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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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政府來後，以政府宣傳及漢化政策

製作原民相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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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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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成為私人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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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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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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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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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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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作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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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

動。

公共電視法通過，依據第1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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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組成的電視節目工作團隊正式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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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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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長。

原視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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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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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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會開始推動設立原住民族專屬頻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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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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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偏遠地區原住民無法收看無

線電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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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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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台正式開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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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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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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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視媒

體（包括原視、客家台及宏觀電視）皆

應由公視基金會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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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納入公

廣集團，成為完全的公共服務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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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的使命
■ 凝聚原住民社群力量 
■ 豐富文化內涵及色彩 
■ 提振原住民族地位 
■ 實現平等公義社會

原視的經營理念

■ 尊重多元 
■ 部落優先 
■ 專業自主

使命與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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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目標
■ 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族事務之關注，推動原住民族議題之討論、詮釋與傳播。 
■ 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之記錄與保存，促進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之發展。 
■ 提供資訊與知識，促進原住民族社會發展。 
■ 培育台灣原住民族傳播人才。 
■ 增進族群間之對話與了解。 
■ 促進國際原住民間之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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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跟世界牽手」

台長的話

2009年，原視開播邁進第4年，但也

遭逢前所未有的營運挑戰。首

先，行政院原民會在年初僅以延約兩個月的模式，

委託原視進行節目製播，我們面臨第一波的困境。

諸如人事任用的延續、節目企劃審查與製作、製播

資源的協力廠商合約⋯⋯，各項事務均處在不確

定的狀態下，使得頻道業務難以永續規劃。3到5

月，則在無合約、無預算的狀況下，必須顧及部落

族人的收視權益，只好由公視基金會先行墊付原視

的製播預算。因此，上半年採低度運作的模式，由

原視全體同仁在經費拮据下，戮力完成守望原鄉、

傳承文化的使命，以確保原視的節目正常營運製

播。直至5月底與行政院原民會確認合約、完成議

價簽約，才解除節目製播經費來源的困境。

雖然一度面臨行政合約與預算來源的考驗，2009

年對原視來說，仍然有許多突破的表現。首先

是原視在公視的協助下，順利取得第二屆世界

原住民廣電大會（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nference，WITBC 2010）

的主辦權，同時正式成為世界原住民廣電聯盟

（The 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Network，WITBN）的會員。

下半年，八八風災重創原鄉，原視新聞部發揮了

原住民媒體守望原鄉的核心功能，新聞部的記者

深入原鄉重災區的守望與記錄報導，一度成為

國、內外新聞媒體引用的焦點。包含美國CNN

（Cable News Network，有線電視新聞網）、日

本NHK⋯⋯，許多國際媒體引用原視駐地記者在

台東金峰鄉嘉蘭村拍攝洪水重創部落房舍的震撼畫

面，大幅提升台灣原住民電視台的國際能見度。 

在節目的製播表現方面，兒少節目「原來數學好

好玩」為原視贏得第一座電視金鐘獎的肯定。而

因應八八風災過後的部落重建，原視全面啟動關

懷機制，甚至改變節目方向，如「8點打給我」、

「部落的心跳」、「Ina的廚房」均為災區提供必

要的資訊與心靈關懷。10月份起亦陸續新製「沈

哥！好久不見」、「災後紀錄片專案」，實際走

訪部落，撫慰族人心靈。這些作法，均獲得觀眾

廣大支持與迴響。

展望未來，原視將落實「守望原鄉，永續發展。

文化紀錄，智慧保存。族群對話，國際交流。數

位升級，內容創新」的總體目標，同時也規劃

「環境永續與部落重建」的年度主題，持續針對

語言文化進行傳承與保存。而置身在「數位時

代」，面對媒體營運的型態轉變，我們希望持續

藉由與國際原住民媒體合作與分享的機制，攜手

開創原住民媒體的新格局與永續經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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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大事紀
2009

0107 

新聞談話vs.主題音樂節目「新
聞不插電」首播，由拉娃‧谷
幸與昊恩主持。

0111 

首播原住民文學單元劇「大
港口的夏天」。

0113 

舉辦「拉號我的家」單元
劇開播記者會。

0118

首播原住民文學單元劇「拉
號我的家」，並於新竹縣尖
石鄉舉辦部落試映會。

0126

製播春節特別節目「馬拉桑笑
哈哈」，是以原住民生活文化
為主題的情境喜劇。

0130 

製播TITV Weekly過年特別節
目。

積極籌備2010盛事，承辦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

愛爾蘭TG4參展影片「末代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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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原視音雄榜」轉型為Live播
出節目，另以PUB表演型態包
裝製作「PUB音雄會」音樂節
目。

0216

發布原視節目部2008年度第
二次公開徵案決選結果。

0318 

製播「8點打給我」三百集特別
節目。

0402

首播「原地發聲」節目，提供
電話、網路視訊等平台，讓全
民參與討論原住民相關議題。

0408 

「Lokah巴勇」獲台灣媒體
觀察教育基金會「2009年
第二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
年優質電視節目」四顆星榮
耀。

0501

針對五一勞動節製作新聞專
題。

全
球原住民電視頻道根據2008年的決

議，共同組成「世界原住民廣電聯

盟」後，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不僅成為會員

之一，更取得第二屆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的

主辦權，讓這場國際級盛會於2010年移師台

灣舉行。

三大主軸迎嘉賓

為這兩年才舉辦一次的超大型活動，原視在

2009年緊鑼密鼓籌備，期許做好最充分的前

置作業。最後，地點選定台灣的原鄉──台

東，並規劃三大主軸活動：廣電大會、系列

影展和部落文化巡禮。

廣電大會：討論數位時代的挑戰

「廣電大會」是為期兩天的會議，邀請WITBN各成員

發表演講，分享各國原民台營運現況與未來展望，並

和與會者進行經驗交流。會議主題是「原住民媒體於

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挑戰」，邀請到的國外講者包括：

愛爾蘭TG4執行長Pól ó Gallchóir、蘇格蘭BBC Alba

董事長及MG Alba執行長Donald Campbell、加拿大

APTN（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

執行長Jean LaRose、南非SABC公共廣電（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執行長Mrs. 

