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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大選公民報票  TVBS 首開新頁 

               研發部資深研究員何國華 2016 年 1 月 

2016 總統大選投開票作業，再次成為各台競逐收視率的主戰場，TVBS 首開

國內媒體之先，目標是招募 5,000 位公民記者協助報票。TVBS 下午 4 點大選特

別節目，16:01 的第一時間點，票數即已進入系統，搶先播出，領先各台。 

 

圖說：TVBS公民報票系統顯示，1月 16日下午 16:01開始，各地投開票所票數

已陸續進來。  資料來源：TVBS 

 

  TVBS 透過首次公民報票，跨出實驗性的第一步，這樣的經驗，對於台灣媒

體面對各項選舉的報票作業，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電子媒體未來如何建立公開、

透明機制，提出可供查核數據的報票流程，對於台灣媒體發展和民主深化都具有

重要意義。 

岩花館於 1 月 16 日投開票當天訪問 TVBS 新聞部總監詹怡宜，目的在瞭解

TVBS 是如何發想執行？如何在一個月內整合不同的資源？如何招募公民記者和

透過線上培訓進行實測？ 

 

總計 798 人協助完成報票 

檢討這次的開票作業，詹怡宜表示，總計這次有 798 人協助完成報票作業，

報名者的達成率大約 78%左右，「我個人非常感謝這些僅透過 email 的 ppt 教學，

與手機簡訊通知就完成工作的志工。」 

  公民記者招募過程中雖也曾引起外界質疑，但是詹怡宜認為，整體來說，這

次的經驗是成功的，證明技術可行，過程順利，而且民眾的配合度與學習力也比

預期還高，「未來我們會設法招募到更多人，規劃得更完善。」 

  為了讓任務單純化，這次的公民報票只鎖定總統票，「檢討起來，不敢讓公

民記者報立委票，也對我們的整體表現有些影響。」詹怡宜表示，因為短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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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到的人數還不夠多，使得 TVBS 公民記者報票結束後，一度票數停滯未能繼

續一路領先，「當初希望靠國民黨和中選會的票數儘快補上，但是他們開票速度

真的不夠快，以致無法做到無縫銜接。」 

  TVBS 這次提出公民記者報票構想，可以從招募期、培訓期、實戰期三個階

段說明： 

 

一、招募期 

  TVBS 於 11 月提出構想，同時結合 1111 人力銀行（負責招募）、台灣大哥大

（提供 4G SIM 卡報票），2015 年 12 月 9 日起正式對外推出招募廣告，預計號召

5,000 位公民記者報票，以全國一萬五千投開票所計算，一人負責三個報票點，

5,000 人是最理想的結果，最後招募到一千多人，其中八百多人完成線上實測，

對於第一次號召公民參與總統選舉報票，這樣的成績相當不容易。 

  招募廣告強調，只要年滿 18 歲，持有智慧型手機公民就可以參加，以及獲

得 2016 大選公民記者證。 

  

圖說：公民記者招募活動網頁，進入之後，只要填寫簡單的基本資料，接著選擇

離家最近的報票點，透過報名網頁查詢系統，就可以得知有 15個地點需求，只

要按下「我要應徵」，就完成報名程序。              資料來源：TVBS網頁 

 

二、培訓期 

TVBS 透過網路培訓，經由電腦系統將報票流程傳送至報名者郵箱，確定帳

號密碼與分配開票所編號，利用 PPT 簡報檔瞭解當天作業，同時將相關文件包

裹寄交當事人。TVBS 在 1 月 15 日(周五)下午 4 點完成模擬報票和計票作業，同

時確認各地公民記者完成準備。 

測試作業包括手機上網、個人帳號密碼登入、模擬由個位數開始輸入票數、

依中選會各投開票所加總，同時 TVBS 也提醒已設定三位候選人合計最多票數是

2,500 票，當模擬輸入結束後即按「已開完」，並登出。各地公民記者的報票資訊

直接進入 TVBS 台北系統，進行加總後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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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手機登錄後（左上），資料即自動傳回 TVBS系統中（右圖），票數經統計

