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紐西蘭毛利電視台之問責與績效衡量 

策發部副研究員 林金玉(娃郁) 2009/05/31 

毛利電視台(Māori Television Service)為紐西蘭的族群頻道，也是公共廣電成員

之一，一方面負有保護並促進毛利語言與文化之特殊任務，另一方面也必須善盡

告知、教育與娛樂廣大紐西蘭觀眾的職責，藉此達到豐富紐西蘭社會、文化與遺

產的目的。 

因此，毛利電視台不同於一般公共廣電媒體，另有其特殊定位與使命，而由

此情境脈絡衍生出的問責(accountability)與績效衡量，也會有異於主流公共媒體的

內容和做法。 

雙元問責機制 

毛利電視台之推動設立，可遠溯至前英國殖民政權與毛利族酋長於 1840年簽

署之『懷唐基條約』(Treaty of Waitangi)。歷經多年訴訟，紐西蘭政府根據樞密院

司法委員會於 1993 年 12 月達成之一項裁決，終於承認基於『懷唐基條約』的內

容，紐西蘭政府對毛利語言負有保存與維護的責任。2003 年 3 月通過的《毛利電

視法》(Māori Television Service Act 2003)即是該項政策落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2004年 3 月毛利電視台正式開播，以UHF 傳輸訊號，營運模式主要仰賴紐西

蘭政府每年撥款，少部分經費來自廣告和其他收入。根據毛利電視法，董事會每

年必須準備相關文件，包括意向聲明（Statement of Intent）、產出協定（Output 

Agreement）、年報（Annual Report）等，提供給政府主責部門—毛利事務部與財政

部—以及毛利選舉人團（Te Putahi Paoho），並由主責部長將意向聲明與年報呈交

予國會進行審查。 

上述三個部門依其法定職權，共同或各自獨立行使監督毛利電視台的權力。

根據毛利電視法之相關程序，兩個政府部門與毛利選舉人團皆可參與毛利電視的

目標設定、策略規畫與績效衡量的設計，毛利電視則透過所謂的｢雙元問責（dual 

accountability）｣機制，達到向紐西蘭整體社會負責的目的：一方面透過主責部長

向國會負責，保障紐西蘭政府的利益；另一方面則經由毛利選舉人團對毛利族群

負責，發揮促進毛利族語言與文化發展之功能。 

確立服務承諾 

毛利電視台董事會每年依法提出的意向聲明(Statement of Intent，SOI)文件，可

視為對毛利族與紐西蘭公眾的服務承諾。 

SOI 的目的在增進毛利電視台的問責能力，用意在提供紐西蘭國會關於毛利

電視台的情境架構以及董事會設定之意向與承諾的資訊，藉由擬定毛利電視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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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目標和承諾，確認關鍵策略議題以及董事會回應議題與履行法定功能的方式，

同時為毛利電視及其附屬公司接下來之年度績效衡量基線做準備。 

毛利電視法要求 SOI 的內容需列出電視台的長期目標、營運範圍和主要活動

範疇，針對特定的目標觀眾群(註 1)規劃黃金時段(prime times)，並說明目標達成、

風險管理和營運執行之策略，其中也包括長、短期投資策略。此外，SOI 尚需登

載標示產出類別(the classes of outputs)的產出目標聲明，詳列量化與質性績效目標或

量測指標，用以衡量電視台之執行成果和表現績效，以及其他任何相關政策。 

根據毛利電視法，毛利電視台之主要功能在提供優質且符合成本效益的電視

服務以促進毛利語言與文化發展，同時以英文和毛利語告知、教育和娛樂廣大閱

聽眾，藉此豐富紐西蘭社會、文化和國家遺產內涵(參見毛利電視法第8節第(1)

條規定)。 

此外，毛利電視台也必須確保黃金時段節目以毛利語為主、其他時段節目則

相當程度使用毛利語、節目內容考量讓兒童參與的沉浸式毛利語教育以及所有毛

利語學習者之需求和喜好，同時在技術可行性下盡可能合理地提供更多紐西蘭觀

眾轉播服務(參見毛利電視法第8節第(2)條規定)。 

2007-2008年度意向聲明 

 接下來將以「2007-2008年度意向聲明」文件為例，來具體說明毛利電視台如

何在既有願景、使命、核心價值的指導下，同時評估社會發展情勢與媒體未來趨

勢，透過 SOI 擬定中、長期經營目標，結合關鍵策略性倡議，進而建構出一套可

適用於族群頻道兼公共媒體雙重角色的價值衡量體系。 

毛利電視台在 2007-2008年度意向聲明中，除延續 2006-07 設定的長期目標與

中期策略，並標示未來一年計畫推動的關鍵策略性倡議之外，還首次提出一套問

責與績效衡量架構，用來評估毛利電視台的經營成效。 

以下分別將策略規劃組織圖以及問責與績效衡量架構表做整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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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利電視台策略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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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責與績效衡量架構表 