Lulama Mokhobo、挪威NRK Sámi Radio台長Nils 

Johan Heatta、澳洲NITV（National Indigenous 

Television）執行長Patricia Turner、紐西蘭Māori TV

董事長Garry Muriwai及Māori TV執行長Jim Mather。

0520 

播映520新聞專題特別報導。

0529 

首播原住民文學單元劇「哈
勇的王國」，改編自泰雅族
女性文學作家作品。

紐西蘭Māori TV參展影片「拯救奧馬佩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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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 

0606

新單元劇「蘭嶼行醫記」
首播，改編自布農族文學
創作家的作品。

原視暑期實習徵選起跑。

0629

0701 

原視4週年台慶系列活動開
跑。

原視開播4週年、製播「原視4
週年台慶」特別節目、暑期實
習開始。

0808

0815

全員停休，製作莫拉克風災特
別報導。

Live轉播「88水災‧為家園
而唱」賑災音樂會。

0816 

0903

與公視、客台、華視共同製播
Live節目「台灣有愛─八八水
災關懷音樂會」。

舉辦「關懷盃‧比賽開始」記
者會。

系列影展：國際佳片交流的舞台

主題設定為「原住民傳統智慧與環境永續」的

「系列影展」，由與會媒體提供影片，於會議期

間首映。一來讓WITBN會員彼此觀摩好節目，相

互切磋，二來也可藉機進行影片交換，達成實質

的交流。

經過一番努力，邀約到許多精彩的影片及節目，

如：紐西蘭Māori TV的「拯救奧馬佩雷湖」，敘述

豐富的淡水資源和貝類餵養了數以千計的毛利族

人，如今環湖林立的牧場卻使湖水變成劇毒。此

片試圖探討後殖民時代的政策與水質惡化對當地

部落的影響，希冀找出拯救奧馬佩雷湖的方法，

讓湖泊與當地居民恢復健康。英國MG Alba以蓋

爾族（Gaelic）傳說為故事大綱拍攝的「禁域之

巔」，全片在斯凱島（The Island of Skye）拍

攝，背景即是壯闊的庫林山脈（Cuillin）。此片是

當代首部純蘇格蘭蓋爾語發音的劇情片，並挑戰

蘇格蘭最險惡的In Pin高山。在那孤立的巔峰上，

揭開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古老真相。壯麗的風景加

上張力十足的演技，讓此片獲得最佳影片等三項

蘇格蘭金像獎提名。

原視以年度紀錄片「黑潮的甜蜜故事」參展。這

是現代版的達悟傳說，結合親情與愛情，也是一

部關於男人的拼板舟與海洋的紀錄影片，更是一

段族群溯源的旅程。影片分別記錄了黑潮上各島

嶼的生態環境樣貌，也記錄人物的生活現況。最

黑潮的甜蜜故事

68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09原住民族電視台年度報告



後，影片回歸到維護黑潮環境永續的焦點。

其他佳片還有澳洲NITV「生存之道第8集」、加拿大

APTN「我們的龜島─奇妙森林篇」及「我們的龜島

─地球之力篇」、愛爾蘭TG4「末代牧羊人」及「海

角一樂園」、瑞典SVT「北極新氣象─薄冰上的獵

人」及「北極新氣象─馴鹿大遷徙」、英國「時空旅

人」。

部落文化巡禮：深度的台灣原鄉之旅

「部落文化巡禮」規劃一天的部落文化之旅，邀請與

會嘉賓們前往卑南文化公園，參觀卑南遺址及植樹，

也造訪東排灣新興部落、香蘭遺址、Panapanayang

發祥地、卑南族Katipul部落，讓每一位與會者親身

體驗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淳樸之美，以及南島民族

的發展軌跡。另外，也會安排台東史前館導覽、

台灣原住民族表演等活動。在風光明媚的台灣東

海岸，嘉賓們透過多采多姿的活動，更可深刻體

會此行串聯原世界的意義。

2009年，原視代表也參與WITBN聯盟的例行會

議，3月份飛往挪威的NRK Sámi Radio，9月份則

至加拿大APTN原住民族電視台。與會期間，原視

積極與會員夥伴洽商，進行新聞和節目的交換計

畫，期能加添國際原住民族素材，以豐富原視頻

道內涵、擴增觀眾視野。

英國MG Alba參展影片「禁域之巔」。 瑞典SVT參展節目「北極新氣象第1集-『薄冰上的獵人』」。

0910 

0921

原視入圍三項電視金鐘獎：
「原來數學好好玩」入圍
兒童少年節目獎；葉維明以
「哈勇的王國」入圍迷你劇
集男主角獎；「聆聽心底的
告白」系列廣告入圍頻道廣
告獎。

製作「921地震10周年系列」
新聞報導。

0922 

兒少、資訊綜藝、戲劇、文
教、紀錄片等各節目參展
「台北電視節」。

1003 

新聞性節目「直擊全球部
落」首播。

1009

1114

「原來數學好好玩」榮獲
2009年電視金鐘獎兒童少
年節目獎。

首播八八風災紀實報導節
目「沈哥！好久不見」及
生活資訊節目「部落大學
校」。

1118

首播「我們的故事」，是結合
原住民族語教學的兒童節目。

1121 

與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棒球運
動發展協會、中華職棒大聯盟
及花蓮縣政府合辦第16屆「關
懷杯棒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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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焦
點

八八風災全台動員，善盡職責守望原鄉

2009年8月初，一場風災肆虐，大水沖毀嘉

義、屏東、台東、高雄等地數十個原住

民族部落。居民多半為平埔西拉雅族人的高雄甲仙鄉小林

村，竟在疾風暴雨中慘遭埋村；高雄那瑪夏鄉以布農族人

口為多數的南沙魯村，也慘遭土石肆虐；再加上阿里山、

台東地區重災，總計數百人喪命，其中多數為原住民人

口。這場世紀大災難，也考驗著原視的角色與守望部落的

能力。

八八風災期間，災情不停爆發，從8月初到10月初，原視

新聞部發揮戰力，有限的攝影、採訪以及編輯人力全面停

止休假，全力應戰。憑藉著多年來深耕原鄉累積出來的資

源與的優勢，記者深入重災區，拍攝、報導第一手的災

情。這些災區畫面，被國內外各大電視台爭相引用，傳播

到外界。而原視新聞團隊除了善盡媒體職責，傳遞新聞資

訊，也扮演起通報災情的角色，協助外界認知部落困境，

進而適時伸出援手，提供救助。這些舉動，在無意間強化

了原視品牌，創造附加價值。可惜，礙於SNG車數量不

足，以致無法深入山區，是最大遺憾。

8月至10月期間，「每日新聞」延長新聞時段、

「原地發聲」持續開放call-in，探討災後重建進

度，「原住民新聞雜誌」也深入追蹤災後陸續引爆

的遷村爭議。這些作法，都是希望當其他媒體遺忘

八八重災傷痛的同時，繼續堅守立場與職責，成陪

伴原住民族災民走過難關的公共媒體。自製節目如

「8點打給我」、「部落的心跳」、「Ina的廚房」

等也改變節目走向，為災區提供資訊與鼓勵。10月

份以後，陸續新製「沈哥！好久不見」、「災後記

錄片專案」等，也實際走訪部落、撫慰族人心靈，

獲得廣大迴響。

作為一家族群電視台，原視在八八風災期間，充分

發揮新聞守望功能，影響力擴及全球。風災過後，

更長期追蹤災區重建議題，在論壇中反映民意並與

政府對話，盡到了公共媒體關懷部落永續發展的責

任。

1224

製作聖誕夜特別單元節目。

1212-1231

舉辦「原視感恩‧迎新活
動」。

1127

媒觀會第4季評鑑出爐，
「Lokah巴勇」、「科學小
原子」、「INA的廚房」均
獲四顆星榮耀，「部落的心
跳」、「原聲帶」獲三顆星
榮耀。

1210 

製播三合一原鄉選戰特別報
導。

1121-1124

轉播第16屆關懷杯棒球錦標
賽決賽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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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原世界，多元節目全呈現

