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紐西蘭毛利電視法修法芻議 

策發部副研究員 林金玉(娃郁) 2009/10/29 

今年 4 月，紐西蘭毛利事務部與財政部1連袂公布由毛利電視法獨立評鑑小組(Te 

Kähui o Mähutonga, TKOM)針對 2003 毛利電視法(Mäori Television Service Act 2003)

之實施與效率所提出的修法建議─ 「2003 毛利電視法評鑑報告」(TKOM報告)。

5 月 7 日，該份評鑑報告已呈交至眾議院。 

TKOM報告之提出是依據 2003 毛利電視法(本文亦簡稱「電視法」)第 56 條2，要

求主責部門自電視法公布實施滿五年後，進行電視法之評鑑研究。TKOM報告檢

視的對象除了電視法之實施效率外，評鑑範圍也包括下列其他重要議題： 

 毛利電視台(Mäori Television Service)之廣播平台，含UHF 頻譜管理權 

 廣播技術與其他數位媒體之匯流 

 建置毛利電視台為多頻道服務電視台 

 毛利電視台促進毛利語言文化之聚焦 

 影響毛利電視台提供高品質、具成本效益服務能力之立法架構 

 毛利電視台選舉人團(Te Pūtahi Paoho)之治理與角色 

評鑑小組提出的重要修法建議涉及三方面： 

 毛利語言和文化相關條文 

‧ 在「促進」之前增加「維護」與「保障」兩字語；刪除涉及「廣大收

視觀眾」之文句 

‧ 修訂「te reo Māori」3之定義，並增加「優質語言」之定義 

‧ 修改毛利語言內容之總時數並刪除所有涉及「黃金時段」(prime-time)

之文句 

 毛利電視台轉播平台性質相關條文 

‧ 修訂電視法使毛利電視台能在多媒體平台上進行轉播 

‧ 數位轉換(digital switch over)後，毛利電視台仍保有UHF 頻譜管理權 

                                                 
1 毛利電視台經費模式主要來自毛利事務部與財政部之撥款，二部門為毛利電視台之政府主責部

門，毛利電視台依法必須每年向主責部長(the Minister of Māori Affairs與the Minister of Finance)
提出問責文件。 
2 詳細條文內容請參考本文第 4頁。 
3 為「毛利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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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品質相關條文 

‧ 毛利電視台政府直接投入經費之問責機制以三年為基礎 

‧ 毛利電視台之毛利語言計畫與最主要的毛利語傳播計畫密切合作 

一般建議事項方面則與選舉人團(Te Pūtahi Paoho)成員之指派和專業長才有關。 

立法目的與職責 

1986年懷唐基法庭(Waitangi Tribunal)4在WAI 11宣言報告書中，肯定毛利語為一

「taonga」(珍寶)，受懷唐基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5保護。隔年，1987毛利語

言法規定毛利語為紐西蘭官方語言，於是開啟各種重要的政府倡議行動，成為毛

利族母語復振之支持動力。 

2003毛利語言策略設定一系列政府達成毛利語言復振工作應盡之職責，該項策略

同時賦予廣電媒體不同以往之重要角色：「協助使用毛利語言並支持紐西蘭人所

珍視之毛利語價值」。2004年3月28日毛利電視台開播，毛利電視法正式實施。 

2003毛利電視法除序言外，內容分三部、共60條文與兩篇附則6。電視法序言開宗

明義根據懷唐基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之原則，澳洲政府(Crown)承認賦有透

過廣播保障並促進毛利語言和文化之義務。 

立法目的條文(Section 3，條文3)也承認基於條約賦有維護、保障並促進毛利語言

之義務，由是可知，毛利電視法之立法目的要從條約義務之觀點來加以理解。 

第3條 立法目的 

鑑於澳洲政府與毛利人根據懷唐基條約共同賦有維護、保障並促進毛利語言

之義務，本法目的在明訂： 

(a) 毛利電視台和選舉人團之設立以及職責、義務與職權； 

(b) 澳洲政府移轉UHF頻譜之使用與管理權予毛利電視台，以保障並促進毛利

語言和文化； 

                                                 
4懷唐基法庭於 1975 年依據懷唐基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及懷唐基條約法案（Treaty of 
Waitangi Act）而設置，目的在妥適處理毛利人與紐西蘭政府間之間的爭議，主要受理毛利人與

