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 的治理與公共問責 

                                       策發部資深研究員  孫青 2009/5 

 

2003年 12 月起，攸關英國 BBC 運作的最高法源基礎『皇家憲章』，開始進

行著 10年一次的大規模審查。其中 BBC董事會功能與運作方式的激烈改革備受

矚目。BBC 身為英國 PSB 的基石，其代表的公共價值，以及民眾對於 BBC的監

督與問責，都面臨再度檢視與論辯。2006年 3 月憲章審查結束，到 2006年 9 月

19 日為止，新的憲章才獲頒佈，2007年 1 月 1 日全面生效。 

 

在這段過程中，幾個對於日後制度與管理有著影響重大的時間點如下： 

  

時間 大事紀 

2003年 12 月 政府發表正式憲章審查文件，廣邀全英各界提出意見。 

2004年 1 月 政府委外進行為期 6個月的公眾意見調查。 

2004年 3 月 政府在全國各地舉行公眾會議。 

2004年 6 月 

政府成立由 Burns 爵士領導的獨立調查小組 BBC 發表了一

份規劃未來遠景的文件「建構公共價值」(Building Public 

Value)。BBC 的績效評量架構(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ramework)概念就在其中。引介出評量的 4大驅動力：觸達

率(reach)、品質(quality)、影響力(impact)、投資價值(value for 

money)。『建構公共價值』中揭示了 9 大目標，其中之一便

是『有一個更開放的 BBC，做一切事都以觀眾為中心』。 

2004年 7 月 

政府發表「你所認知的 BBC」(What you said about the BBC)。

這是眾多公眾意見的摘要 Burns 爵士領導的獨立調查小組

在 7到 12 月間舉行 13 場公開研討會。 

2004年 12 月 
下議院文化、媒體暨體育特案委員會發表報告 Burns 調查 

小組發表初步報告（建議報告）。 

2005年 1 月 Burns 調查小組發表結案報告（建議報告） 

2005年 2 月 
Ofcom 發表有關公共廣電媒體評估報告（review of PSB） 

--Competition for Quality 

2005年 3 月 
英國政府發表綠皮書--A strong BBC,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並邀請外界對其中意見提出看法。 

2005年 5 月 
BBC 的績效評估架構(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ramework)正

式出爐，詳細討論 RQIV 的作法。 

2005年 11 月 上議院特案委員會針對 BBC憲章評估發表報告 

2006年 3 月 
英國政府發表白皮書(A public service for all: the BBC in the  

digital age)以及憲章與協議草案(Draft Charter and Agreement)

 

  

關於公共價值評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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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策發部有鑑於英國BBC可視為世界公共廣電媒體之濫觴，對於追求公共

價值的明確定義、內化到組織管理過程，始終努力不懈且深自檢討，因而一直密

切追蹤其審查情況與衍生出的議題，並派研究員曹琬凌到BBC做第一手資料蒐集

與訪談，之後所產出的報告內容包括董事會改革、如何衡量公共價值、BBC改革

經驗、監督體系的『三重管控系統』、收視費續漲問題。2008年策發部曹琬凌、

林珍瑋與企畫部同仁彭玉賢發表公共廣電問責體系論文，其中亦引述英國的問責

方式、衡量公共價值方式，以為業界與學術界之參考1。 

 

本文則意圖將把 2007 年之後，建構公共廣電公共價值的環節仔細闡明，列

出其執行架構(framework)與相互之間的承續關係，以觀察 BBC 在問責上，如何

透過嚴格的把關與階段性評估，建立與外部關係組織--政府、監理機構、繳納執

照費民眾之間，對於公共價值的互信與共識。 

 