節
目
服
務

秉
持服務原住民族，並讓世人看見「原世界」

的理念，2009年的原視，站在已有小小成

果的地基上，繼續兢兢業業耕耘媒體平台。新聞節

目更加落實原鄉發聲理念，也增加了人物專訪的節

目型態；戲劇節目端出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文學單元

劇；兒少節目首開原視勇奪金鐘獎紀錄；生活綜藝

節目新增就業求職題材；文教節目加強尋根報導、

平凡小人物的不凡故事；紀實轉播節目從正式的舞

台演出到部落競賽，都搬上螢光幕。而針對年度重

大事件八八風災，常態性與即時性節目也都沒有缺

席。

新聞節目

■為原住民族發聲

原視新聞部以成為全國唯一原住民族發聲平台為宗

旨，希望快速傳遞各原住民族地區最新動態。除了

製作帶狀節目如每日新聞、族語新聞，也製作新聞

雜誌類型專題、現場call-in論壇、人物專訪、英語

原住民族新聞等塊狀節目，期盼全方位守望都會原

住民族地區與部落動態，讓全世界看到長期被忽視

的台灣原住民族心聲與現況。

■每日新聞

每日新聞「SINPONG」包括「午間新聞」及「晚

間新聞」，每週一至週日全年無休播出，為國內首

創的原住民族新聞報導。以中文發音播出，目標觀

眾涵蓋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觀眾，提供國內、國

際每天最新、最快的原住民族新聞。在重大議題

或天然災害發生時，原視新聞也機動地製作特別

報導，達到告知與守望的目標。原視東部新聞中

心成立之後，「每日新聞」調整編輯方向，儘量

以花蓮、台東、屏東地區的新聞作為各節頭條新

聞，達成部落發聲的目標。

■族語新聞

原視重點節目之一。為服務部落老人並鼓勵青年

學子學習族語，每週一至五製播早、午、晚「族

語新聞」，每週以14種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語言

播報，為全國首創的原住民族語發聲新聞節目。

由14族主播穿戴傳統服飾，並以該族族語播報，

特色鮮明。新聞內容包括各族各部落動態、國內

重要民生議題、重要政策發展、各部落意見領袖

經驗分享⋯⋯。

■原地發聲

為具體體現公眾近用精神，「原地發聲」每週

四、五設定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公共議題，邀請觀

眾參與討論。除了各領域專業人士受邀至節目中

發表意見，現場還開放call-in。此外，也不定期針

對特定主題前往部落開講，聽取在地原住民族人

的意見。舉凡核廢料、越域引水、災後重建等爭

議性話題，或是有關教育、婦幼、就業等攸關原

住民族生存發展權利的現況，都是「原地發聲」

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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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新聞雜誌

不同於即時、快速的每日新聞，原視最資深的節

目「原住民新聞雜誌」每週製作一集，於每週五

晚間播出，精選重大原住民族議題進行專題報

導。透過更深入的分析、更精緻的剪輯手法，突

顯迫切需要解決的焦點主題。「原住民新聞雜

誌」開播歷史遠溯自1998年，是第一個完全由原

住民族自製的節目，早期在公視播出，原視開台

後才移回原住民族專屬頻道。目前，它肩負拓展

非原住民族的重任，亦是展現原視新聞觀點的重

要舞台。

■新聞不插電

「新聞不插電」為原視開台以來，新聞部首次推

出的人物專訪節目。從原住民族新聞議題切入，

專訪話題新聞人物，包括影劇、體育、教育，甚

至平埔文化工作者皆為訪談對象。不但創造出以

新聞主播搭配吉他歌手的另類訪談模式，也讓觀

眾深入了解新聞人物的另一面，兼具知性、新

聞及娛樂效果，贏來其他媒體的注意與報導。在

2009年原視各節目中，「新聞不插電」以創新手

法製造了亮點。

■TITV Weekly

為了展現對全世界說自己故事的決心，原視史

無前例製作了以英語報導台灣原住民族新聞的

「TITV Weekly」，每週一集。精選當週國內重要

原住民族新聞，翻譯成英語，並由台灣原住民族

籍的主播以英語播報。目標觀眾為外籍人士、想

學英語的學生。「TITV Weekly」可說是原視建立

國際化形象的策略性節目，也成為原視與國際交

流的重要媒介。

族語新聞

原地發聲 原聲帶 新聞不插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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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風災特別企劃 
發揮機動性，關懷原鄉災況

八八風災讓原鄉許多部落受創，族人遭受家園殘

破不堪的命運。原視節目除了錄影轉播募款、音

樂會、追思、感恩之夜等相關風災的活動，更以

深入探討與長期關懷的角度，製作即時性與常態

性的節目。

「8點打給我」在八八風災後，連續兩週、每集兩

小時的call-in節目，以最即時的方式服務族人的需

求。

「大樹下」製作9集『八八風災重建之路』，以災

區重建紀錄報導型式，報導不同部落展現出來的

動人力量，以及風災過後，原住民部落如何面對

後續的安置居住、移居遷村、學童教育、心靈治

療，以及經濟來源的轉移、部落文化的延續等等

問題。

「新大洪水」是一部從傳統文化、生態保育及歷

史的綜觀視野，探討八八風災的紀錄片。

「沈哥！好久不見」以溫馨感人的路線，報導部

落族人面對重建困境的盼望與力量。節目一推出

即廣獲觀眾喜愛，2009年底第一季播畢，發燒話

題未退，第二季繼續製播。

節
目
服
務

戲劇節目 
培植原住民戲劇人才

單元劇擴大部落文化深度，發揮戲劇節目最大影

響力。從元月播出的「大港口的夏天」、「拉號

我的家」，到5月的原住民文學單元劇「哈勇的王

國」、「蘭嶼行醫記」，不論是幕前的演員或是

幕後的劇組人員，都以原住民優先晉用，盡情揮

灑原住民在戲劇方面的長才。「哈勇的王國」劇

中的哈勇，由泰雅族素人葉維明飾演，初試啼聲

即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男主角。

兒少節目 
勇奪原視首座金鐘獎

為下一代量身訂做優質節目，是原視義不容辭的

責任。在這個領域，原視耕耘出不錯的成績，其

中，題材新穎的兒童節目「原來數學好好玩」，

內容豐富多樣，為原視奪下第一座金鐘獎。另

外，陪伴兒童心靈成長的「Lokah巴勇」，是原

視首次嘗試訓練原住民兒童配音的節目；以族語

發音、介紹各族群傳說故事的節目「我們的故

事」；首次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合作的科普

節目「科學小原子」等等，都深受教育及媒體單

位讚許，推崇為優良教材。

哈勇的王國 沈哥!好久不見 錢進部落 8點打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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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綜藝節目 
音樂美食就業，統統看得見

