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 ABC 之績效管理與問責 

策發部副研究員 林金玉 2009/5/30 

作為世界公視的重要成員之一，澳洲公共廣電機構 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在邁入廿一世紀之際，同樣面臨全球化浪潮、商業對手崛

起、多頻道與數位化挑戰以及寡占地位不再的媒體市場變局。 

為了捍衛並重建公共廣電在數位時代之存在價值，ABC 於 2000年進行組織

改造，同時提出一套績效衡量(performance measurement)制度，導入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ce Indicator)，作為強化對外問責(accountability)與提升內部經營績效

的管理工具。 

導入績效管理架構 

1983 年，澳洲國會通過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ct(ABC 

Act(1983)，本文或簡稱Act)─ 澳洲廣播公司法，將ABC轉型成具有法人資格的

Corporation。ABC Act(1983)第 6 節(section 6)並納入「Charter of the Corporation」(稱

「ABC 憲章」)相關條文，明確規範公共廣電 ABC 之功能與責任。據此，ABC

正式從國營事業改制為肩負公共服務法定任務的公共廣電機構。 

ABC憲章的核心，在彰顯澳洲整體社會期待公共廣電扮演之功能與應盡的責

任，也是探討ABC作為公廣機構之存在價值的依據。然而，90年代末數位技術之

引進與商業媒體的競爭，不僅改變了澳洲媒體傳統之地景生態，ABC同時面臨政

府縮減撥款額度的窘境(註1)，迫使ABC必須重新思考節目製播、組織架構、營運

績效以及作為公共廣電之存在價值。 

1999年10月ABC董事會達成更主動地參與指導公司政策方向之決策，以實現

改善公司治理與問責流程的承諾。特別是，董事會要求ABC在節目責任、編輯議

題、符合澳洲區域性與國際性需求等關鍵策略性政策範疇上，持續進行績效評估

工作。這項決策表現了董事會企圖重新定義澳洲公眾關於ABC在快速變遷的媒體

環境下之角色、經營效率以及政府經費撥款的論辯。 

2000年11月，ABC成立「績效衡量(Performance Measurement)」專家小組，負

責進行績效衡量分析與報告，透過關鍵績效指標(KPI)與國內外評估基準

(Benchmarking)之建立、報告與運用，檢視公司經營成效與生產力。專家小組成

立宗旨，就在協助ABC進一步了解其經營效率與效能，同時辨認加強績效提升所

需的行動。 

該套績效衡量架構內容與執行結果在2000-2001年報中首度對外發表，往後也

成為營運計畫與每年年報固定登載的內容。經過不斷調整與適應，ABC發展出一

套「平衡式績效架構」(Balanced Performance Framework)，作為持續審視ABC的策



 略目標並促成目標有效達成的管理工具。 

ABC 問責機制 

如前所述，ABC 績效衡量制度提出之目的，除為了提升公司之經營管理成

效，也在強化ABC的對外問責能力。根據現行 ABC Act(1983)內容，ABC對澳洲

政府與公眾的問責(accountability)方式，表現在下列範疇： 

‧ 部門主管根據內部治理原則，每月定期向董事會提出業務執行報告 

‧ 針對董事會提出的營運計畫(Corporate Plan)內容，於每年年報中將營運計

畫各項目標之執行與表現，對應憲章之義務與董事會職責，列入逐項評

核與檢測結果，送交國會審查並接受社會公評。 

‧ 遵守澳洲國會下設之澳洲國家審計辦公室(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ANAO)所提出的稽核報告。ANAO除了在每年年報固定公佈ABC

財務與事業經營效率之稽核結果，也可在國會授權下，對ABC啟動特殊

調查工作。例如，ABC曾於 2001年爆發管理醜聞，當時澳洲國會即要求

ANAO針對 ABC之內部管理進行財務和績效審查，並於審查報告中提出

改善建議(註 2)，責成 ABC遵從辦理以實現憲章內容；對於ABC之改善

情況又再進行後續審查工作(註 3)。 

‧ 針對觀眾提出之節目申訴，由觀眾與客服部門(Aud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或申訴處理執行委員會(Complaints Review Executive，CRE)，依照

