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NHK 節目     

                                       公視策發部 陳慶立 2007/9 

 

    日本人口約有 1 億 2,777 萬(2006 年 10 月 1 日)，根據「NHK國民生活時間」

調查(2005/10/11-24)，10 歲以上的日本國民(對象 12,600 人，回答者佔 61.3%=7,718

人)有 9 成的人會看電視，平均一天每人的收視時間為 3 小時又 39 分，說日本是

一個很愛看電視的民族也不為過。從 2005 年的收視率調查結果1來看，日本人看

電視的時候大約有接近 3 分之 1 的時間是在收看NHK頻道的節目；足見身為日本

公共廣電的NHK的節目相當受到觀眾喜愛。 

    從組織圖可以知道，節目部隸屬於放送總局2。根據筆者 2007/7/26 的電話訪

問，NHK節目部的員工數為 650 人，而近 3 年節目製作剪輯預算各約佔總預算的

三分之一，每年金額高達 600 億新台幣。另外，新聞部的預算也高達 600 多億；

兩個部門合計佔總預算的 6 成多，從預算的分配可以知道：節目部與新聞部可以

說是NHK的棟樑，合力撐起日本公共廣電的大招牌。 

近 3 年節目製作剪接預算佔總預算的比例(單位:日幣億元) 

2007 年 2006 年 2005 年 

6130.4 6517.9 6724.4 

2118.9 1995.4 2131.8 

35％ 31％ 32％ 

 

                                                 

1  6 月份收看時間為 3 小時 43 分，其中 57 分鐘看NHK，約佔 25.5%。 11 月份收看時間為 4 小 

   時 1 分，其中 1 小時 9 分鐘看 NHK，約佔 28.6%。 

 
2 『NHK年鑑 2006』P8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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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試算的結果，目前NHK播出的節目總數有 522 個3。節目的類型大致區分

為 8 類：教養節目、教育節目、學校節目、兒童節目、新聞節目、體育節目、藝

能節目、娛樂節目。所有節目的製作都要依循『節目製播準則』，這部準則被NHK

稱之為『憲法』。意指其地位崇高，非遵守不可。 

    由於 NHK 的節目數量太多，無法一一介紹，所以只能挑選幾個口碑好有代

表性的節目。筆者總計側錄了 7 個節目，當中有的是新節目，有的是老節目。以

下就分別來看各個節目的基本背景以及它的內容構成。 

◎ 『兒童新聞週刊』 

  於日本時間每週六下午 6:10-6:42 播出，演出者為模擬的一家人「鎌田家」，

包括父母親、2 個兒子、1 個女兒共五人。扮演父親者是 NHK 跑社會新聞出身的

記者，扮演母親者是舞台女演員，3 個小孩則分別就讀國中一、二、三年級。本

集的節目構成如下。 

一、父母親先介紹過去一週日本國內的重要新聞，從中擷取『介護』這則新聞 

    作進一步解說。 

二、舉 3 個例子說明媒體的影響力： 

    1.商業台誇大納豆有神奇效果而造成民眾瘋狂大搶購。 

    2.宮城縣出身的知名男演員當選縣長。高知名度的縣長上電視宣傳宮城 

      縣的農水產品，促成宮城縣的土雞肉在東京大賣，其銷售量成長 8 倍。 

    3.南亞海嘯的捐款數額因為媒體的廣泛報導，其所募集到的金額是救助蘇 

      丹內戰難民捐款的 65 倍。 

三、介紹『新聞解讀力』的 4 個重點： 

    1.電視上顯現的畫面只是整體畫面的一部分，不可不慎。 

    2.剪接段落的不同會造成語意呈現的大不同。 

    3.十年來交通事故件數的推移變化圖會因為數值間距大小的不同而呈現出 

                                                 
3 NHK：「50音順番組一覧」http://www3.nhk.or.jp/toppage/program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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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幾乎無變化與 B.成長快速，兩種截然不同的結果，所以看圖時必須小心。 

    4.同樣的畫面配上不同的音樂也會給人完全不同的感受。舉新幹線行駛與北 

     極熊媽媽帶著兩隻小北極熊在雪地行走為例。 

 四、說明阿拉伯數字每 3 位數加註 1 個逗號以方便閱讀乃是受到英語影響的 

     結果。 

 