公共價值衡量始於公共廣電媒體存在價值的合理化與法制化 

不論是從 1991年歐盟的『電視無疆界指令』開始，或是 1999年的『阿姆司

特丹條約』，都逐步合理化歐洲公共廣電媒體的存在價值以及財務基礎問題，接

踵也衍生出必要評估其表現的呼聲，PSB 的公共價值、治理與問責自然是其重

點。來自各方綿密的討論，導出創立一個具有法治基礎的管理架構的必要性。這

個架構可以總和性的設定 PSB 的理想目的；也是介於廣電業者與政府，或是與

獨立監理機構之間的服務合約（service contract）；也可以視為 PSB 對觀眾的一份

承諾。合約與承諾的功能，在於釐清付出執照費的觀眾能夠由 PSB 中得到些什

麼？也可做為一種量測標準，用以評量 PSB是否依照所陳述的宗旨履行其任務？

是否在市場上具有公平競爭機會？ 

 

各國對於這種合約有不同的名稱。法國叫做『目標與手段合約』（Contrat 

d＇objectifs et de moyens），在瑞典與愛爾蘭叫做憲章（Charter），在英國稱之為協

議(Agreement)。許多國家把合約的期限訂在 3 到 5 年，英國則是 10 年。其中制

訂了公共服務的標準、特定的節目內容與服務、義務、年報的編寫、節目標準與

類型配額。 

 

至於 PSB 對觀眾的承諾也有不同名稱。德國叫做『我們的承諾』

（Selbstverpfichtung），英國稱為『節目政策敘明』（Statement of Programme Policy），

旨在強化觀眾對於節目與服務的直接問責。其中明訂節目產出數量（例如時數）。

這些數字目標每年要被查驗，結果刊登在年報之上，但是其內容不包括與管理相

關的事物，例如『有效率的運作』等。BBC 從 1996年，前一次憲章生效時開始

對觀眾做承諾，當時稱之為 Statement of Promises，2003 年才改為 Statement of 

Programme Policy-SoPPs。 

                                                 
1 可參考新聞學研究期刊（96期）之介紹：http://www.jour.nccu.edu.tw/mcr/0096_epaper/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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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問責架構的發展 

 

2007年英國新憲章與協議生效時，BBC的問責架構也隨之改變如下圖 

 

 
舊制  

 

承諾( promise) 定期檢視 

新制 

憲章與協議 
（Charter & Agreement）  

 

 

 

 

 

 

 

 

 

 

 

 

 

 

 

 

 

 

 

 

 

 

 

 

 

 

宗旨實踐要點 

（Purpose Remits） 

要點每 5 年評核一次，但

是優先事務則是年年檢討

宗旨行動計畫 

（Purpose Plans） 

服務執照 

（Service Licenses） 

公共價值檢測 

（Public Value Test） 

定期檢視 

節目政策敘明(Statement 

of  Programme Policy) 

憲章與協議 
（Charter & Agreement） 

 

 

舊架構中，BBC依照憲章與協議裡的宗旨與節目政策，對觀眾提出承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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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為求透明與問責功能，在流程圖增添宗旨實踐要點（Purpose Remits）、宗旨行

動計畫（Purpose Plans）、服務執照（Service licences）及公共價值檢測（Public Value 

Test）幾塊。 

 

BBC 的基本大法--憲章指出：BBC 主要目標就是推廣其宗旨—Public 

Purposes。BBC 的六大宗旨在 2004年文件『建構公共價值』時提出，復經文化媒

體暨體育部 DCMS 於憲章審查期間作廣泛的公眾諮詢後，正式列在憲章與協議

中。他們分別是： 

 

1、維繫公民社會發展， 

2、提倡教育與學習， 

3、刺激創意與優質文化， 

4、反應區域與國家特色， 

5、讓英國認識世界，讓世界看到英國， 

6、建構數位英國。 

 

憲章與協議要求 BBC Trust 針對前述宗旨制訂出不同的、可以適用多年『實

踐要點』（Purpose Remits）。協議中也規定 Trust 要透過廣泛的公共諮詢完成要點

撰寫。協議中說明『實踐要點』有兩項功能： 

 