相關程序處理回應；另一方面，由董事會指派成立的獨立申訴處理委員

會(Independent Complaints Review Panel，ICRP)，則於 ABC節目發生嚴重

偏差、報導失衡或是不公平對待之情況下，根據觀眾提出之書面指控進

行調查評估。 

‧ 利益受損之團體可尋求澳洲通訊媒體管理局(ACMA)進行調查 

綜言之，ABC 的問責機制主要是透過內部治理途徑，依據營運計畫提出的

績效評量架構進行自我評鑑與管理，而外部或第三公正獨立單位則在特定情節

下，由國會授權或根據相關法規啟動審查評鑑工作。 

營運計畫 

ABC 憲章要求 ABC應採納所有可能量測方法，以評估是否達成憲章明示之

義務，至於如何將憲章條文具體轉化至 ABC 的實際經營層面，就仰賴董事會定

期提出的營運計畫(Corporate Plan)，負責詮釋、定位任務內容，確立策略指導方

向與營運目標，並進一步訂出績效評估方法與檢測指標。 

營運計畫的重要性，一方面在不斷變動的媒體地景中替 ABC 設定實踐憲章

任務之架構，另一方面協助 ABC 維護公共廣電之特殊地位，因應媒體產業之動



 態與觀眾需求之變化做出靈活決策。換言之，營運計畫的目的在確保 ABC 達成

核心目標、爭取澳洲人支持，維繫ABC在澳洲文化生活中獨一無二的重要性。 

ABC Act(1983)的「營運計畫(Corporate Plan)」專章規定，ABC董事會必須準

備 3至 5年期限的營運計畫，提交給主責政府部長；另一方面，董事會隨時可針

對營運計畫內容進行檢視與修訂。Act 也要求計畫內容必須列入說明的項目包

括：設定 ABC 與所屬單位之營運目標；針對如何達成營運目標、執行企業功能

以及確保董事會善盡職責等事務，制定整體發展策略；納入公司之預期財務收益

與花費，含資本支岀與借貸；提出經董事會認可之營運或是財務上的表現指標與

目標；以及其他相關法規事項等等。 

除了營運計畫，Act 規定在每年提交給國會審查的年報中，根據營運計畫內

容，納入該年度 ABC 與所屬單位，就目標達成程度以及公共廣電功能執行的表

現所進行之評估分析。 

由上所述，可將 ABC 實踐績效管理與對外問責之流程勾勒如下：董事會擬

定營運計畫，設定各項營運目標、確立策略指導方向以具體實踐憲章義務，同時

設計目標達成與績效表現之衡量指標，交由經營團隊負責執行，透過內部治理機

制進行自我評估與量測；執行產出與評鑑結果依法納入每年定期提出的年報，送

交國會審查，並在ABC網站上公佈，接受社會大眾檢視評斷。 

接下來將以 ABC 2007-2010 三年營運計畫以及 2007-2008年報內容為例，進

一步解析 ABC 績效衡量制度之細部操作原則與方法，如何透過營運計畫有系統

的把組織願景和策略，對應憲章義務與董事會職責，轉化成一套全方位的績效量

尺，作為策略衡量與管理體系的標竿。 

ABC 2007-2010 三年營運計畫之績效管理 

2007-2010 營運計畫自 2007年 7 月 1 日生效執行。在這三年規劃期間，ABC

的挑戰包括推出數位廣播，同時隨著競爭媒體平台(包括付費、線上與行動裝置)

之興起以及閲聽眾日漸區隔化，進一步推動傳統轉播平台之數位化工程，維持

ABC在數位媒體之領導地位。 

另一方面，澳洲政府於 2006 年末進行媒體所有權法案之修訂，可能導致媒

體所有權集中化與外資介入增加，也將因此轉變澳洲媒體地景之面貌。種種這些

外力都會影響消費者之需求模式、競爭壓力以及對於ABC表現的期待。 

如何提供澳洲最主要的的公共媒體空間，讓閲聽人得以參與並分享經驗，實

現澳洲人的最大利益，對此，ABC擬定策略指導方向如下： 

 節目內容對促進澳洲意識有所貢獻 

 提供閲聽眾頻繁、多樣而豐富的媒體經驗 



  建立數位公共廣電，維持ABC在媒體發展的領先地位 

 在資源管理之效率與效能上展現更好的執行能力 

 提高ABC公共投資收益 

2007-2010 營運計畫內容呈現在四大活動構面：良好的公司治理、內容播送

與觀眾互動關係、提供澳洲社會投資價值、以及學習與成長的承諾。ABC從四

大活動構面進行平衡思考，並參酌當代澳洲廣電產業發展境況，依照既定策略

目標與評估目的，對應ABC ACT(1983)相關條文與憲章義務，建立所謂的「平

衡式績效架構」。架構內容說明如下： 

◎ 平衡式績效架構(Balanced Performance Framework) 