「原視音雄榜‧Pub音雄會」長期維持高人氣收視

率，是原視指標性的節目，未來歌唱綜藝型節目仍將

是原視努力經營的方向。「Ina的廚房」介紹各部落的

特殊食材與美食，主持人民雄成功獲得部落婦女的愛

戴與支持，也使該節目成為原視的常青樹。「8點打

給我」呈現極佳的現場感，即時性的與觀眾互動與交

流，兼具生活、資訊、知識等內涵。主持風格趣味橫

生但不失專業，緊緊抓住觀眾的視線，創造出帶有原

住民風格的call-in節目。「錢進部落」教導族人，如

何靈活運用部落產業特色配合主流市場機制，在部落

創造生機。而「部落大學校」是介紹職場與就業種類

的節目，職業達人與專家學者輕鬆分享職場現況、就

業要領與實際操作，節目氣氛輕鬆活潑，引導原住民

觀眾從中找到就業興趣與機會。

文教節目 
保存文化根源，拓展國際視野

原視的成立，承擔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責任，所

以製作有關族群文化教育的節目是刻不容緩

的。而為達到服務觀眾的目的，加強原住民族

與平埔族的報導，製播團隊經常上山下海，為

部落記錄每則歷史的過往，更豐富了族群頻道

的內涵。

「不能遺忘的歌」每季記錄一個族群的傳統歌

謠，2008年完成13集的阿美族系列，2009年

製作13集的排灣族系列。歌謠類型從工作歌、

情歌到祭儀篇、兒童篇⋯⋯，都做了完整的紀

錄。「部落的心跳」記錄平凡人物不平凡的小

故事，主角人物都是在部落默默努力的族人，

原視音雄榜

蘭嶼行醫記 Lokah巴勇 部落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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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目
服
務

他們的故事正是部落躍進的動力；節目特色之一

是百分百的族語發音。

現代化越徹底，對部落的文化衝擊越強大。面對

這個嚴肅的議題，原視製作了多部紀錄片，包

括：「祖先的腳步」是泰雅族尋根的報導；「美

麗的丹社」是台東布農族重回到祖居地的報導；

「黑米傳奇」則是高雄魯凱族於八八風災後，由

耆老領軍，帶青年返回舊部落的報導。

「原聲帶」為棚內的訪談節目，也是主持人數目

最龐大的節目。由於節目主軸圍繞族語，所以必

須配合來賓的族群身分，搭配同族群的主持人。

直至2009年底總計播出137集的節目，共計動用了

24位來自各族群的主持人。

「原視影展」播出各國不同族群的紀錄影片，現

場邀集來賓一同分享觀後心得，是一個增廣國際

視野的節目。

紀實轉播節目 
延伸表演的舞台

政府單位大力扶植原住民藝術表演團隊，而原視透過

轉播，將表演舞台延伸得更廣更遠。「原音新交響」

是結合原住民傳統音樂和西方樂器的表演型態，2009

年11月在國家音樂廳演出，之後多次在原視播出，

都贏得觀眾熱烈的迴響。其他優質表演節目的轉播還

有：「大海嘯」是原住民團隊「原舞者」的年度重要

舞碼，深獲好評。「舞台劇─路有多長」是部落自發

性的表演團隊舞碼，屬於部落型舞台劇，演出相當成

功。

此外，為落實服務部落宣言，原視攝影機穿過南北、

飛躍東西，報導族人關心的競賽活動。「超級森巴，

誰最強！」是結合地方特色的森巴舞競賽，以原住民

的舞蹈與服飾，搭配強烈的森巴節奏，表現出熱情與

無國界的融合。部落的「關懷盃棒球錦標賽」，原視

共轉播9場，大大提高原住民體育競技曝光率。「原住

民大專舞蹈總決賽」為原住民大專生一大盛事，原視

以製作節目的方式替代現場轉播，大幅提升節目的可

看性和能見度。

原視影展 不能遺忘的歌-排灣篇 晚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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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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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製節目近八成，新聞節目比重高

節
目
服
務

原
視營運雖在2009年初遭遇困難，但在堅持

為族人服務的決心下，力求突破資源困境，

終能持穩經營。全年度總製播時數與2008年差距

不遠，新製節目比例75％，重製、購置節目比例

25％。

新製節目以新聞類最多，佔新製節目的73.31％，

以下依序為談話性節目佔13.38％、紀實報導類

節目8.10％、綜藝類節目2.71％、教學類節目

2.30％。戲劇類節目的時數比例雖然不高，但新製

的原住民文學單元劇贏得金鐘獎入圍的肯定，表現

不俗。

為服務更多的部落族人，擴大節目服務區塊，原視

購置的節目多為紀實報導及教學類型節目。

73.31%2.30%

0.21%

2.71%
13.38%

8.10%

新製節目類型比例

63.5小時 54小時
1,720.5小時314小時

190小時

5小時

新聞類
教學節目

戲劇節目

綜藝節目
談話節目

紀實報導

重製 / 購置節目類型比例

583.25小時
紀實報導 74%

204小時
26%教學節目

節目來源比例
787.25小時

2,347小時
新製 75%

25%重製/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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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開紀錄奪金鐘，優質節目勝以往

2009年，原視節目首開紀錄，

以兒少節目「原來數學

好好玩」一舉奪得電視金鐘獎兒童少年節

目獎，是原視開台以來的第一座金鐘。這

一屆金鐘獎，原視總共入圍三項，成績耀

眼，為長期埋首耕耘的工作人員，打了一

劑強心針。

另外兩項入圍殊榮是：單元劇「哈勇的王

國」演員葉維明，入圍迷你劇集男主角

獎；「聆聽心底的告白」系列廣告入圍頻

道廣告獎。其中，「聆聽心底的告白」由

於面臨預算不足的困境，製作成本極低，

卻呈現高品質成果，並贏得外界肯定，彰

顯了工作人員的努力與用心。

此外，更有許多節目獲選為台灣媒體觀察

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媒觀會）的優良節

目。媒觀會的多方肯定，已成為鼓舞原視

製播好節目的力量之一。

■金鐘獎

兒童少年節目獎╱原來數學好好玩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獎項

第二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Lokah巴勇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科學小原子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Lokah巴勇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大家說英語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Ina的廚房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原聲帶

第四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部落的心跳

上排左：科學小原子，中：Lokah巴勇，右：Ina的廚房。
下排左：部落的心跳，中：原聲帶，右：原來數學好好玩。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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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強大功能廣，串聯資訊通四海