（一）經由一些高度重要性的優先事務 priorities，建立有具體方向的架構； 

（二）說明如何評量 BBC 在執行優先事務的成果。 

 

『實踐要點』是 Trust 與付執照費的民眾之間關係的樞紐。一旦『實踐要點』在

廣徵民意後定案，Trust 就要委交執行委員會 Executive 去履行其自行所提的『行

動計畫』（Purpose Plans）。簡言之，『行動計畫』就是陳述 Executive 要如何執行

Trust 在『實踐要點』中所訂出的優先事務。 

 

『行動計畫』又可被視為『實踐要點』與『服務執照』之間的環節。一旦

Trust 對於『行動計畫』定案、也認為這些『行動計畫』的做法可以有效執行優

先事務，『服務執照』才會由 Trust 發出。 

 

舉例來說。BBC第五項宗旨是：『讓英國認識世界，讓世界看到英國 Bring the 

UK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the UK』。Trust 給予此項宗旨的界說為：BBC的觀

眾與聽眾，對於 BBC 向世界各地的觀眾提供備受尊敬的新聞能力深具信心。觀

眾與聽眾也可以因 BBC 的服務，得知世界各地有何事件發生？藉以深入瞭解各

國人民的狀態。 

在公眾諮詢的步驟完成之後，Trust 制訂出『實踐要點』中的優先事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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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 

 

（一）對國際事件建立全球性的觀點 

 

（1） 提供高品質的國際新聞報導—國際觀眾與本國觀眾所適用的新聞價

值是一致的，都要遵循正確、公正與獨立的原則。國際觀眾也可視

BBC新聞、時事報導為可信賴的、沒有偏頗的，兼具深度與廣度。 

（2） 促使民眾參與重大國際議題的全球辯論，提供對話與辯論的內容。 

 

（二）強化英國觀眾對國際事務的瞭解與知悉度。藉由新聞、時事報導與其他類 

型節目為民眾服務，節目角度應該多元，並注意國際媒體對於英國事務的 

報導。 

 

（三）拓寬英國觀眾對世界各國文化的接觸層面與經驗。為英國觀眾提供高品質

的國際知識、音樂、電影藝術及其他創作型作品。 

 

如何檢驗這些優先事務的執行成效呢？Trust 會以執照費繳納者的感官與認

知為主進行量化調查，必要時再輔以質化方式作深度研究。也會蒐集比較性資

料，與其他媒體比對 BBC 的表現。BBC 進行評量的四大 driver—觸達率 reach、

品質 quality、影響力 impact、投資價值 value for money 此時就會彈性的運用出

來。 

 

以『讓英國認識世界，讓世界看到英國』 宗旨來說，評量的是： 

 

評量指標 說明 

觸達率 

(reach) 

每週有 2 億 3 千萬人在觀看收聽或使用 BBC 電視節

目、廣播節目與線上節目；聲譽與品牌 reputation and 

brand—在平衡報導、跨越市場與調查方面，BBC持續

被視為最可靠、最客觀的國際新聞供應者；影響力

impact—由於新聞網絡遍佈世界，BBC 要成為伊拉克

戰爭之類全球事件最具深度與廣度的媒體 

全球的涵蓋範圍 

(global footprint) 
是全世界國際新聞蒐集最完整的業者 

多語的專業度與多樣化

(multilingual expertise 

and diversity) 

全球提供 33 種語言服務。 

 

BBC 管理團對於以上的優先事務與評量標準，回應以行動方案，內容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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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頻道該做些什麼都盧列其中。Trust 必須認可這些具體方案，才會核發『服

務執照』-- Trust 主要治理的工具之一。依照憲章的規定，『服務執照』的功能是： 

 