土地及水資源相關之陳請，並適時向國會及紐西蘭政府提供處理毛利民族事務之建議。 
5 1769 年，英國船長James Cook到達紐西蘭，與當地原住民毛利人展開貿易活動，因此，當英

國皇室隨後宣稱擁有紐西蘭主權時，毛利人實際上已在紐西蘭居住超過一千年以上。由於傳統上

毛利人的思想中並沒有所謂的「土地所有權」，更無法認同歐洲人要瓜分土地的行為，為了平息

雙方衝突，英國政府在 1840 年與毛利酋長簽署『懷唐基條約』(Treaty of Waitangi)，一方面承
認紐西蘭為英國殖民地，另一方面則確立毛利部落的土地所有權。懷唐基條約也被視為紐西蘭最

重要的立國文獻。 
6 完整法案連結網址如右：http://www.austlii.edu.au/nz/legis/consol_act/mtsawima20035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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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UHF頻譜權之防護程序，目的在保障並促進毛利語言與文化，假若毛利電

視台在履行本法第8條規定之職責時，未要求該項權利，或是中止行使該

項權利所核發之頻譜執照，或是希冀將該項權利或其頻譜執照移轉給選

舉人團以外之第三單位； 

(d) 毛利電視台問責機制之立法架構； 

(e) 中止毛利語電視台基金會(Te Reo Maori Television Trust)7； 

(f) 將過渡期進行之設立規畫移轉給毛利電視台 

2003年5月7日，毛利電視台正式承接毛利語電視基金會之角色。根據電視法條文

8，毛利電視台之職責在促進毛利語言和文化，以毛利語和英語提供高品質、具

成本效益之電視服務，告知、教育和娛樂廣大收視觀眾，同時由是之故，豐富紐

西蘭社會、文化和遺產內容。 

第8條 毛利電視台之職責 

(1) 毛利電視台主要職責在促進毛利語言和文化，以毛利語和英語提供高品

質、具成本效益之電視服務，告知、教育和娛樂廣大收視觀眾，同時由是之

故，豐富紐西蘭社會、文化和遺產內容。 

(2) 毛利電視台也必須─ 

 (a) 確保黃金時段(prime-time)主要以毛利語轉播； 

 (b) 確保在其他時段，相當比例節目以毛利語轉播；同時 

 (c) 確保電視台節目考量下列對象之需求與偏好─ 

  (i) 參與沉浸式毛利語教育的孩童； 

  (ii) 所有毛利語學習者； 

(d) 提供紐西蘭境內技術上可取用，且實務上儘可能讓愈多人可近用之

廣播服務； 

(3) 毛利電視台可進行與本法目的一致之其他職責，包括(不受限制地)透過

適當的訓練與教育，強化電視台廣播人才之發展。 

                                                 
71996/97 年的毛利電視台試播計畫宣告失敗。1998 年 12月，紐西蘭政府宣布將提供 1,136萬
紐元經費成立新的毛利電視台，隨後設立毛利語電視台基金會(Te Reo Maori Television Trust)
負責推動相關工作。2003 年 5月紐西蘭國會通過毛利電視法議案，規定中止毛利語電視台基金

會之運作，結束其階段性任務。2004 年 3月 28日毛利電視台正式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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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依據與內容 