ABC 的角色：發揮告知、娛樂(s6(1)(a)(i))(註 4)與教育(s6(1)(a)(ii))的功能 

目標 1：良善治理構面─ 「確保 ABC獨立、完善和高水準」(s6(1)(a)；s8(1)(b))

‧ 確保新聞和資訊公平而正確(s8(1)(c)) 

‧ 發展節目製播規章(s8(1)(e)) 

‧ 採納 ACMA標準(s6(2)(a)(ii)) 

‧ 遵守相關法規(s8(1)(d)) 

‧ 考量澳洲政府針對廣電與監管業務做出之相關政策宣示(s8(2)) 

目標 2：產出與觀眾構面─ 「作為澳洲最主要的公共媒體空間，供閲聽人參與

議題與表達意見」 

‧ 促進國家認同意識(s6(1)(a)(i)) 

‧ 提供觀眾多元創新的節目和服務(s6(1)(a)；節目內容滿足廣泛喜好和特

定興趣(s6(2)(a)(iii)) 

‧ 內容型態：新聞和資訊(s6(1)(b); s8(1)(c))、富教育意義(s6(1)(a)(i))；推

動音樂、戲劇與其他表演藝術(s6(1)(c))、反映文化多樣性(s6(1)(a)(i)) 

‧ 對海外轉播新聞、時事、娛樂性和文化豐富性之節目(s6(1)(b)) 

‧ 考量澳洲社會之多文化特色(s6(2)(a)(iv) 

‧ 顧及商業台與社區廣電業者提供之服務(s6(2)(a)(i)) 



 
目標 3：投資價值構面─ 「ABC 提供效率與效能兼具的服務，實現澳洲人的最

大利益」 

‧ 提供澳洲人最大利益(s8(1)(a)) 

‧ 確保 ABC 功能有效執行且實現澳洲人最大利益(s8(1)(a)) 

‧ 著眼於盡可能提高淨收益，同時考量 ABC 功能之適當績效表現，進行

規劃 charges payable 收費機制(s29(2)) 

目標 4：成長與學習構面─ 「透過優質的領導團隊以及勇於負責與充滿機會的

工作環境，促成ABC發展與永續經營」 

‧ ABC 總經理負責確保公司盡可能有效且符合經濟效益地運用員工服

務(s50(1)(a)) 

◎ 績效衡量(Measuring of Performance) 

除了確立「平衡式績效架構」原則，ABC 從三大層面著手衡量企業經營績

效，說明如下： 

(一)整體效率層面 

第一層面在評估根據 ABC ACT(1983)，包括 ABC 憲章內容，訂定之義務與

標準所提供之服務，對於實現澳洲社會利益之影響或成果。這項高階衡量結

果呈現在 ABC 每年針對 14 歲以上社區民眾之態度所進行的欣賞度調查

(ABC Appreciation Survey)報告中(註 5)。 

社區滿意度衡量針對 ABC 整體營運表現，進行標準、社區欣賞度、憲章服

務和投資價值等各項指數調查，反映閱聽眾對於 ABC 對澳洲社會之貢獻價

值的理解與信任： 

 標準指數 

♦ 認為ABC提供優質節目的百分比(%) 

