

的機器。

■人才培育

原視肩負著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發揚及原住民權益

爭取等重要使命，需要長期性的規劃來培育人才。

除了培訓相關傳播媒體的技術，也要培育出原住民

特色。硬體方面，宜提升收視設備，讓每戶都能收

看原視；也要強化網路資訊，隨時更新且透明化，

並及時回應觀眾問題。

年度行政

部落星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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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度以「最好的朋友，你」進行主題
規劃，總體目標包括以下四項：（一）守

望原鄉、提供新知；（二）延續傳統、文化創新；

（三）數位升級、人才加值；（四）連結部落、

引領國際。

原視自 2009年開始納入關鍵衡量指標，2012
年以觸達、品質、公共服務三大構面為目標，

進行全方位的評估。

■觸達構面

以擴大原視接觸廣度為目標，設定國內族群、

國際媒體及新平台觸達率共三項衡量指標，並

各以各族議題全年被報導次數、國際原住民電

視媒體全年引用次數、原視網站每月瀏覽人次

為衡量方式。

■品質構面

以製作視聽者滿意的優質節目為目標，設定節

目品質為衡量指標，並以滿意度、全年推薦 /
入圍及得獎獎項、員工每年個別進修時數為衡

量方式。

■公共服務構面

以實踐服務族群與公眾為目標，設定族語節目

時數、全年客服參觀活動與實習等服務為衡量

指標，並以全年族語節目時數、全年服務人次

為衡量方式。

關鍵衡量指標 
達成狀況

年度行政

2012年原視關鍵衡量指標中，多項大幅超越預
設目標，包括：各族議題全年被報導次數、國

際原住民電視媒體全年引用次數、原視網站每

月瀏覽人次、滿意度、全年推薦 /入圍及得獎
獎項、全年族語節目時數等項目，以及全年服

務人次；但員工每年個別進修時數，仍有待加

強努力。

2012原視關鍵衡量指標

構面 指標名稱 衡量方式
2012年

目標 達成

觸達

國內族群
觸達

各族議題全年
被報導次數

30則 各族皆達
30則以上

國際媒體
觸達

國際原住民電視
媒體全年引用
次數

15次 19次

新平台
觸達率

原視網站每月瀏
覽人次

300,000
人次

371,028
人次

品質  節目品質

滿意度 84分 85.8分

全年推薦、入圍
及得獎獎項（含
金鐘獎、國內外
各類影展、卓越
新聞獎、媒體觀
察基金會等）

18項 32項

員工成長教育訓
練，提供各類教
育訓練課程，員
工每年個別進修
時數

18小時 11.81
小時

公共
服務

族語節目
時數

全年族語
節目時數

800小時 875.4
小時

全年客服參
觀活動與實
習等服務

全年服務人次 9,000人 12,3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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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原視組織架構圖
年度行政

公視基金會

總經理

台長

副台長

新聞節目群

採訪組

編輯組

節目管理組

生活綜藝組

文化教育組

行銷組

公關服務組

東部新聞中心

新聞部 節目部 行銷企劃部

行政室

董事會
董事長

原住民族電視台
諮議委員會

監事會
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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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結構統計分析

年度行政

原
視組織架構包括新聞部、節目部、行銷企劃部與行政室四個部門，編制員額總計 100人，
目前實際在職員額 75人，含：台長 1人、副台長 1人、新聞部 41人、節目部 25人、行銷

企劃部 3人、行政室 4人。

原視職工性別、族群別及原漢別統計

總人數 男女比例 族群比例 原漢比例

75 男 37人
女 38人

阿美族 19人
排灣族 21人
泰雅族 9人
布農族 3人
魯凱族 4人
卑南族 1人
雅美（達悟）族

3人
賽夏族 1人
鄒族 1人
邵族 1人
賽德克族 1人
太魯閣族 1人
噶瑪蘭族 1人

原 66人 
佔 88﹪
漢  9人
佔 12﹪

漢族 9人

註：人數以編制內不定期人員為範圍。

原視各部門職工性別、族群別及原漢別統計

部門 人數 性別比例 族群別 原漢比例

本部 2 男 2人 泰雅族 1人
排灣族 1人 原 2人

行政室 4 男 1人
女 3人

泰雅族 1人
阿美族 1人
布農族 1人
漢 族 1人

原 3人
漢族 1人

行銷企劃

部
3 男 1人

女 2人

排灣族 1人
泰雅族 1人
漢 族 1人

原 2人
漢 1人

新聞部  41
男 23人
女 18人

阿美族 10人
泰雅族 4人
賽德克 1人
排灣族 13人
布農族 3人
魯凱族 1人
邵族 1人
雅美（達悟）2人
噶瑪蘭 1人
卑南族 1人
漢 族 4人

原 37人
漢 4人

節目部  25
男 10人
女 15人

阿美族 8人
泰雅族 2人
太魯閣 1人
賽夏族 1人
排灣族 6人
魯凱族 3人
雅美（達悟）1人
鄒族 1人
漢 族 2人

原 23人
漢 2人

註：人數以編制內不定期人員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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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表

年度財報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
科目 全年度預算數 累計收支數

占年度

執行比例

年度餘

（絀）數
年度執行率

收入

代製節目收入  
(原文會）

314,500,000 289,500,000 98.13% （25,000,000） 92.05%

自籌款 　 5,516,582 1.87% 5,516,582 　

收入合計 314,500,000 295,016,582 100.00% （19,483,418） 93.80%

支出

新聞節目製作購買 
（含東部新聞中心

維運費）

53,210,000 54,546,713 18.00% （1,336,713） 102.51%

一般節目製作購買 81,240,000 77,822,409 25.68% 3,417,591 95.79%

行銷推廣費

（含部落服務、

國際交流）

19,000,000 13,071,635 4.31% 5,928,365 68.80%

設備器材租金 
（含專案新聘人力）

70,000,000 81,905,546 27.02% （11,905,546） 117.01%

人事費 
（原視編制人力）

74,250,000 62,780,419 20.71% 11,469,581 84.55%

行政管理費 
（資本門設備維修）

7,000,000 5,632,830 1.86% 1,367,170 80.47%

訊號傳輸及衛星上鍊費用 9,800,000 7,315,543 2.41% 2,484,457 74.65%

支出合計 314,500,000 303,075,095 100.00% 11,424,905 96.37%

註 :
1.2012年度原預算數為 3億 2,950萬元，因數位頻道維運費收回調減 1,500萬元，簽准預算變更為 3億 1,450萬元；又立法院凍結預算

2,500萬元。
2.2012年度累計支出數，包含合約未支付款 917萬 7,000元（一般節目製作 664萬 9,000元、行銷業務推廣 85萬 3,000元及行政管理費

167萬 5,000元）及減除 2011年度保留金額 4萬 1,000元，續轉 2013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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