 第 56 條 本法之評鑑 

 (1) 本法自實施日後滿五年，當可行之際，主責部長必須─ 

  (a)針對本法之實施與效率，根據主責部長設定之範圍進行評鑑；同時 

  (b) 提出根據(a)項條文進行之評鑑報告 

(2) 進行(1)款條文提及之評鑑作業之前，主責部門須與選舉人團先行商討

評鑑範圍。 

(3) 本法實施六年內，主責部長必須向眾議院呈交評鑑報告，提出本法修法

之建議。 

因此，TKOM報告之提出是根據電視法第56條之規定，目的在思考現行立法內容

是否能讓毛利電視台達成序言所揭示之理想，亦即，澳洲政府透過設立毛利電視

台兌現懷唐基條約所賦予之保障、維護並促進毛利語言的承諾。 

2008年4月，主責部門擬妥本次電視法評鑑內容範圍(Terms of Reference)，並與選

舉人團商討達成共識。2008年5月，毛利電視法獨立評鑑小組成員出爐，由致力

毛利語復振工作之獨立製片工作者Tainui Stephens擔任主席，結合熟悉紐西蘭電視

產業發展脈絡之Hone Edwards，以及擅長廣電立法工作的Jane Huria等三位毛利菁

英共同組成。 

評鑑範圍 

評鑑範圍主要是針對電視法本身而非毛利電視台。毛利電視台之營運活動，包括

電視節目內容之決策、播出時段以及其他編輯事項，均非此番電視法評鑑之對象。 

評鑑作業針對聚焦性(Focus)、品質(Quality)與近用性(Access)等三大主題和一般性

議題進行，探討重點分述如下： 

聚焦性：關於電視法協助毛利電視台和毛利語言文化之相關機構，達成保障和促

進毛利語言和文化之能力 

‧ 毛利電視台促進毛利語言和文化之角色 

‧ 毛利電視台與其他毛利語言和文化團體之互動 

‧ 條文 8(2)中相關議題之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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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立法架構各個面向是否能協助毛利電視台提供高品質、具成本效益之服務 

‧ 法律架構對於毛利電視台提供高品質、符合成本效益之服務所造成

之不同層面影響，包括問責文件(條文25- 44)、編輯獨立(條文10)、績

效衡量之規劃等。 

‧ 預算機制與節目時數(條文26；1989廣電法條文53)  

 

 

 

近用性：毛利電視台多媒體平台之特性，以及在持續發展之數位廣電環境中的位

置 

‧ 毛利電視台廣播平台之特性，特別是關於UHF頻譜權(條文21- 24) 

‧ 廣播技術與其他電子媒體之匯流 

‧ 數位電視之來臨，包括Freeview集團之設立 

‧ 打造毛利電視台為多頻道電視台(條文9；2007廣電法修訂案) 

至於在一般性議題之評鑑事項則有： 

‧ 治理規劃(條文18- 20，附則二)，選舉人團之組成、角色與運作(條文12- 

17，附則一) 

‧ 毛利電視台執行長之聘任方式(附則二) 

值得注意的是，評議範圍也可納入其他獨立評議小組認為重要之評議項目，原則

是那些事項未超出評議範圍。至於所謂超出評議範圍
‧‧‧‧‧‧

之
‧
事項
‧‧
包括： 

♦ 毛利電視台之營運活動 

♦ 問責文件規劃與報告之品質和內容 

♦ 任何與節目內容或時段和其他編輯事項相關之決策 

♦ 毛利電視台營運活動達成之收視率、觀眾對於節目內容品質之主觀感受 

♦ 問責文件載敘之毛利電視台的實際績效 

評鑑目的 

儘管開台之初困難重重，毛利電視台已提供廣泛多樣的雙語電視轉播服務達五年

時間，培養出一群忠誠且人數不斷增加的閱聽眾，節目編排別出心裁不同於主流

電視台。毛利電視台提高毛利語在電視媒體上的曝光，並形塑隨之而來的公共知

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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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電視法在立法目的(條文3)和電視台主要職責(條文8)之陳述出現不一致的

情況，在執行上，電視法成功地規定促進毛利語言之職責，但在維護與保障上之

規定卻不夠明確。 

評議委員發現電視法就毛利電視台之設置層面上一般而言是恰當的，所提出之修

法建議在確保這部法案協助毛利電視台日後之茁壯與成長。許多利害關係人對於

毛利語言整體之轉播品質感到有些不滿，並擔憂毛利電視台是否能充分參與正在

持續發展的數位環境並順利經營。 

因此，評鑑小組建議進行電視法修訂，目的在於： 

 進一步強化電視台之中心角色在維護、保障並促進毛利語言和文化 

 確保所有紐西蘭人能近用收視毛利電視台 

 尋求持續提供高品質電視服務的方法 

重要修法建議 

TKOM 報告針對評鑑範圍共提出 22 項修法建議。如前所述，毛利電視法關於電

視台職責之規定在促進毛利語言上發揮了效果，但對於語言完整性之保障卻不夠

明確，而缺乏明確的規範使得毛利電視台之語言轉播容易有所妥協。對此，評鑑

小組提出： 

建議修訂條文 8(1)，在「促進」一詞之前增加「維護、保障並」等詞語。 

(建議 1) 

儘管電視法要求以毛利語進行節目轉播，立法上對於語言的品質卻未列出量測的

標準，因此： 

建議增訂優質語言之定義：條文 6加入「正確發音且適當表達之語言」。 

(建議 3) 