（一）確保所有 BBC 的服務是朝向推動 6 大宗旨的方向。每一份『服務執照』

都要敘述與宗旨有關的承諾與條件，並應對外界合作者與內部員工明確釐

清範疇、目標。 

（二）強化 Trust 審視管理團隊的能力。『服務執照』中設有服務產出的低標與評

量的監督架構，Trust 據以進行評量。 

（三）強化 BBC 公開與公眾問責的力量。Trust 的責任之一是維持高標準的 BBC

公開與透明度。『服務執照』中有長程的計畫說明，Trust 必須把評量結果

公諸於外。 

（四）使商業競爭對手有確定感。Trust 有責任顧及 BBC在廣義市場上所造成的

競爭影響力。『服務執照』中會明訂在公共領域中的長程計畫，一旦要有

重大改變，必須有透明的過程得到各界同意。不論是 BBC 的競爭者，或

是繳交執照費的民眾，都可以在過程中發表意見。 

 

BBC Trust 與 BBC 的權責關係 

至於哪一種 BBC的服務項目需要有『服務執照』？也是由 Trust 決定。其標

準不外乎以下三點： 

 

（一）涉及有關節目的挑選、委製、排檔與發射之業務； 

（二）繳交執照費民眾的利益是為優先考量； 

（三）服務項目不損及市場其他業者，事前諮商過業者意見 之業務。 

 

BBC 管理團對有創新構想提出『服務執照』申請時，Trust 以個案處理，先

舉行公眾意見諮詢，取得關係人意見。『服務執照』的格式是固定的。第一部份

說明在這張執照之下廣電服務的要點，包括其目的及設定的觀眾、遞送服務的方

式、預算。預算指的是直接節目預算與智財費用，不含發射、基礎建設與管銷成

本。未來，這些預算也會呈現在 BBC的年報中。『服務執照』中的預算是一個基

準金額，當 Trust 覺得有必要時，會依通貨膨脹指數提高，遇到特別事件如重要

體育活動與新聞時，Trust 會同意加錢。不過 Trust 授權管理團對可以在一成的範

圍內做調整，不必報備。這是為了 Trust 在替繳納執照費的民眾管控財物之餘，

讓執行團對可以有適度的運作彈性。 

 

『服務執照』第二部份陳述對於民眾如何能夠創造出公共價值，Trust 與管

理團隊之間預先取得共識的年度條款。這些條款必須是可以量測的，可以作量化

分析的，可以務實達成的。 

『服務執照』最後一部份是附錄，依不同服務而有差異。原則上是績效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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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架構、法定的承諾以及通過的條件。BBC的標準績效量測的架構中有 4大落實

公共價值的 driver：觸達率(reach)、品質(quality)、影響力(impact)、投資價值(value 

for money)。RQIV 的運用可以把量測工作標準化，而且採取以證據為基礎的方

式。與 RQIV 相配合的，則是協議中定義的 5項節目特色：高品(high quality)、原

創性(original)、創新(innovative)、具挑戰性(challenging)、有吸引力(engaging)。評

量工作由 Trust Unit 主責，提交給 Trust 底定。每年一次績效評量必須在年報上公

布，Trust 會根據結果對下一年度的優先事務提出建議。 

 

『服務執照』一旦取得，在整個憲章有效期中都可以運作。如果內容要更動，

必須由管理團隊先與 Trust Unit 討論，Trust Unit 隨後建議 Trust 可否同意。遇到

重大更動與變化時，Trust 會決定是否要執行『公共價值檢測』（Public Value 

Test--PVT）。Trust 此時的判準不外乎對現有及潛在觀眾、聽眾或是其他業者的衝

擊有多強？對新服務項目的投資額有多大？對 BBC 而言是否為一種新的、未嘗

試過的領域？會持需多久？ 

 

PVT 又可以分成公共價值評量(Public Value Assessment—PVA)與市場影響力

評量(Market Impact Assessment—MIA)兩部分，可以同步由Trust 與 聯合小組（Trust

與 Ofcom 共組 Joint Steering Group-JSG）進行。其進行與程序已在過往岩花館研

究報告中敘述。本文僅將其結構圖呈現出來以為參考： 

 