♦ 認為ABC平衡公正處理新聞時事報導的百分比 

 欣賞指數 

♦ 珍惜ABC以及它對澳洲社會所提供之服務的百分比 

 憲章服務指數 



 ♦ 認為 ABC 對澳洲人意義非凡且對澳洲國家認同有所貢獻的百

分比 

♦ 認為ABC反映澳洲社會之多元多樣性的百分比 

♦ 評估ABC在下列事項表現的百分比 

‧ 鼓勵與提升澳洲表演藝術，例如音樂與戲劇 

‧ 提供富教育意義的節目 

‧ 提供適當的新聞與主題資訊綜合節目 

‧ 在廣受喜好與特殊興趣之節目間達成良好平衡 

♦ 認為ABC創新的百分比 

 投資價值指數 

♦ 認為ABC經營有效率且管理良好的百分比 

(二)關鍵成果範疇層面 

第二層面依照由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board)法(註 6)建立之架構，尋

求四大構面最恰當的關鍵量測要素，評估 ABC 在各項策略目標的表現。關

鍵成果範疇針對每個構面的策略目標與衡量目的，設定執行重點方向，並列

出預定達成的關鍵成果。針對每個重點方向，說明執行目的並列出優先策

略，設計與各項子策略相對應之細部行動與預期目標，作為績效衡量的指標。 

同樣根據「平衡式績效架構」原則，2007-2010 年營運計畫四大活動構

面之關鍵成果範疇內容規劃如下： 

目標 1：良善治理構面─ 「確保 ABC獨立、完善和高水準」 

  
 觀眾申訴處理效率，依據相關法規與ABC內定的時程進行

績效衡量 

 公佈編輯政策品質保證之調查結果 

 實現法定與法律義務 

 環境影響評估與回應證據 



  

目標 2：產出與觀眾構面─ 「作為澳洲最主要的公共媒體空間，供閲

聽人參與議題與表達意見」 

 
內容 

 每年首輪澳洲電視內容的百分比例(分下午 6點至午夜、上

午 6點至午夜兩種計算時段) 

 ABC 前 20 高收視率節目中澳洲電視節目之百分比例 

 每個音樂廣播網澳洲音樂表演之百分比例 

 主流電台的原創內容以及替ABC Local Online 製作的網站

內容之百分比 

 全國/地方「突破」電視廣播時數的百分比例 

 認為ABC電視＇廣播和線上服務之節目優良的百分比例 

 主要媒體獎項的重要肯定 

觀眾 

 ABC 整體觸達率(跨所有平台) 

 ABC 電視與廣播的觀眾佔有率 

 媒體平台與網路的觀眾觸達 

 廣播訂閱、影音訂閱與匯流媒體的統計流量 

目標 3：投資價值構面─ 「ABC提供效率與效能兼具的服務，實現

澳洲人的最大利益」 

 
 資源運用程度 

 資產利用程度 

 透過企業流程再造促成之效率 

 新型企業活動的程度 

 非撥款收入占總支岀的百分比例 

 外部關係業者參與的質素證明 

目標 4：成長與學習構面─ 「透過優質的領導團隊以及勇於負責與充

滿機會的工作環境，促成ABC發展與永續經營」 

 
 就業調查結果 

 原供流動率與職缺的外部參考標準 

 員工學習與發展投資 

 根據外部職業健康與安全參考標準之表現 

(三)行動與預期目標層面 

爲達成或改善關鍵成果範疇所宣示的營運績效，有必要採取特定行動，



 第三層面之衡量即針對營運計畫優先策略所擬定之細部行動與目標。行動目

標是否達成在年報中通常以「已達成」(achieved)、「進行中/進展順利」

(ongoing/on track)或「未達成」(not achieved)來表示其衡量結果。 

2007-2008年報 

ABC 根據「平衡式績效架構」原則，設定達成關鍵營運方針之優先策略，

並進一步規劃行動與預期目標適當的績效衡量指標。接下來以 2007-08 年報為

例，說明行動與預期目標層面之衡量內容與結果： 

目標 1：良善治理構面─ 「確保 ABC獨立、完善和高水準」 

關鍵行動方針 優先策略 行動與目標(：衡量結果) 

編輯標準─  

維護澳洲廣電

機構最高的編

輯標準： 

‧正確性 

‧公正與公平 

‧公眾論辯 

策略一： 

追求最高編

輯標準 

‧持續評估ABC編輯政策，在不斷變動的媒體環

境與時俱進(：進行中) 

‧ABC 編輯政策之執行上採納全公司之詮釋與建

議(：進行中) 