◎ 『食物一直線』 

  於日本時間每週日早上 6:15-6:50 播出。這是新節目，目的在讓觀眾透過「食

物」看見當今的日本。節目企劃經由聽取料理達人和消費者的意見，傳達日本國

內的農夫、漁民追求美味與食品安全的熱情、用心與堅持。側錄這一集的主題是

介紹最有歷史傳統，最能代表日本「食文化」的味噌。男主角因戀愛而結婚，結

婚後毅然辭去原來的工作，全心承接岳父家祖傳的味噌製造工作。 

 

◎ 『歌喉自豪』 

於日本時間每星期天 12:15-13:00 播出。透過這個節目向全國介紹各個地方的

資訊、生活樣貌、歷史與文化。2007 年預定拍攝 1,597 卷，目的在促進社會大

眾對公共廣電的了解，廣泛建立與包括年輕世代在內的觀眾之互動關係。本節

目至日本各地舉辦歌唱比賽，亦曾在巴西、美國、韓國等國外舉辦。台灣受過

日語教育的世代曾經連署數萬份簽名透過台北支局請求 NHK 在台北舉辦『歌喉

自豪』，終因政治因素考量未能實行。這一集節目的構成如下。 

一、利用空拍畫面介紹當地事物。 

二、通過初賽而勝出的參賽者一一出場。 

三、根據參賽者的指名意見，製作單位會邀請 2 位歌手來賓到現場獻唱表演。 

四、主持人唱名集合合格者到舞台前方，頒發特別獎後宣布本次歌唱冠軍得主後 

    結束。 

 

◎ 『和媽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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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日本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35-9:00 播出。這是以 2 至 4 歲幼兒為對象的教 

育娛樂節目。透過歌唱、體操、人偶、動畫等幫助幼兒發展它的語言、情緒和體

能。這一集的構成如下。 

一、猜謎後介紹歌曲。有甜點之歌、斑馬之歌、河馬之歌。 

二、透過「偵探」解說如何區分「推土機」與「挖土機」。 

三、人偶們因為下雨無法外出去動物園玩而感到困擾和沮喪。於是想出一個點 

    子由大家分頭扮演動物來玩。 

四、由主持人姊姊帶小男生運動跳舞。 

五、由 3 歲的小女生教導示範幼童如何自己穿睡衣。 

六、以動畫介紹洗衣機的功用。 

 

◎ 『歷史轉捩點』 

  於日本時間每週三晚間 10:00-10:43 播出。此節目已有 8 年歷史，有 CD、DVD

和書籍等相關產品在販賣。節目主持人認為歷史並不是年號、歷史事項這些無機

體的集合。歷史是活生生的人以血淚、愛恨情仇所交織而成的「人間連續劇」。

歷史也不是被既有常識所綁架而冥頑不靈的老古董。隨著新事實的發現，或者即

便是舊資料只要換個角度切入，歷史隨時也會呈現新的風貌，新的生命。 

    這個節目不僅「長壽」，長期以來得到觀眾的信賴，也是一個高品質的節目。

主持人自我期許，不拘泥眼前的收視率，不為了取悅觀眾而靠想像編撰有趣而感

動人的故事，在能夠提出出處、典故的前提下一步一腳印扎實地把節目做下去。 

    本集的題目是『想要推倒冷戰圍牆的男子-石橋湛山』。石橋在二戰前是記者， 

曾經因為反對日本走帝國主義路線而遭到政府的鎮壓。戰後投身政治擊敗岸信介

而成為日本首相，卻因為腦中風只當了 65 天首相便提出辭呈。韓戰後美中兩國

嚴重對立，石橋以民間人士的身分在 1959 年實現了他訪問中國的夢想，與周恩

來會談時提出了獨創的構想「日中美蘇和平同盟」。兩人於會後發表共同聲明，

建立了互信關係，替日後 1972 年的日中建交預先鋪路。節目以模擬畫面、資料

畫面鋪陳敘述，輔以學者專家的觀點分析，對左右日本歷史發展的關鍵人物作介

紹。本集進棚的學者認為石橋排除自民黨內的反對力量成功地訪問中國，後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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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森也訪中，中國在 1971 年成功地加入聯合國，在在顯示石橋是一位能夠洞察

機先的政治家；在當今後冷戰時代，重新思考石橋走過的路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意

義。 

◎ 『大家都是馬蓋先』 

  每週三晚間 8:00 播出。因為此節目大獲好評今年已經是第 13 年播出。本節目

主要關心「食物」與「健康」這兩個與生活密切相關的話題，以科學驗證的手法

解析像是章魚燒要如何做才會好吃，刷牙要怎樣刷才會降低得肺炎的風險等。男

女兩位主持人透過 VCR，圖表，模擬道具及棚內試吃等帶領來賓了解真相，最

後讓來賓按下座位前方表示『合點』(認同之意)的按鈕為止。節目最後還會讓來

賓寫下近似詩詞的感言作結束。 

  本集主題是「骨質疏鬆新事實」。透過醫學攝影畫面、醫師現場解說、醫學模

型道具等逐步解析三個謎題。 

1. 為何缺鈣時血管壁會形成小骨頭，進而引起動脈硬化? 