公
眾
服
務

2009年的原視網站，整合節目製播、

活動造勢、媒體交流等相關訊

息，整體表現更趨成熟。

除了延續原有的網路服務，2009年積極擴展相關

連結。國內部分，整合了各種網路資源平台，包括

公部門入口網站、學術單位、原住民文化等相關網

站；國外部分，注重與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電視媒

體的聯繫，特地架設了「原住民族電視台友善連

結」，以便與國外接軌，也讓觀眾進行搜尋時，能

有更具彈性、多元的選擇。另方面，原視討論區全

面改版，在視覺風格上更為俐落大方，在操作使用

上則更為簡單。

重大災情，全面掌握

2009年8月，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尤以原住民部

落地區最為嚴重。原視頻道除了全天候報導災情，

網站也積極動員，在最短時間內，與「原地發聲」

節目聯手成立了「莫拉克風災通報網」，有效掌握

全台的最新災況，並整合各地的救援通報系統，發

揮守望原鄉功能。「莫拉克風災通報網」的資訊極

其完整、詳細，提供了部落族人、救援單位及國內

外新聞媒體最即時的資訊管道，網站的應變能力受

到各界肯定。H1N1肆虐全台期間，原視網站亦迅

速彙整全國各地的疫情通報及相關報導，在網站上

公告，提供部落族人最新、最實用的醫療資訊。

透過網路，與世界牽手

2009年陸續推出了新節目及續製作品，原視為此

設置了一系列的官方網站，內容及架構都針對每

個節目的屬性量身打造，突顯各節目特色。2010

年原視與公視共同擔任「第二屆世界原住民廣電

大會（WITBC 2010）」的主辦單位，原視也特地

架設了「WITBC 2010」官方網站，採中英兩種語

言呈現，主要視覺清楚表達「與世界牽手」的理

念。

線上隨選、電子報人氣旺

原視網站「影音中心」提供當週首播節目的線上

收看服務，每週更新一次，其優質的側錄設備及

串流技術，可同時負載多人線上收看。原視也運

用影音平台YouTube，開闢原視專屬影音區，方便

網友及觀眾觀賞精彩的原視影片。

此外，原視電子報固定於每週三刊出最新資訊，

包括當週及隔週節目快訊，並結合YouTube每週介

紹原視精選影片。原視以及各地部落相關藝文、

活動及公共服務訊息，也披露在電子報上。原視

電子報自2009年初改版後，受到各界訂閱戶的喜

愛，甚至有同業致電肯定原視電子報的表現。至

2009年底為止，電子報會員數成長至14,032人，

與2008年的12,247人相比，增加了1,7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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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原鄉走部落，觀眾服務零距離

原
視善盡公共服務責任，樂於傾聽並尊重視聽

大眾意見。落實到行動上，即是提供多元化

的服務，以充分掌握觀眾的問題及需要，在時效規

範內回覆各項問題，達到最高的服務品質。

2009年度觀眾總服務量為1,784人次，平均每日5

件。全年觀眾意見來源以客服接聽、電子郵件為

主，兩項服務共1,775件，約佔意見總數的9成。

單月服務最高達228人次，主要是8月份莫拉克颱

風重創原鄉地區，各地族人通報部落災情、請求協

尋、傳達募集物資需求等，絡繹不絕。客服人員接

獲訊息，均以最快速度將災情狀況提報新聞中心。

統整全年的觀眾意見服務類別，「其他服務」數

量最高共485件，佔27.19%；其次為「節目內

容」418件，佔23.43%；「網路資訊」216件，佔

12.11%。與2008年相比較，「節目內容」、「網

路資訊」的比重大幅提高，顯示節目企劃製播內容

及影音中心收看功能漸獲觀眾喜愛。

觀眾意見來源

意見來源

客服接聽

電子郵件

語音留言

郵寄信函

總計

    小計

1,275

500

8

1

1,784

比例

71.47%

28.03%

0.45%

0.06%

100%

觀眾意見服務類別

問題類別

其他服務

節目內容

網路資訊

原視資訊

原視活動

播出時間

視聽產品

收視問題

收視推廣

教育服務

節目排檔

總計

小計

485

418

216

190

163

136

67

59

25

17

8

1,784

比 例

27.19%

23.43%

12.11%

10.65%

9.14%

7.62%

3.76%

3.31%

1.40%

0.95%

0.45%

100%

註：其他服務：災情通報、採訪通知、廣告托播畫面

帶；贈品索取、藝人經紀通告、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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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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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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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觀眾意見服務屬性，以詢問最多，共1,552

件，佔87%；其次為抱怨，共83件，佔4.65%；建

議共73件，佔4.09%。

全年觀眾問題的跨部門協助，客服回覆內容多半

落在「節目部」。詢問節目內容部分，排行居前

的是「Ina的廚房」的美食景點、「8點打給我」的

娛樂資訊，以及「錢進部落」的傳產工作者相關

資料。新聞節目內容詢問方面，排行以「新聞不

插電」、「每日新聞」兩項居高。

此外，原視登錄免付費 0800-211-000 服務專線，

在每日各節新聞結束時，皆以字幕清楚呈現，以

加深觀眾印象，適時使用，另也彰顯原視的服務

社會理念。負責接聽的客服人員係專職聘用，均

能以親切、快速、專業的服務態度，在時效規範

內回覆各項問題。

觀眾意見服務性質

問題類別

詢問

抱怨

建議

索取

支持

批評

讚美

更正

總計

小計

1,552

83

73

30

17

12

9

8

1,784

比例

87.00%

4.65%

4.09%

1.68%

0.95%

0.67%

0.50%

0.45%

100%

觀眾問題處理時間

處理時間

一天

兩天

三天

超過三天

超過七天

小計

1,573

48

37

54

72

1,784

比例

88%

3%

2%

3%

4%

100%

註：兩天及兩天以上回覆信件含週休二日及國訂及

連續假日。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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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勤推動，培育原民傳播人

原
視積極推動建教合作，每年暑假都開放學生進入台內實習。主要

招收對象為傳播相關系所原住民籍學生，分成7月、8月，兩梯次

共43 名學員。實習過程中，針對學習目標，由一位原視工作人員專責

指導與照顧，務使每一位實習生學到新知，也更了解電視台的實務操

作。  

實習生們分成新聞部、節目部、行銷企劃部三大群，在實習期間的每週

五，聘請公廣集團內部資深的員工，分別教授SNG攝影、燈光、數位

剪輯、錄音工程、音效、副控流程等等，以實務印證學理。結業時則需

分別繳交「公民新聞」、「節目宣傳影片」、「行銷企劃案」三類作

品。到了實習的最後一天，由原視的主管群擔任評審，分別選出三個主

要獎項「公民新聞首獎」、「節目宣傳首獎」、「行銷企劃首獎」，以

及四個附獎「最佳原住民觀點獎」、「原住民文化傳承獎」、「最佳新

聞攝影獎」、「最佳節目剪輯獎」，作為對實習生的獎勵。

上：實習生專業課程，中：主播教導新聞採訪，下：實際操作。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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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行銷推廣，部落連接世界

年
度
行
政

延
續2008年「從部落出發」的精神，原視秉

持部落觀點，積極傳揚原住民文化豐富、美

麗的內涵，期望以更開闊的視野，擴張部落對外的

連結面，使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不同族群的人，

認識並感受台灣多元且豐郁的原住民文化。

多線串聯，行銷績效更上一層

2009年進行多層次的整合行銷內容，包含製作頻

道包裝短片、串聯世界與部落的國際行銷、行銷活

動、跨媒體宣傳、商品與贈品開發製作，以及爭取

贊助。從數據分析資料裡，可以明顯看到努力執行

的成效。

原視4週年台慶感恩茶會。 「關懷盃．比賽開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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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行銷活動績效量化統計