加總後即可播出（左下）。                 資料來源：TVBS 

  

三、 實戰期 

要求公民記者在 1 月 16 日 15:30 到達指定投開票所，15:50 前完成手機網頁

準備作業，並於 16:00 投票作業結束，接著進行開票，從第一票開始輸入網頁，

進行最新網路計票，同時輪流上傳相鄰開票所的開票最新數字，至總統大選部分

計票結束（預計 17:30 前結束，立委票與政黨票計票結果無須回報）。   

  

圖說：指示公民記者進入公民計票系統（圖左），同時在三個投開票所進行輪流

報票作業（圖右）。資料來源：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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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圖中）公民記者配戴 TVBS公民記者證，進入投開票所（圖左），Key in

票數資料（圖右），票數透過手機回傳系統，統計後播出。透明和可供查核的資

料檔案，使得 TVBS在 2016大選節目更具公信力。資料來源：TVBS  

 

對於公民報票想法的產生，到實際執行上碰到的困難，詹怡宜分享了這次的

操作經驗，以下是訪談內容： 

 

問：TVBS 的公民報票構想是如何產生？  

詹怡宜：我們每一次選舉時都要等到中選會提供票數，明明知道全台一萬五千個

投開票所都在開票，都有明確的計票數字產生，但是一定要等到各個投開票所報

回中選會統計，進行層層確認後才會發布。當然，現在也有國民黨的報票系統，

但是仍然無法及時發布，所以選舉節目開始的 5- 10 分鐘是不會有票數的。所以

才會考慮自行報票。 

 

問：所以過去才會有部分電視台透過程式灌票？ 

詹怡宜：這是因為下午 4 點以後，明明各個投開票所就是有票數出來，各地也都

在唱票，但是票數就是沒辦法進來。所以這個問題在每一次選舉時都會碰到，之

前就是因為電視台灌票，才會引起 NCC 調查，這是因為電視台認為，明明就是

有票，只是灌票的做法因為是沒有來源依據，才會引起各方質疑。 

 

問：是否考慮過工讀生報票？ 

詹怡宜：所以報票如何有來源依據，又能夠客觀被信任就很重要，TVBS 過去的

做法就是聘用工讀生打電話報數字回來，今年原本也想採取這樣的方式，如果佈

建一百個工讀生，最起碼就可以有一百個以上投開所的票數，如果有一千人，票

數就會更多，也就是只要撒更多人，進來的數字就會更準確。我問自己，到底要

撒多少人才夠？我要花多少錢才夠？我就在思考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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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以透過公民報票的時機已經成熟？ 

詹怡宜：以前報票是採取 1:5 的比例配置，內場 1 人對應外面 5 位工讀生，協助

Key In 票數。由於科技的進步，進而思考公民報票的可行性，首先是開發可行的

軟體程式，當多數人都使用智慧型手機情況下，現在是可以透過手機直接 Key In

票數進入系統，是不是非得要再花錢找人報票？還是有沒有可能拜託大家幫忙我

們報票。 

  

圖說：左圖為 TVBS公民記者配備，相當的簡易輕便。右圖是公民記者登入系統

後即可進行報票作業。資料來源：TVBS  

 

問：這次的合作三方是如何進行任務分工？ 

詹怡宜：柯 P 選舉時也曾經有過招募志工報票的想法，當然，候選人招募志工有

他的目的，就是招募志工一起監票，我們招募志工只能是請求大家幫忙，並盡量

設法給予誘因或回饋，當時就想到請 1111 人力銀行協助招募，同時我也請公司

業務部門協助，看有沒有廠商願意提供贊助，業務部提到台灣大哥大正在開發

4G 應用，對於透過公民報票，突顯 4G 穩定度這件事將很有興趣，因此達成三方

合作，1111 願意無償提供協助，同樣也是希望達到宣傳目的。 

 