‧確保所有員工理解他們的義務並遵守ABC編輯

政策，內容製作人員並接受編輯政策進階訓練(：

進行中) 

‧定期進行自我評鑑，維持ABC內容之品質管控

(：進行中) 

‧評估並發展品管系統，針對ABC內容是否遵守

編輯政策提出定期、可信且有所依據的評鑑(：進

展順利) 

‧以公正的態度及時理解並回應觀眾申訴(：進行

中) 

公司治理─ 

透過持續進行

公司治理、政策

與程序之評估

工作，提升ABC

聲譽和高績效

標準 

策略二： 

在公司治理

與公共問責

上，採用最

佳執行標準 

‧維持並提供最佳典範治理體制與報告流程，使

董事會得以履行 ABC Act 第 8 節所賦予的義務(：

進行中) 

‧確認年度風險認定提供發展優先策略與管理回

應的資訊(：進行中) 

‧確保工作環境符合職業健康與安全之需求(：進

行中) 

公民服務─ 

對澳洲民眾之

生活與健康環

境之維護有所

貢獻 

策略三： 

與本地和國

際社會共同

合作，促進

彼此關係和

善意 

‧執行或參與和本地社區相關的公眾活動(：進行

中) 

‧選擇性參與慈善活動，提供社區所需(：進行中)

‧與國際廣電業者合作，特別是亞太平洋地區，

發展健全而負責之公益機構(：進行中) 

‧參與媒體組織與管理研討會，在國際上積極發



 表政策意見與專業講演(：進行中) 

策略四： 

降 低 ABC

經 營 對 環

境、生態多

樣性和文化

遺址的衝擊

至最低程度 

‧設定並達成能源與水資源消耗改善之年度目標

(：進展順利) 

‧設定並達成降低 CO2 排放之年度目標(：進展

順利) 

‧進行 ABC 設備能源稽核(：已達成) 

‧洽談採購與服務合約時，辨認並考量環境足跡

問題(：進行中) 

‧在ABC管控下執行遺產策略，辨認並關切遺址

之維護(：進行中) 

‧遵守 1999年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存法賦予

之義務(：進行中) 

‧考量所規劃之設備與器材，對於能源效率、環

境與生物多樣性之長期性衝擊(：進行中) 

 

目標 2：產出與觀眾構面─ 「作為澳洲最主要的公共媒體空間，供閲聽人參與

議題與表達意見」 

關鍵行動方針 優先策略 行動與預期目標(：衡量結果) 

內容─ 

促進國家認同

意識 

策略五： 

加強 ABC

內 容 之獨

特性 

電視 

‧與上一年同期相比，增加電視台澳洲內容首播

的數量，特別是戲劇、紀錄片與兒童劇(：進展順

利) 

‧晚間 6 點至午夜時段至少轉播 55%澳洲內容；

在五大都會區以及塔斯馬尼亞/區域市場中，ABC

最受歡迎的 20 個節目中至少 50%為澳洲節目(：

已達成) 

‧讓大多數受訪之澳洲人(至少 80%)了解，投入

之資源與現有內容維護了 ABC 優質節目的聲譽

(：進行中) 

‧與 2006-07 年相比，增加電視台內容之總投資

價值，維護電視台之智慧財產(：已達成) 

‧兒童電視節目至少 25%為澳洲內容(：已達成) 

廣播 

‧地方與全國廣播網在澳洲內容的編排上，維持

2006-07 水準(：進展順利) 



 ‧設定並達成所有廣播網音樂轉播之年度目標，

持續優先播出澳洲音樂表演節目 (：已達成)  

 

 

 

 

 

‧營運計畫期間，每年錄製 600 場澳洲主要音樂

會演出(：已達成) 

‧營運計畫期間，每個會計年度至少提出五項選

拔並扶持澳洲新進藝術家之倡議行動(：已達成)

‧維持 ABC Radio National 之所有戲劇轉播，有

75%為澳洲戲劇(：已達成)

線上與其他平台 

‧營運計畫期間，加強ABC News Online 之呈現

與內容提供(包括聲音、影像與文字)(：進行中) 

‧發展並贊助親子教育入口網站、教育性與紀錄

片入口網站，以及特殊的地區性動畫和兒童 DIY

影像製作之倡議(：進行中)