項目

頻道包裝短片產出量

國際行銷觸達人次

公共服務觸達人次

跨媒體宣傳觸達人次

贊助經費

內容

含Station ID、節目提示短片、形象廣告、文宣短片、公服短片、專案

宣傳Promo、MV、WITBC 2010宣傳影片

1.WITBC 2010第一支宣傳影片

2.參加挪威Sami Radio電台WITBNⅡ會議、加拿大APTN電視台      

   WITBNⅢ會議、開台週年慶活動進行頻道宣傳

3.規劃WITBC 2010活動，製作活動宣傳廣告於WITBC 2010、 

   WITBN官方網站及原視、公視、WITBN 8個會員台播出

4.製作活動中英文版DM，分別寄送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內大專   

   院校、原住民鄉鎮公所、社團、國外WITBN會員、外國駐台使館等

活動行銷─2,980人次

公共服務─3,373人次

1. 原視網站累計訪客數─539,641

2. 原視電子報累計會員數─14,032

3.「原視4週年台慶」形象宣傳整合專案觸達量約為5,333,376人次

4. 原視年度報告專刊宣傳觸達量約為4,012人次

5.「關懷盃．比賽開始」原住民棒球運動推廣整合行銷案

    觸達量約為1,863,850人次

6.《公視之友》月刊觸達量約為300,000人次

7. 其他節目及活動發新聞稿平面媒體露出30則，

    觸達量約為1,500,000人次。

捐贈、代製節目、其它等

量化效益評估

197支

800人次以上

500人次以上

5,000,000人次以上

5,000人次以上

6,353人次

9,580,055人次

1,563,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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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包裝

2009年頻道包裝的設計以「與世界牽手」的精神

為主要發想概念，從圖像元素的國際化及台灣原

住民與世界各地原住民串聯的思路做延伸，結合

各宣傳短片的功能與目的，製作出以下各式宣傳

影片。

1.推出全新Station ID：4支。

2.製作節目提示短片：32支。

3.產製頻道包裝短片暨形象廣告：116支。

4.規劃製作文宣短片：12支；承製公服短片：2

支。

5.規劃製作專案活動宣傳影片：30支。

6.2010年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宣傳影片：１支。

■國際行銷

原視自2008年取得2010年世界原住民廣電大會的

主辦權後，便積極參與原住民媒體相關的國際性

活動。2009年遠赴挪威Sami Radio薩米廣播電台

和加拿大APTN，參加第二次、第三次的世界原

住民廣電聯盟會議，進行國際交流。此舉不僅擴

大原視國際知名度及影響力，讓世界感受到原視

欲投身串連國際原住民活動的熱忱與決心，也順

勢宣傳了即將在台灣舉行的WITBC 2010活動。

2009年針對WITBC 2010完成大會議程、受邀講

者、參與座談人員名單、影展播映場次規劃。並

製作一支宣傳廣告─「Talking to Camera」，於

WITBC 2010官方網站、WITBN官方網站、原視

年
度
行
政

官方網站播放，也在原視、公視頻道以及WITBN

其他8個會員台播出，預計全球有數百萬原住民朋

友觀賞到大會活動宣傳廣告。此外，也製作中英

文版活動DM送至國內外相關單位，為活動進行強

力宣傳。

■活動行銷

為提升原視知名度，並強化觀眾對原視的認同

感，除對外推廣原視與原住民文化，原視也積極

推動服務部落活動，以加深原視與部落的緊密關

係。2009年此類活動行銷所累積的觸達人次，較

2008年增加了12％，達到2,980人次。舉辦及參與

的活動有：原視4週年台慶系列活動、金鐘獎宣傳

活動、台北電視節、關懷盃比賽開始、2009原視

感恩迎新季等。參與人數增加，顯示原視的觀眾

及部落族人，對原視的認同感愈益提升，活動行

銷也更具有宣傳效益。

1.4週年台慶，與世界牽手

自2005年開播至今，原視在顛簸中學習，在艱難

的經營路上衝撞，走向了今日公共媒體的角色，

踏上了成長的第4個的年頭。有感於各界對原視

的協助與鼓勵，更感於部落族人近乎百分百的支

持，4歲的原視懷著感激與感動的心情，舉辦4歲

慶生活動，內容包括感恩茶會、原視的未來座談

會、分享餐會與競賽活動。藉著舉辦系列活動，

原視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媒體工作者、部落族人

及政府代表，廣泛討論原視的過去與未來，力求

讓成長中的原視更加茁壯。除此之外，也在餐會

裡分享原住民各項美食，緊密聯繫彼此的情誼與

關係。

感恩迎新活動抽獎 觀眾參訪原視攝影棚 關懷盃選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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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目宣傳活動：金鐘獎宣傳活動、台北電視節