績效目標 理由依據 衡量機制 預定目標 

促進毛利語言與

文化，提供電視轉

播服務發揮告

知、教育與娛樂廣

大閱聽眾功能 

毛利電視法第 8節第

(2)條 

轉播時數 ‧ 2007-08年度轉播 3,300

至 3,500 小時節目 

‧ 自 2008-09年度開始提

供 4,600 小時以上節目

轉播高度比例之

毛利語節目 

毛利電視法第 8節第

(2)條 

毛利語節目編

排比例 

安排 50%毛利語節目，最

後一季達至 60% 

觀眾人數 量測收看毛利語與文

化節目之觀眾數目 

AGB 尼爾森之

收視率調查 

每月平均觀眾達 550,000

人次 

盡可能提供更多

觀眾電視轉播服

務 

毛利電視法第 8節第

(2)條 

轉播覆蓋率 ‧ UHF 轉播涵蓋 90%人

口 

‧ 衛星轉播覆蓋達 100%

‧ (2008年 3 月起)透過

Freeview DTT 和 DTH

平台轉播 

達成財務目標 毛利電視台為管理良

好的組織 

毛利電視台年

報 

達成 100%預算執行目標 

2007-2008年報 

毛利電視台自紐西蘭政府取得的經費來源有兩大類，一為毛利事務部之撥款

(Vote: Māori Affairs)取得營運費用，二為由 Te Mangai Paho(毛利廣播事業贊助單位)

直接或是間接提供的節目製作經費，而相關政府經費之產出定義為所謂的「非部

門性產出類別」(Non-Departmental Output Class)。 

依照毛利電視法，董事會代表電視台提出產出協定給主責部門取得同意，詳

述產出項目、產出付款條件與電視台播送標準等。以下以毛利電視台 2007-2008年

報，說明毛利電視台各項產出績效衡量的內容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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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利電視台 2007-2008 非部門性產出類別之績效衡量 

產出一：電視服務營運 

說明─ 支持毛利電視台營運成本以實現法定功能 

績效衡量指標 2008年 6 月 30 日為止之服務績效 

量化統計  

‧ 本年度將轉播 3,300 至 3,500 小時節

目，70%為原創節目 

‧ 本年度毛利電視台共轉播 3,827 小時

節目，原創節目占 76.8% 

‧ 節目轉播主要使用毛利語 ‧ 59%節目轉播使用毛利語 

‧ 每週至少轉播 5 小時讓兒童參與的

沉浸式毛利語教育性節目，內容絕大

部分使用毛利語 

‧ 每週平均提供 12.3 小時兒童節目，毛

利語內容占 92% 

質性分析  

‧ 每六個月一期，即一年兩次，由毛利

語言委員會進行之評估，確認黃金時

段提供的節目類型符合委員會提出

的質性指標架構 

‧ 毛利語言委員會於2007年 7月至2008

年 6 月期間，進行兩次毛利語質性評

估檢測。 

‧ 毛利語節目評核分數平均 3.85，接近

「極佳」(「佳」為 3.0，「極佳」為

4.0) 

產出二：轉播覆蓋率 

說明─ 以紐西蘭可取得之技術為前提，考量合理性與經濟效益，盡可能提供更多

觀眾轉播服務 

績效衡量指標 2008年 6 月 30 日為止之服務績效 

量化統計  

‧ 提供免費收視(free-to-air)轉播，至

少涵蓋 90%紐西蘭人口 

‧ 毛利電視台以 UHF 類比模式提供之

FTA 轉播覆蓋率達 90%；在 Freeview

數位平台上之 FTA 轉播則達 70% 

‧ 提供衛星轉播，在技術與成本之可

行性下，盡可能提供覆蓋率 

‧ Freeview 平台上之衛星轉播覆蓋率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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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而言，2008年可說是毛利電視台(Māori Television Service)豐收的一年，不

論是在國內發展還是國際參與上，都取得顯著的成果。 

在國際參與上，首先在＇08年 3 月，毛利電視台在奥克蘭市成功召開第一屆

世界原住民族廣電會議(the World Indigenous Broadcasting Conference，WITBC) (註

2)，隨後於 8月初假愛爾蘭 TG4 電視台總部，推動世界原住民族廣電聯盟(the 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Network，WITBN)正式成立，執行長 Jim Mather 並

獲推派為WITBN 首任執委會主席，成功勾勒出「打造毛利電視台為世界級原住民

廣電媒體」的組織願景。 

在國內發展部份，2008年度毛利電視台每月累積觀眾成長 37%，每月超過 150

萬紐西蘭人收看毛利電視台；隨著全族語第二頻道 Te Reo 開播，跨入多頻道經營，

持續「以獨立、穩定、成功的毛利電視台，對毛利族語言文化之振興提供重要貢

獻」，而這項使命也是最初倡議設立毛利電視台的基本價值。 

注釋 

1. 毛利電視台的目標觀眾群分三類：可流利使用毛利語者、毛利語不熟但在學習

者(前二者皆為毛利人)以及非毛利的紐西蘭人 

2. 2008年 3 月底，紐西蘭毛利電視台(Māori Television Service)召開第一屆世界原
住民族廣電會議(World Indigenous Broadcasting Conference，WITBC)，與會成員

包括來自澳洲、加拿大、南非、蘇格蘭、愛爾蘭、威爾斯、挪威以及台灣(TITV)

等地的原住民電視台代表，各國原住民電視台首次有機會共聚一堂分享並討論

彼此發展經驗。台灣 TITV 與公共電視已取得第二屆WITBC 主辦權，預計 2010

年 3 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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