‧在新興平台上提供影音素材，開發現有與新觀

眾取用澳洲內容的機會(：進行中) 

本地露出 

運用澳洲境內之所有平台，提供本地觀眾有魅力

且引人入勝的內容─ 至少維持 2006-07 之水準，

如： 

 - ABC Local Radio 之新製內容以及 ABC Local

Online 之網站內容數量(：進行中) 

 - 全國性電視節目編排之各州/各地區突出作品

(：進行中) 

‧持續評估地區電台之地點，確實反映人口結構

之重大變化(：進行中) 

緊急與重大事件 

‧ABC Local Radio 與 ABC Local Online 繼續扮演

全澳洲社區在緊急情況時的主要連結點(：進行

中)

‧透過適當的廣播網路與平台提供重大事件與慶

典之全面性報導(：進行中) 

策略六： 

對 於 符合

「廣受喜

好」與「特

殊興趣」憲

章規定之

‧所有電視頻道、網路和其他新興平台，採用整

合式節目與編播策略，提高內容使用之總量(：進

行中) 

 

‧針對公司企畫與市場本身影響社區的方式進行

持續性評估，加強社區對 ABC 品牌之理解(：進

行中)



 內容，個自

吸引最多

潛在觀眾 

‧交叉行銷活動比例至少佔 ABC Radio、電視與

網站各通路行銷之 20%，其中也包括 ABC 

Commercial 部門(：已達成) 

國際上(註 7) 

‧維持並增加國際廣播電臺 Radio Australia 與合作

業者的廣播時數，以當地語言提供內容，回應當

地人之興趣與需求 

‧增加Australia Network 目標市場內地區的載播內

容 

‧災難發生時確保觀眾取得最新的正確資訊 

觀眾─ 

以更多樣的方

式，更頻繁地傳

送豐富的媒體

經驗 

策略七： 

運用 ABC

之 多 平台

露出提供

有魅力且

引人入勝

的內容，並

透過各種

節目型態

擴展閱聽

經驗 

‧透過時光平移(註 8)、廣播和影音訂閱、隨選服

務與串流內容等功能，增加ABC所有服務內容之

近用性(：進行中) 

‧提供容易使用之工具，使閱聽眾可提供合適內

容給ABC，並與更廣大公眾分享(：進行中) 

‧透過論壇、網路日誌和其他社會網絡活動，增

加閱聽眾參與機會(：進行中) 

‧管理 ABC 多平台露出強度以及在各類型節目的

統馭能力(：進行中) 

 

‧發展在廣播、電視、網路與行動裝置上製作連

續新聞的能力(：進展順利) 

國際上 

‧ Australia Network 、 Radio Australia 、 ABC 

International Online 之間發展跨平台經驗，反映亞

太平洋地區利益，並提供澳洲對於該地區性議題

與事件的觀點(：進行中)

‧拓展ABC國際通路可取用的線上內容商品，包

括 Radio Australia 的多語呈現(：進行中) 

‧透過不同的行銷管道，如行動和隨選電視，與

觀眾建立連結(：進行中) 

創新─ 

建構數位公共

廣 電 以 維 持

ABC 在媒體產

業之領先地位 

策略八： 

導 入數位

電台廣播

重新定位

ABC 

‧2007年 9 月(註 9)以前發展 ABC數位廣播內容

策略，以提供觀眾新的服務內容為焦點(：已達成)

‧建立營運和資源庫，促成 2008 年 10 月開始之

數位廣播服務之新測試(：進展順利) 

‧根據服務推出時間表之協議，2009年 1 月開始

進行 ABC 數位廣播服務和相關之線上露出(：進

展順利) 

‧配合 2009年 1 月數位廣播開播，發展將服務延



 伸至地區之策略(：進展順利) 

策略九： 

研 究 發展

數位內容

與服務 

‧發展多功能媒體播放器，提供時光平移和內容

下載功能(：已達成) 

 

‧建立有效工具與政策，擴大 Web 2.0 媒體與觀

眾自創影像之運用， (：進展順利) 

 

目標 3：投資價值構面─ 「ABC 提供效率與效能兼具的服務，實現澳洲人的最

大利益」 

關鍵行動方針 優先策略 行動與預期目標(：衡量結果) 