 

 

 

 

 

 

 

 

 

 

 

 

 

 

 

 

 

BBC 公共價值評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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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時 6 個月 

BBC 管理團隊提出正式申請（提供輔佐證據）

BBC Trust經由 Trust Unit 建議決定是否進行

公共價值評量 PVA（由 Trust 負責） 市場影響評量MIA（由 JSG 負責） 

公眾代表參與 公眾代表參與 

3個月 

完成 PVT  

（由 Trust 負責） 

Trust 對初步結論作諮詢（一般為 28 天） 

最終決定 

           

 

     如果是小規模的『服務執照』內容微調，通過與否仍掌握在 Trust Unit 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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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中。服務績效欠佳的話，Trust 可以發動全面的檢測，考慮是否做公共價值檢

測，撤換高階管理人員，甚至停止執照。Trust Unit 代表 Trust 執行服務執照的評

量。Trust Unit 匯集證據後提出報告，由 Trust 認可。只有極少數的 BBC 員工能

在最終報告發表前 2週得知報告內容。管理團隊不能對告發表意見或是企圖改變

Trust 的決定。Trust Unit 目前有 60 名員工，但獨立於管理團隊之外，其中不乏觀

眾研究、績效分析與財務方面的資深專業人員。 

 

評量『服務執照』的基礎 

至於評量『服務執照』的基礎，就是每一年各事業體所個別提出的『節目政

策敘明』（Statement of Programme Policy--SoPPs）。這是在 2003年傳播法案中就規

定的作法。每一個執照持有單位，都會依照 BBC 的 6 大宗旨寫出具體作法。具

體的程度是落實到個別新聞、戲劇節目、紀錄片的形式。以『反應區域與國家特

色』 宗旨來舉例，BBC ONE 就承諾要針對 2008年北京奧運做多平台節目製播。

從奧運開始到比賽，BBC ONE 將以展望 2012年倫敦奧運的角度，製播『Make me 

an Olympian』節目，描述來自英國各地區體育選手的故事。BBC ONE 也在 SoPPs

中具體承諾，在『刺激創意與優質文化』方面，至少播出 45 小時藝術與音樂節

目，在『提倡教育與學習』方面，推出 700 小時記實節目，與 BBC TWO一起推

出 1500 小時兒童節目，在『反應區域與國家特色』方面，與 BBC TWO 一起推

出 110 小時宗教節目。以上時數是最低標準，包括首播、重播與外購。 

 

前文提到『服務執照』最後一部份是附錄，載有事業體的『法定承諾』statutory 

commitments。其承諾的對像則是Ofcom。BBC ONE 與Ofcom做年度協議：至少25

％的節目時數是委製給獨立製片公司；總時數中70％，以及尖峰時段90％節目時

數是有原創性的作品（委製節目在內）；全年至少1380小時不同形式的新聞節目，

其中275小時放在尖峰時段等等⋯.。BBC所謂的尖峰時段指下午6點到晚上11點

半。 

 

此外，BBC要遵行Ofcom的近用服務法規Access Service Code。因此，BBC ONE 

90％的節目要製作隱藏式字幕，而且朝著100％的目標努力；5％的節目要有手語

服務；10％節目要有給視障者的敘事性描述。 

 

再以BBC HD為例。HD播出綜合性的高畫質節目，在『建構數位英國』方面，

要加速HD頻道的普及程度。例如在夏季舉辦活動加強HD的知名度，讓民眾瞭解

何謂高畫質電視，推廣衛星服務HD/Freesat，促使有HD設備的家庭接觸BBC HD，

讓BBC HD成為BBC最佳高畫質節目的展示窗口。在『讓英國認識世界，讓世界

看到英國』方面，要在澳洲推出BBC HD，也要適時播出不同國家製作的高畫質

節目，讓英國的觀眾體驗其他國家產出的好節目。BBC HD更承諾首播的體育節

目與外購電影量必須少於20％，以免HD頻道都充斥著體育及電影節目，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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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足。但是遇有重大體育事件時可以例外。 