問：招募過程是否遇到困難？ 

詹怡宜：當然也有人批評，指 TVBS 想找免費工讀生，也有人到勞動局告我們違

反勞動條件。我們的確是招募志工沒有提供酬勞，但是仍然投入嘗試，就是希望

找到有熱忱願意幫忙的人，TVBS 鼓勵大家擔任一日公民記者，事後也會頒發感

謝狀，希望吸引一些人願意參與大選報票。確實是有上千人透過線上報名參加了

這次報票行動，透過線上測試也進一步知道這些人已經完成了報票測試流程，我

心裡是蠻感激和感動的。 

 

問：如何培養雙方的合作默契？ 

詹怡宜：我們跟這些公民記者過去並沒有往來經驗，當這些人看到我們的信和包

裹，願意依照我們指示的複雜步驟完成測試時，我們更確認這些公民記者是可以

完成報票作業。事實上，從報名到完成測試一定會有一些落差，有些人收到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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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臨時決定不來了，我們也只能接受，我相信，完成測試的人會想盡辦法到投

開票所現場完成這件事。 

 

問：當初為什麼會提出 5,000 位公民記者這個數字？ 

詹怡宜：當時我認為，一萬五千個投開票所，如果能夠招募到 5,000 人，一個人

可以負責二到三個開票點，所以最理想的報票人數是 5,000 人，由於招募時間很

短，當時並沒有預期會有 5,000 人，我當初只是很單純的認為，能夠招募到多少

人就是多少人。 

 

問：籌備期有多久？ 

詹怡宜：2015 年 12 月 9 日正式對外招募，回推大約是從 11 月開始籌備，先是跟

1111 達成合作協議，接著找到台哥大贊助，之後才能確認如何執行，以及何時

開始執行。台哥大原本期待利用 4G 拍攝影片放上 TVBS 新聞，雙方對此有不同

的想法，也是花了一些時間進行溝通。 

 

問：TVBS 是如何定義公民記者？ 

詹怡宜：對於這次招募一日公民記者，我們並沒有太高的門檻，我們使用公民記

者這四個字是比較寬鬆，比較類似任務型的一日志工，目的就是把票報回來，得

確有人會批評，這樣就可以叫做公民記者嗎？因為我們是採取寬鬆定義，提供一

個明確的任務，任務結束，TVBS 會頒發感謝狀，雙方的關係就此結束。 

 
圖說：報票行動結束後，TVBS會頒發感謝狀，表彰公民記者參與這場民主活動

的辛勞，同時從經過電腦確認完成工作者中，抽出五名智慧手機得獎人。    

資料來源：TVBS網頁 

 

問：如何避免公民報票錯誤的發生？ 

詹怡宜：這次的報票流程完全是透過系統建立，票數加總後即播出，當然有人會

問，如果票數錯了應該怎麼辦？我認為，重點在如何防錯，因為每個投開票所都

有票數總額，系統就會設定這樣的機制，假設有人是刻意要誤報，也不可能造成

票數大幅翻轉改變，因為開票門檻己經建立在系統裡。所以，公民記者如果誤報，

我是不可能在第一時間裡發現的，只能透過系統防錯機制，以及事後查核比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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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會票數，才能發現錯誤是在那裡，所以小錯誤可能會有，但是大錯誤是不會發

生的。 

 

問：公民記者報票和政黨報票、工讀生報票有什麼不同？ 

詹怡宜：媒體報票能夠做的還是招聘工讀生，因為就算把記者都撒下去還是不夠，

還是要請外面的人幫忙，雙方就是雇傭關係，所以可以要求一定的完成率和準確

率，但是從工讀生到公民記者仍然是有一段差距的。找工讀生和找公民記者碰到

的問題是一樣的，必須面對一群和你沒有任何合作經驗的一群人，差別只在報酬，

工讀生也可能會臨時不來，公民記者雖然誘因有限，但是只要有意願，他就會帶

著見證和參與重大新聞事件的使命感積極投入。我在聯絡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

到公民記者強過工讀生的旺盛參與企圖。 

 
問：報票要求快，所以公民報票一定會比較快？ 

詹怡宜：公民報票一定是比政黨報票要快，我不知道政黨報票是不是涵蓋到每一

個投開票所，但是政黨不求快，只是比中選會快，中選會因為要求最精準的數字，

所以一定是最慢，我們要求的是從第一票就開始報票，所以一定是最快。 

 