策略十： 

發揮ABC資

源運用與資

產利用之最

高成效 

‧改善優先策略組合與預算評估流程(：進行中) 

‧以最具成本效益之模式運用資源並播送符合憲

章義務之內容(：進行中) 

 

‧持續評估各階段傳送與轉播流程，包括在重要

合約關係上，確保傳送與轉播費用能發揮最高效

益(：進行中) 

‧導入新的企業體系和工作規則，促進數位化進

程並極力發展數位化製播(：進行中)

‧營運計畫期間，循序地提出進一步確認、管理

和說明資源與資產利用的工具(：進行中) 

效率與效能─ 

資源管理展現

更具效率與效

能之執行力 

策略十一： 

整合營運與

資產規劃，

迎接長期財

務永續經營

之挑戰 

‧發展並執行整合式資金策略以滿足未來 ABC 全

國性營運和設備上之需求(：進展順利) 

‧提供 Brisbane 和 Melbourne 符合未來營運需求的

設備(：進行中) 

‧2008年 10 月以前完成策略性資金之長期分析，

作為 2009-12 年三年預算提案的重要參考(：進展

順利) 

‧發展滾動式資金營運計畫並根據協議時程執行

(：進行中) 

商業收益─ 

改善 ABC 公共

投資之收益 

策略十二： 

在新興與永

續企業活動

上定位 ABC

的 領 導 地

位，尤其是

來自數位媒

‧每年 8 月底前，評估並確認ABC Commercial 營

運憲章有效地提供適當而永續性的企業發展指導

原則(：已達成) 

 

‧根據已達協議之 ABC數位下載政策(2007年 10

月起實施)，ABC Shop Online 將提供數位商品(影

像、聲音、音樂和影音典藏)至 2008 年 3 月底為

止(：已達成)



 體環境之機

會 

‧營運計畫期間，開發更多商品數位行銷的機會

(：進展順利) 

‧在數位領域建立並開發新的收入財源：進展順

利) 

(

‧重新設定目標並將所有新媒體數位平台的內容

商業化(包括傳送至適當的第三集團平台) (：進展

順利) 

‧與重要媒體業者發展合作和策略企業夥伴關係

(：進展順利) 

策略十三： 

加 強 ABC 

Commercial

部 門 貢 獻

ABC 淨收益

之整體財務

績效 

‧自 2007年 9 月開始與 ABC Commercial 諮詢委

員會合作，協助公司永續經營；增加 ABC 

Commercial 經營之獲利，再投資至澳洲內容製作

上(：進行中) 

 

‧2008年 1 月底以前進行評估企業經營與流程，

營運計畫期間，在所有事業體執行成本縮減/邊際

效益提升之策略(：已達成)

‧拓展ABC商品的零售通路(：進行中) 

利害關係人─ 

與關係業者共

同提升 ABC 之

聲譽 

策略十四： 

積極參與關

於ABC在澳

洲生活之當

代角色與表

現的公共討

論 

‧與重要社區組織維持並發展夥伴關係，包括藝

術與急難救助服務團體(：進行中) 

‧規劃與播送ABC全國性與地方性服務時，監督

並考量各州與各區關係業者的利益(：進行中) 

‧考量並回應ABC顧問團之建議，董事會諮詢委

員會並與顧問團定期舉行會議(：進行中) 

‧對國會說明ABC帶給澳洲公眾之投資價值，支

持ABC的 2009-12 三年預算提案(：進展順利) 

 

目標 4：成長與學習構面─ 「透過優質的領導團隊以及勇於負責與充滿機會的

工作環境，促成ABC發展與永續經營」 

關鍵行動方針 優先策略 行動與預期目標(：衡量結果) 

員工─ 

提供高品質與

適合的工作環

境 

策略十五： 

基於共享價

值與共同目

標 ， 發 展

ABC文化 

‧2008 年 12 月底(註 10)以前，修訂行為準則呈

現並重申ABC價值(：進展順利) 

‧推動所有相關媒體平台間的合作與共同領導，

以其為成功提供內容與服務的要件(：進行中) 

‧評估公司體系與方案，如招募、績效管理和領

導人才架構，促進並整合公司之共同價值(：進

行中) 