原視參與公廣集團舉辦的金鐘入圍茶會，以及金

鐘獎頒獎典禮後的公廣集團慶功宴，為原視入圍

2009年電視金鐘獎單元劇最佳男主角的「哈勇的

王國」單元劇，以及榮獲最佳兒少節目獎的「原

來數學好好玩」，進行節目宣傳。也積極參與

2009「台北電視節」電視暨數位內容展，向國內

外影視同業宣揚原視頻道的特色節目，形塑台灣

原住民族群頻道優質形象，拓展原視跨國合作機

會。

3.關懷盃‧比賽開始

原視加入「關懷盃」的主辦行列，已邁入第三

年。過去兩年，這個活動成功地擴大了已有13

年歷史的原住民棒球賽事的規模。透過原視的鏡

頭，小選手們的揮棒與奔跑，一聲聲的加油與吶

喊，一幕幕奮鬥與成長的畫面，都收藏進歷史的

寶庫裡。

2009年，為更強化資源的整合及其運用的效益，

「關懷盃」與三立電視台的原住民棒球運動電視

劇「比賽開始」結合，成為「關懷盃‧比賽開

始」。這項賽事因而集結了原視、三立電視、中

華職棒大聯盟、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棒球運動發

展協會和花蓮縣政府等資源，有效提升了原住民

棒球運動推廣整合行銷案的效益。除了引起社會

大眾對部落小球員們的關注，也宣傳了原視品

牌。這次活動的媒體效益，是歷年來最為成功的

一次，共計促成9個網路媒體37篇的報導、4個平

面媒體44篇的報導，以及4個電視頻道的報導。原

視期待，在這項賽事中創造歷史的小球員們，將

來可成為國際矚目的棒球明星，為台灣爭光，為

台灣原住民族群爭光。

4.原視感恩季─感恩‧迎新活動

每年年底，原視都會邀請觀眾歡慶過節，一起感

恩，一起迎向新的一年。2009年搭配12月份的感

恩節、聖誕節、跨年等節日，舉辦「原視感恩季

─感恩‧迎新活動」，請觀眾投寄感恩小卡片，

在頻道送上祝福，營造濃厚的感恩氣氛，以揮別

2009年的金融風暴、八八風災等陰霾。這個活動

的另一層意義，是鼓勵族人及觀眾朋友存著感恩

的心來看周遭的世界，如此會讓環境更美好、視

野更寬廣、心境更喜樂。

■跨媒體宣傳

針對年度重要節目與活動，整合原視媒體資源、

公廣集團可運用之媒體資源以及對外媒體採購，

透過電視頻道、網際網路、平面媒體等等強勢

媒介，達到多面向、多層次的跨媒體宣傳效果，

讓有限的預算達到最高的效益。總計全年約達成

9,580,055人次的宣傳觸達量。

■商品、贈品開發

配合頻道年度精神與重點節目及活動，設計製作

各種文宣品，包括年度筆記本、年曆、酷卡、海

報、年報、宣傳手冊、紀念筆、DM等，供造勢活

動及行銷宣傳時使用。

台北電視節參展拉號我的家宣傳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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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進行收視研究，傾聽觀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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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原視節目收視質研究，方法更

趨多元。一方面延續2008年的

研究設計，包括專家德慧法、焦點團體討論會、族

人日誌法與觀眾論壇等，另方面也導入新的專家節

目評鑑方法。研究目的包括：

1.了解原視收視人口（開機率與個人收視率）的數

量。

2.應用2008年建構的原視節目評量構面與指標，

對各類節目進行觀眾與專家的評價。

3.以原視旗艦型節目為標的，比較專家與原民觀眾

看待節目評價指標及其意義的差異。

4.建構觀眾意見導入節目產製流程及其應用實例。

5.凝聚觀眾論壇的族群意識及其對節目製播者的啟

示。

收視研究結果

1.根據日誌法的調查結果，接受測試的原住民族家

庭平均每天花費4.4小時收看電視，其中的15.5%

（41分鐘）會用來收看原視的節目，相當於他們

每天收看無線5台或所有綜合頻道的時數比率，顯

示原視是原住民族社群最重要的電視頻道。

2.原視7大類節目當中，平均接觸率以「新聞類

節目」最高，顯示族人非常關心原住民的相關訊

息，也肯定原視新聞的詳實報導。其次依序是

「綜藝類節目」、「談話類節目」、「新聞節目

類節目」、「紀實報導類節目」、「戲劇類節

目」和「教學類節目」。這些類別的節目，平均

喜歡度都在95%以上，顯示絕大多數原住民族觀

眾都是因為喜歡某個節目才會收看這類節目。

以個別節目來看，接觸率最高的前5個節目依序

是：「原視音雄榜」（綜藝類節目）、「原視晚

間新聞」（新聞類節目）、「Ina的廚房」（紀

實報導類節目）、「2009族語新聞」（新聞類

節目）、「錢進部落」（紀實報導類節目）。其

中，「原視音雄榜」、「原視晚間新聞」、和

「Ina的廚房」，觀眾喜歡度與滿意度都相當高，

顯示這幾個節目叫好又叫座。

觀眾論壇播放節目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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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視7大類節目當中，平均滿意分數以「綜藝類

節目」的85.2分最高，其次依序是「戲劇類節目」

的84.2分、「紀實報導類節目」的82.4分、「談

話類節目」的82.1分、「新聞類節目」的81.3分、

「新聞節目類節目」的81.1分和「教學類節目」的

81.1分。

若就個別節目來看，滿意分數最高的前5個節目分

別為：「Ina的廚房」（紀實報導類節目）滿意分

數88.3分，「原視4週年台慶特別節目」（綜藝類

節目）87.4分，「原視音雄榜」（綜藝類節目）

87.2分，「台灣有愛88水災關懷音樂夜」（紀實

報導類節目）86.4分，「錢進部落」（紀實報導類

節目）86分。

4.觀眾滿意度最高的綜藝類節目──特別是「原視

音雄榜」──受到高度關注。參與座談的觀眾對

於主持人、來賓、評審、節目走向、節目呈現方

式等，都提出許多看法與建議，顯示他們相當喜

愛並重視這類型的節目。學者專家則建議採跨頻

道合作的模式，一方面可望提升節目精緻度，另

方面亦可讓非原住民族觀眾欣賞到原住民族歌手

的精彩表現。

紀實報導類是商業台較少播出的節目，其中「Ina

的廚房」介紹原鄉各地的美食更深獲好評，不但

區隔性強（與商業台比較），且主體性高，可望

成為原視指標性的節目；「8點打給我」、「原聲

帶」之類談話類節目，也都有不錯的觸達率，顯

示這種類型受到原住民族觀眾的歡迎。

5.綜合言之，原視深受原住民族社群的喜愛與重

視，族人們對它抱持相當大的期望與包容。族人

們冀望原視經常舉辦活動，例如美食比賽之類，

也期待它協助行銷原住民族歌手、提供部落與都

市原住民族小朋友參與節目的機會。族人們常收

看原視節目，對原視的批評建議都充滿善意與認

同。專家學者們建議原視，製作深具原住民族特

色，並能代表原住民族社群發言的指標性節目。

以類型而言，新聞雜誌類、綜藝類──尤其是歌

唱節目，以及紀實報導類節目，最有機會成為原

視的指標性節目，提升原視成為最有資格代表原

住民族社群、最具原住民族事務發言權的「媒介

中的媒介」。

觀眾提問。 節目製作人於觀眾論壇時回應觀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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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衡量指標，顯示各項進步

2009年，原視納入關鍵衡量指標。年初就6大

構面所設定的目標，在年度結束時均有

極佳的成效。除一般觀眾觸達人數全年增加2.3%之外，收

視滿意度維持在94％，而各項節目入圍獎項也從10項增加

為15項。

此外，族群語言服務達到14族，若加上漢語與英語，已達

16種。以國內傳播媒體落實多元文化傳播的角度評估，原

視應該是唯一達到此種成績的媒體。同時，族語節目年產

量1,352小時，也實踐了原視傳承語言文化的初衷。

2009原視關鍵衡量指標分析

指標

族語/文化傳承

內部成長

多元互動與參與

收視效益

滿意度

入圍、得獎

說明

族語節目服務普及所有官方認定族群，全年

族語節目製播時數達1,352小時。

員工個別教育訓練時數全年達18小時。

1.原視網站每月平均瀏覽網頁達35萬人次。
2.全年公共服務人次達5,500人次。

全頻道一般觀眾接觸人數全年增加2.3%。
（收視量/委託調查）

原住民觀眾收視滿意度維持94%。（收視質
/委託調查）

全年入圍得獎15項。（擬目標設定國際各
類影展、國內大小金鐘獎及卓越新聞獎之入

圍、得獎）

執行情形

2009年族語節目製播時數達1,352小時，增
加176小時，成長率0.86 %。

2009年員工個別教育訓練時數全年達16小
時，成長率持平。

1.2009年網站每月平均瀏覽網頁達308,807
萬人次，未達到目標值。

2.2009年全年公共服務人次達6,353人次（公
共服務3,373人次；活動行銷2,980人次）。

2009年全頻道一般觀眾接觸率，下半年較上
半年增加2.83﹪（收視量/委託調查），成長
率0.81 %。

2009年原住民觀眾收視滿意度94%，成長率
持平。

2009年度入圍、得獎共計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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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組織架構圖與諮議委員會