問：過程中，TVBS 如何與公民記者互動溝通？ 

詹怡宜：主要仍然是透過 email 溝通，TVBS 寄信出去後，就會收到部分公民的

回應，有人是回報已經測試完成，當天一定會準時報到，這是很穩定和值得信任

的公民，就是一百分，也有人是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因為合作廠商也可能發生

提供錯誤資訊的困擾，包括公民 email、電話、地址的錯誤，每個環節都必須要

有很細緻的對應和檢查，這些都會造成作業溝通上的困難。包括提供錯誤的 SIM

卡問題，所有這些事情都必須緊急處理協調，所有的突發狀況，也都必須通知到

這一千多人，每一個步驟都是一次考驗。 

 

問：如何安排公民報票點？ 

詹怡宜：公民報票點的分布會影響到我們的開票作業，這次的公民報票分布，台

北市有 98 人、新北市有 139 人、桃園市 47 人、台中市 99 人、台南市 65 人、高

雄市 100 人，另外除了屏東有 41 人以外，其他縣市都不到 40 人，所以這次的投

開票是以六都的報票部署為主，其他地區相對比較零星。 

 

問：會不會擔心可能出狀況？ 

詹怡宜：理論上從第一票就開始報票，TVBS 鏡面上在報票的同時馬上就會有 800

票的數字呈現，陸續累加的結果，票數其實會很好看，但是面對一群未知的合作

對象，仍然會有一些的擔心，因為這幾周碰到的突發狀況不少，都得一一解決。 

 

問：如何分配公民報票點？ 

詹怡宜：我們不會讓公民任意前往他所想要去的投開票所報票，因為擔心會人員

重複，作業上，是請公民告訴我們地址的同時，我們會尋找適合他去的投開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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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確認公民想去的投開票所沒有重複，我們就會同意他可以前往報票，所有我

們最初的 email 上，都會指定地點，並對應到公民所在的地區。 

 

問：透過網路培訓的利弊考量？ 

詹怡宜：我們在上一次大選的經驗是招聘二百位工讀生，要求他們必須到 TVBS

接受培訓，過程中發現，每個人能夠出席的時間常常是喬不定，或是前來接受教

育訓練之後，開票時人卻不見了，令人相當困擾，我的想法是建置公民報票系統，

把餅做大，完成率少一些沒關係，再怎麼樣也比只能找到有限的工讀生，必須花

費精力一個一個教到會，可能完成率還是不夠多會更有利。 

 

問：為何只報總統票，不報立委票？ 

詹怡宜：我想把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在誘因有限，以及沒有提供酬勞的情況下，

我希望作業能夠單純化，因為最需要的是剛開始時的票，因為報立委票相對困難，

一是不知道能夠招募到多少公民，不一定是每一個區域都會有人，立委是一區一

區的選舉方式，公民人數不一定能夠吻合，除非我能夠很肯定每一個區都會招募

到人。另外，政黨票或許可以報，但是開票是先立委再政黨，時間上會拖得太久，

這個時候，國民黨的報票可能已經陸續進來，所以不要增加公民太多的負擔，也

不要一次就想要太多的東西。 

 

問：你的期待？ 

詹怡宜：我的期待，一是快速，二是建立與公民間的動員關係，毫無疑問的，這

些公民記者已經和 TVBS 產生了信任的連結，這是很不一樣的地方，這是一次測

試的機會，公民投入協助，也鼓勵 TVBS 未來更會採取這樣的一種合作關係，這

也表示，TVBS 和民眾一起參與類似這樣的重大新聞事件是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