 ‧之後進行參考基準調查，依據公司價值定期衡

量員工參與程度和組織文化構成(：進行中) 

策略十六： 

發展與獎勵

創造讓員工

善盡職責機

會的領導人

才 

‧針對資深、中階和新進主管安排養成課程，發

展現有與未來領導人才，加強 ABC 職能(：進行

中) 

‧不分男女員工，提供持續性的專業發展機會，

協助管理課程研究(：進行中) 

‧以改良式近用原則提供主管相關勞動力資料與

分析(：進行中) 

‧透過績效管理系統、資深主管紅利機制以及遴

選和留任制度，協助並持續改善 ABC 勞動力之

管理(：進行中) 

策略十七： 

發展並整合

ＡＢＣ內具

備達成策略

目標所需能

力之人才 

‧2008年 12 月以前，確認未來 3 至 5年支撐ABC

經營優先目標所需之勞動能力(：進展順利) 

‧以適當而及時的方式，進行評估並協助組織有

效改造、職務設計、職務交接規劃和其他倡議行

動(：進行中) 

‧推動各種學習與成長活動之類型選項，例如顧

問指導、輔導、工作輪調、企劃與正式課程等，

協助公司維持所須之技術人力(：進行中) 

‧2009年 7 月以前，執行學習閘道計畫促進員工

成長，並建立知識庫分享工作技能(：進展順利)

‧承諾提供員工至少 2%底薪之費用，從事成長

與訓練(：已達成) 

‧透過 ABC 獨特的媒體和營運範圍內可取用的

機會，主動確認、吸引並維繫關鍵員工(：進行

中) 

‧勉力達成雇用 2%原住民員工的標準(：未達成)

‧勉力達成雇用 5%身障員工的標準(：已達成) 

‧勉力達成勞動力多樣化，使 ABC 能更有效地

與不同層面的澳洲人建立連結(：進行中) 

工作文化─ 

提供個別員工

表現長才的機

會 

策略十八： 

提供安全、

積極的工作

環境，促進

卓越表現 

‧提供職業健康與安全忠告和改善體系，包括將

有效風險管理整合至工作執行中、政策發展和部

門轉移責任制度(：進行中) 

‧2008 年 12 月以前，進行職業健康與安全制度

稽核，往後每年進行健康與安全績效衡量，並確

認任何法令遵循上或制度上的落差(取代先前由

政府進行之稽核服務)(：進展順利) 



 ‧營運計畫期間，針對差別待遇與性騷擾，反霸

凌與員工申訴政策，至少進行一次評估，並確保

主管與員工接受適當的訓練(：進展順利) 

‧每季舉辦活動，鼓勵跨部門認識與合作(：進

行中) 

由上可知，2007-2010 營運計畫總共列出 1８項優先策略、100 項細部行動與

預期目標(衡量指標)。2007-2008 年報之衡量結果顯示，ABC 在本營運計畫期第

一年度已達成 16 項行動目標(16%)，剩下 84 項行動目標中，有 21(21%)項進展順

利、2(2%)未達成、以及有 61(61%)項正努力進行中。 

註釋 

1. 澳洲政府於1996年8月宣布將減少ABC預算基數2%，1997- 2000三年預算期也

將進一步縮減10%經費。 

2.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The Auditor - 
General，2002/04/08 

3.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ollow-up 
Audit》，The Auditor - General，2004/03/21 

4. s6(1)(a)(i)標示在本文乃對照ABC Act第6節第1條第a項第1款之條文規定。後續
標示對應法條方式亦同。 

5. 委託Newspoll Market Research公司進行 

6.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為Robert Kaplan及David Norton二位管理大師於

1992年所發表的策略管理工具，此工具可以將公司之策略，透過財務、顧客、

內部流程、及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構面來檢視公司。 

7. ABC 2007- 08年報未進行此部分衡量 

8. 「時光平移」(time shifting)功能，提供觀賞節目中途被打斷時，可按下機上盒
提供的Time-Shifting鍵，電腦會自動繼續錄製節目，回來時再按下播放鍵即可

從離開的地方繼續收看，不會錯過任何精采的畫面。 

9. 本營運計畫執行期間為2007- 2010年 

10. 原定目標為2008年6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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