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南半球到南歐之廣電文化復興 

義大利電視之公共化與數位化匯流進展報導 

公視策發部程宗明 2007/7 
 

義大利中間偏左 Prodi 政府執政後，於今年五月展開一系列廣電革新政策，

所有行動集中在現有公共電視集團之「公共」法治化，及投資公共電視以帶動數

位發展；這也是繼紐西蘭、西班牙公共化之後，第三個 OECD 國家範例，策勵

自身投入公共廣電制度之改良，對台灣有相當啟示。 
 
 前任首相 Berlusconi執政多年，涉足干預公共電視人事制度，又無法區隔自

己過去投資傳播事業 Finnvest集團的利益往來，同時整體表現過度商業化，使得

全國數位化工程進度獨後歐洲各國。Prodi 政府於今年二月政權穩定後，展開一

連串矯正過度商業化的問題。依據歐洲理事會與執委會長期以來的糾正方向，義

大利傳播部部長 Paolo Gentiloni 釋放諸多正面訊息作為回應。 
 
 首先於 5月 17日於第五十一屆部長會議上，Gentiloni終止了十二年來公共

電視 RAI獨立自主的爭議，提出法案 (RAI Reform Bill) 架構一個 RAI基金會，

將整個事業與子事業收併在基金會監督治理項下；基金會董事由國會多數黨、地

方委員會、自治省、勞工經濟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學術大學聯合會、員工共

同分享提名額度，以有效分離政治與經濟勢力的影響，同時嚴禁旋轉門利益輸

送。公共使命的依據，由六年國家協約確認，而每隔兩年檢討一次，必要時調高

民眾收視費率。在業務上，明確劃分節目生產與網路播送之部門，同時設立收視

費與廣告費之專款專用帳戶。如此使 RAI 更能符合歐洲規範，滿足數位時代服

務多元需求與強化競爭力。此一法案於歇後 (5月 22日) 提出，並呼籲國會各黨
派合作推動。 
 
 6月起，傳播部長在數位電視廣播測試成果發表會上，持續呼籲新的節目投

資才是推動數位化的主力，此時 (6月 28日) 大旱逢雨霓，歐洲執委會競爭署正
式通過該國歐元四千萬的數位收視機制推廣方案，同實再次重申政府 (state aid)
對公共廣電事業未來數位平台傳輸上的種種基礎建設的資助，都是合法的。 
 
 打鐵趁熱，7月 16日 Gentiloni又正式宣佈提供三千三百萬歐元給義大利公

共廣電事業 RAI發展數位化，此一行動為法令決策，相關經費將於 2007 年內支

付。透過 RAI 兩個地面數位傳輸網的 40處站台，建構 100個機房，同時聘用 15
組工程技術團隊，達成 85%人口的數位廣播覆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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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4日義大利獨立傳播管制機構 AGCOM (Autorità per le garanzie nelle 
comunicazioni) 正式發表年度報告，認定這項政府政策是走上正確的方向。

AGCOM開宗明義認為，近年數位化的發展，製造與惡化電視數位系統的失衡問

題，使未來廣電資產無法多元化。但有鑑於未來數位經營的多目的需求，以現有 
RAI 體制來論，將過於複雜難以一致性執行，所以更確認 RAI 改革法案有其必
要。政府傳播部咸認為，就此在公共廣電改革上雙方有一致共識，期盼數位轉換

能急起直追，釋放多元價值與競爭力，重建新時代的網路服務。 
 
 我們見到一個有高度共識的義大利改革方案，而台灣在過去七年中，也多少

符合此一路徑，坎坷發展，尚能取得與媒體民主改革並肩其步的幅度（請見下表

分析）。但是面臨下一個大選前，政府治理階層能否再次確認，我們在 21世紀第
一個十年的底定時，可否完成此一承轉發展？近來政府傳播政策之擬定常在混沌

狀態下，此一國際趨勢值得自我深思與惕勵；值得再問：是否有絕對之投入與承

諾，讓國家的廣電產業產生引領的力量？           
 
國家與執政者 公共化政績 公共化經費 數位化發展 數位化經費 
紐西蘭 
勞工黨 (1999) 

2003 年公共憲

章設定，國有商

營 電 視 臺

TVNZ 轉變為
皇家特許公司 

Charter Subsidy: 

12 million (2003) 

15 million (2004) 

14 million (2005) 

plus 紅 利 投 資

11.4  million  

17 million (2006-7)

 

2006 年宣布提供

六年發展方案，協

助發展兩個新數位

頻道，一為新聞體

育，一為兒童家

庭；並與其他業者

組成數位平台公司

Free View 

2006 年提供 

79 million 

(52 million USD) 

25 million for Free 

View 

西班牙 
社會黨 (2004) 

2006 年 9 月宣
布正式將國有

電視臺 RTVE
轉變為特殊法

人 Corporation 

承諾將公共經

費投入增加至

營業額 50%之
比例 

2005 年決定核發

兩個數位多重訊號

全 國 頻 率 給

RTVE，委託作為數

位電視之引領者，

推出 6-8 個多頻道

服務 

2006 年政府投入 9 

million 與Pro DTT 

Association 合作進

行數位平台測試與

推廣之用 

義大利 
中間偏左政黨 
(2006) 

2007 年 5 月正
式推出 RAI 改
革法案，將其事

業委託獨立基

金會負責經營 

每兩年檢討收

視費率與物價

調整為同步 

2007 年 7月提出數

位發展方案，協助

公共電視兩個數位

轉播頻率全國普及

化 

提供 33 million
作為數位建設

計畫當年所需 

台灣 
民主進步黨 

2006 年通過「無

線電視事業公

依法可附負擔

捐 贈 相 對 補

2003 年通過五年

四期數位共同傳輸

403 million (2003)

300 milli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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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股處理條例」將

國有民營電視

臺：華視轉變公

共化、並三年內

買回民股歸基

金會擁有 

助，政府目前仍

無具體資助宣

布 

平台發展計畫 

2006 年通過數位

電視發展兩年計畫 

皆委託公共電視基

金會建置 DVB 示

範平台與 HDTV 

76.5 million (2005)

251.5 million (2006)

兩年計畫：4,4 billion 

(2007-2008) 

＊ 幣值各從其國之貨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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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2007 

Ok Calabrò on Rai and pluralism says Hon. Gentiloni  

16-07-2007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llocates to Rai for 2007 33 million euros for digital Tv 

development  

28-06-2007 

Government satisfied for Eu decision quickening switchover to new technology says hon. 

Gentiloni  

22-05-2007 

We need new programmes for the switchover says Hon. Gentiloni  

Rai Reform Bill  

20-05-2007 

Rai Reform : We hope for collaboration with opposition  

19-05-2007 

Mediaset rise is going well, apolitic Rai will change its strategy says Hon. Gentiloni  

17-05-2007 

51st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17 may 2007 

Pekic, Branislav (July 18, 2007). RAI to get E33m from budget for DTT. 
Advanced-Television.Com, Issue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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