2. 骨頭粗大的大腿骨為何近年來骨折的件數不斷增加? 

3. 為何隨者年齡的增加，補充很多鈣質卻依然無效? 

  節目中穿插讓 3 位來賓作猜謎活動，深入淺出地帶出答案，而來賓、主持人間

的對話也頗為幽默風趣。 

 

◎ 『地球特派員 2007』 

  這是一個 NHK 極力推薦的新節目。晚間 10:10-10:59 播出。排檔不特定在星期

幾，隨時於週間或週末推出。從動搖世界的政治、經濟事件到文化、生活方式的

新趨勢，在全球化的當下，世界各地時時刻刻都在發生影響我們生活和未來的事

件。這是一個國際資訊節目，派遣當代一流的「知性特派員」前往「現場」，透

過其獨特的角度進行紀錄文學式的專題報導。地球特派員的構成多采多姿，有作

家、新聞從業員及研究員等。透過特派員深入而有趣的觀點刻畫浮現出當今世界

的樣貌。節目進行的同時另外邀請一位對該集問題有深入關心的專家到攝影棚

內，作相關背景的深入解說。 

  這一集介紹加入 EU 的羅馬尼亞的現狀與課題。 

1.歐美各國銀行透過羅國銀行總計投資 15 億歐元，興建平均每戶售價 3 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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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日圓(價格不輸東京精華地段)的 5,000 戶豪宅新社區。資方信心滿滿地表示

售出後可以倒賺一倍。 

2.微軟也看好羅馬尼亞的未來，比爾蓋茲訪問羅國並決定將世界技術支援中心設

在羅馬尼亞。 

3.然而，經濟前景看似一片大好的羅國卻面臨勞動力嚴重不足的問題。勞工總數

的四分之一 ，大約 250 萬人外流到薪資所得高出許多的 EU 各國。羅國政府

公開呼籲他們回國。勞力外流所空出來的工作機會由東方人遞補。鏡頭中可以

看到相當多的中國勞工離鄉背井地來到羅國的工廠工作，因為在這裡可以賺到

比待在中國更多的薪水。 

4.加入 EU 後農民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不符合 EU 的衛生標準，自製的起司 

  、葡萄酒從 7 月 1 日起將不得公開販售。農戶顯露報怨與不安。 

5.羅國的鄰國 Moldova，人種主要由羅馬尼亞人與斯拉夫人組成。羅馬尼亞駐

Moldova 領事館每天都有羅馬尼亞裔人大排長龍等著申請獲得羅國護照。目前

已有 50 萬人取得羅國國籍。預估未來將有半數人口=200 萬人取得羅國國籍。

這個現象引起 Moldova 總統不滿，公開表示長此以往 Moldova 國將消滅。俄羅

斯的報紙則將此事形容為兩國的外交戰爭。 

資料來源： 

1. NHK：「2005 年 国民生活時間調査報告書」

http://www.nhk.or.jp/bunken/research/life/life_20060210.pdf

2. NHK：「週刊こどもニュース」 

http://www.nhk.or.jp/kdns/

3. NHK：「産地発！たべもの一直線」 

http://www.nhk.or.jp/tabemono/

4.NHK：「のど自慢」 

http://www.nhk.or.jp/nodojiman/

5.NHK：「おかあさんといっしょ」 

http://www.nhk.or.jp/kids/program/okaas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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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HK：「その時歴史が動いた」 

http://www.nhk.or.jp/sonotoki/

7.NHK：「ためしてガッテン」 

http://www3.nhk.or.jp/gatten/

8.NHK：「地球特派員 2007」 

http://www.nhk.or.jp/bs/tokuhain/

 

 

 

 

 7

http://www.nhk.or.jp/sonotoki/
http://www3.nhk.or.jp/gatten/
http://www.nhk.or.jp/bs/tokuh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