 

2008到2009年之間，依照『服務執照』的核發，SoPPs共有33份，分別屬於

電視(含BBC HD)、廣播、新媒體（bbc.co.uk與BBCi）、新聞、國家與區域幾大塊。

在整份SoPPs總結之處，BBC承諾要全面提高多元的特質，在節目呈現與工作場

域上讓更多身心障礙人士參與，讓BBC所有的服務免付費提供並且普及各地與各

平台，提供員工必要的教育訓練並吸引民眾進入廣電業界。 

 

BBC如何藉由年報反應績效評鑑？ 

最後進入年報部分。2008年7月出版的BBC年報也分成2部分。Part One 是Trust

對管理團對及其各事業體績效的評鑑，Part Two是Executive對一年的回顧，包括

績效與財報。 

 

Part One 中指出，2007年的表現有朝著設定的目標前進，但內部流程尚有待

改進之處。其評估集中在三個主軸：觸達、品質與獨特性、建立公眾的信任。憲

章第39條規定成立4個觀眾組織 Audience Council—英格蘭、蘇格蘭、威爾斯、北

愛，各組織也分別提出摘要報告。例如英格蘭的觀眾組織就表示，該地區的多元

觀點不足，但是在地廣播與社區之間有很好的合作。這種觀眾組織會和該區域的

年輕人或是家庭作深度接觸，以瞭解民眾對於BBC的期盼。 

 

Part Two的一整個章節是核對SoPPs對觀眾的承諾事項。例如哪些節目在哪一

時段試播成功，觸達觀眾若干；黃金時段的重播時數降到多少：時事節目原本低

標是90小時，2007年則完成了206小時。所有持有『服務執照』者都不可免除這

項報告，這就是對繳交執照費民眾負責的表現。 

 

 

英國廣電文化中的公共價值 

公共價值的定義到底為何？2006年白皮書中曾把公共價值視為Trust的管理

工具，定義為：繳交執照費者期望BBC能提供的價值、傳遞BBC的宗旨與優先事

務時能帶給社為的價值、執照費的價值。西敏寺大學學者Richard Collins曾經整理

出不同面像的不同說法。例如參與暨競爭說、新公共管理說、公共機構的重振說、

共同管理說。但是BBC把公共價值的答案放在『建構數位英國』之外的五項公共

宗旨，以及RQIV營運過程中四大驅力上。BBC因此在『建構公共價值』文件中，

又把公共價值分成：民主價值democratic value、文化與創意價值cultural and creative 

value、教育價值educational value、社會暨群體價值social and community value、全

球價值global value。 

 

 日本NHK的研究員中村好子長期觀察英國的問責制度發展、英國BBC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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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與問責之間的關係。她在研究中指出，這種由承諾到評量的軌道，與PSB以

觀眾為中心的問責制度演進過程一起萌發。早在2003年，當時的DCMS部長Tessa 

Jowell就提出過公共媒體應該以觀眾為主的概念與公開演說，後來逐步把原本由

社會菁英定義的公共媒體社會責任，轉成集結個人、社會與經濟價值所創造的公

共價值。PSB要能使收視端的民眾有所共識與認同，公共價值才得以彰顯。 

 

由於憲章檢討之初，BBC問責與服務透明度就是砲火焦點，被下議院形容為

需要『緊急』與『極端重視』的題目，因而以觀眾、使用者為主導的問責制度，

就在新憲章頒佈之後，成為BBC對於繳交執照費者的回應。目前BBC以多重環扣

的方式進行治理與管理，讓一方有權能管(Trust)，一方有能肯做(Executive)，是為

世界PSB評估公共價值的主要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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