2009年原視組織架構圖

公視基金會

總經理

副台長

節目部

行政室

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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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部 行銷企劃部

新聞節目群

編輯組

採訪組

東部新聞中心

行銷組

公關服務組

節目管理組 
文化教育組

生活綜藝組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95年5月22日
第三屆第十九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5年7月10日
第三屆第二十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6月11日
第三屆第三十二次董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
下簡稱本會 )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
理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公共電視相關規

定，辦理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之製播，

為尊重原住民族意見、建立溝通管道， 
特訂定本辦法。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職掌事項如下：

一、初審原住民族電視台之營運計劃及營重

大營運方針，供本會董事會決議。

二、監督原住民族電視台之營運，接受台長

定期報告。

三、審議原住民族電視台副台長及一級主管

人事，並報請本會董事會任命之。

四、審議原住民族電視台管理及業務執行重

要規章，並提請本會董事會決議。

五、促進原住民族電視台與族群社區之服

務。

六、其他經本會董事會決議之任務。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置諮議委員十三

至十五人。但召集人得視當次議題需求，增

聘專業人士至多五位擔任專案諮詢委員工

作。

前項諮議委員行使職務時，如遇有與其利益

相關之案件時，應即主動迴避。利益迴避相

關之事項由本會定之。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年
度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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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相關事項如下：

本會董事會推舉兩位董事參與原住民族電視台

諮議委員會，並分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召集

人應以原住民籍為原則。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之成員，其為原住

民籍者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諮議委員會產生方式由本會董事會推舉社會公

正人士成立遴選委員會，經遴選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交付本會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諮議委員應顧及原住民族群區域代表性，並考

量原住民族事務或傳播或管理等專業背景。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每月原則開會一

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諮議委員會，會中由

台長提出業務簡報。諮議委員會之建議，由召

集人於必要時提公視基金會董事會討論。

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

聘之。必要時，得經本會董事會決議延長其任

期。諮議委員於任期中如有異動，應由召集人

提報當月份董事會。

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之產生由本會總經理（集

團總執行長）經社會公開之推薦提名若干人，

送請諮議委員遴選後，提請本會董事會同意後

聘任之。

諮議委員為公益無給職，但得支領出席費、交

通費、研究費或審查費。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召集人

●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

授、第四屆公視董事（任期至2009年9月）

●林志興︱國立台灣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兼南科分館籌備處主任

（2009年12月上任）

副召集人

●虞戡平︱導演、第四屆公視董事

諮議委員

●蔡中涵（SafuloKacaw Raranges）︱

實踐大學觀光學系助理教授、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理事長

●林清財︱國立台東大學音樂系主任

●夏曼‧藍波安︱原住民文學作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汪明輝（Tibusungu'e vayayana）︱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鄒族文藝基金會董事長、國際地理學會

(IGU)原住民族知識與權力學術委員會推動委員、行政院原民會語言

發展委員會委員、原住民族基本法經濟發展委員

●勒格艾（宋茂璋）︱台視新聞部記者

●林福岳︱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洪志彰（久將‧沙哇萬）︱

台東縣初鹿國民小學校長、卑南族民族議會籌備會籌組委員、 

台東縣國教輔導團鄉土語言卑南族語召集人

●林素珍（舞賽‧拉菲音）︱

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比令‧亞布︱台中縣和平鄉自由國小主任（台中縣候用校長）

（任期至2009年9月）

●金惠雯︱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第二屆原視諮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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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涵蓋14族，性別比例平均

原
視由新聞部、節目部、行銷企劃部與行

政室共4個部門組成，編制員額總計100

人，目前實際在職員額計87人，包含：台長1

人，副台長1人，新聞部49人、節目部26人，行

銷企劃部6人，行政室4人。 

總人數   男女比例          族群別比例    原漢比例

87
男x42

女x45

排灣族X23

阿美族X19

泰雅族X12

布農族X5

魯凱族X5

卑南族X2

雅美（達悟）族X3

賽夏族X2

鄒族X1

邵族X1

賽德克族X1

太魯閣族X1

噶瑪蘭族X1

漢族X11

原住民族x76，

佔87.4﹪

漢族x11，

佔12.6﹪

註：人數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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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別                      原漢別

本部 2人           男性2人

行政室 5人           男性1人
                                   女性4人

新聞部 48人         男性26人
                                   女性22人

節目部 26人          男性9人
                                    女性16人

    6人           男性2人
                                    女性4人

泰雅族1人
阿美族1人
布農族2人
排灣族1人

阿美族12人
泰雅族4人
賽德克1人
排灣族16人
布農族4人
魯凱族2人
邵族1人
雅美（達悟）族2人
噶瑪蘭1人
卑南族1人
漢族4人

阿美族8人
泰雅族1人
太魯閣1人
賽夏族1人
排灣族6人
魯凱族3人
卑南族1人
達悟族1人
鄒族1人
漢族3人

原住民族5人

泰雅族1人
排灣族1人

泰雅族2人
漢族4人

原住民族44人
漢族4人

原住民族2人        

原住民族23人
漢族3人

原住民族2人
漢族4人

行銷

企劃部

註：人數計算以編制內不定期人員為範圍。

原視職工性別、族群別及原漢別統計

年
度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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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1 ~ 12/31

收入

支出

代製節目收入（原民會） 337,120,998  338,542,998           97.24%    1,422,000          100.42%

收入合計                                 337,120,998  348,151,995              100%     11,030,997       103.27%

行政管理                                 23,268,998  25,480,330   7.71%     (2,211,332)       109.50%

新聞製作                                 126,256,000  130,228,851  39.42%      (3,972,851)      103.15%

一般節目製作                 137,667,000  130,238,072  39.43%         7,428,928         83.29%

行銷業務推展                  25,746,000  22,144,916    6.70%       3,601,084        86.01%

工程作業管理維護                  17,558,000  15,614,700    4.73%       1,943,300        88.93%

資訊管理                       6,625,000  6,625,000    2.01%             0               100%

支出合計                                337,120,998  330,331,869  100%       6,789,129        97.99%

自籌款                                                     9,608,997               2.76%     9,608,997 

科目
全年度 
預算數

累 計             
收支數

佔年度

執行比例

年度餘

(絀)數
年度

執行率

1.2009年度代製節目收入中包含2008年度保留原住民運動紀錄片460萬元在內。 
2.自籌款收入中包含已執行國科會補助科學小原子8,045,047元。
3.本年度收支結餘數轉挹注2010年原視營運經費。

註

年
度
財
報

預算執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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