現行電視法對於毛利語言之轉播時數定義寬鬆，特別是，在多平台之數位時代，

毛利語和英語之使用須尋求一策略性平衡： 

建議修訂電視法，要求毛利電視台所有平台與頻道上之毛利語節目轉播總時數至

少占 50%。 

(建議 5) 

對一般閱聽眾提供少數族群語言轉播服務是自相矛盾的主張。一般觀眾不說毛利

語，有必要以英語吸引其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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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刪除條文 8(1)中「廣大閱聽眾」之文句。 

(建議 6) 

新數位時代將出現各種平台供電視台使用，毛利語應在現有已知任何平台與新興

平台上固定露出： 

建議修訂電視法，確認所有多媒體平台依法必須播出毛利電視台(S8(2)(d)) 

(建議10) 

為了讓毛利電視台之未來提出更多確定性並協助長期營運規劃，現有UHF頻譜之

控制權應延續並永久保障： 

建議不管在數位轉換後頻譜重新規畫要進行哪些改變，毛利電視台應保留現有4

個頻道的UHF管理權(條文21)。 

(建議11) 

評議小組同意毛利電視台主張將捐贈年度從1年延長至3年，使毛利廣電基金會

(Te Mängai Päho)提供之直接或競爭性經費，達到更理想且更可靠之收支平衡： 

建議修訂條文26、28，政府直接投入之節目委製與自製經費改以三年為基礎，並

反應在毛利電視台的問責機制。 

(建議17) 

儘管目前已經有一部面面俱到的毛利語言策略，以及針對毛利廣電與電子媒體擬

定之目標架構，卻仍缺乏特定的、涵蓋各層面的毛利語言廣電計劃提供廣電產業

實際執行之依據。現有廣電產業已培養出一些毛利語機構，各機構語言計劃之產

出與目標若能彼此有效整合，將對te reo Maori之發展帶來實質的利益： 

建議修訂條文29，納入關於毛利語言計畫之規定，整合包羅萬象的毛利語言廣電

計劃 

(建議19) 

作為澳洲政府的夥伴，選舉人團(Te Pütahi Paoho)的角色是失衡的。毛利電視台之

營運和指派代表參加選舉人團的組織8之間，有時出現潛在的利益衝突問題。評

鑑小組認為應擴大毛利電視台對選舉人團與澳洲政府的公平問責，重新定義選舉

                                                 
8根據2003毛利電視法附則一之條文1，規定11個推動毛利語發展的組織各可指派一名代表參與

選舉人團：(a)Te Kohanga Reo National Trust(b)Te Runanganui o Nga Kura Kaupapa Maori o 
Aotearoa(c)Te Tau Ihu o Nga Wananga(d)Te Ataarangi Incorporated:(e)Te Whakaruruhau o 
Nga Reo Irirangi o Aotearoa(f)Nga Aho Whakaari Maori in Film, Video and 
TelevisionIncorporated(g)Kawea Te Rongo(h)New Zealand Maori Council(i)National Maori 
Congress(j)Maori Women’s Welfare League(k)Nga Kaiwhakapumau i te Reo Ma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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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團之組成，進而與澳洲政府建立更理想的夥伴關係： 

建議降低選舉人團代表組織的數目，同時從附則一所列出的選舉人團組織名單中

排除有利益衝突之團體。 

(建議22) 

評鑑結論 

TKOM報告在獨立評估電視法推動毛利電視台成為毛利語言和文化復振工具的

價值。評鑑小組認為毛利電視法可說是成功的法案，並已達成大部分的目標。 

儘管毛利電視台已備受各界讚揚，卻尚未成為傳承毛利語言的安全所在地。評鑑

小組持平而論，毛利電視台雖有未達成最重要語言目標的缺失，也不該成為唯一

要究責的對象。紐西蘭社會大眾，以及特別是毛利社會，有必要透過最根本的原

則來保障毛利語的存在，也就是「說毛利語」。語言若不說就會消失。 

整體而言，電視法已提供毛利電視台成功開播與健全營運的基礎，不過電視法對

於確保未來立法之一致性、毛利電視台是否能受惠技術之發展、以及是否可對毛

利電視台之未來發展提供適當、明確的指導原則等範疇，還有進行修法改善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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