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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年 7 月起由於 NHK爆發一連串職員貪污舞弊的事件，拒繳收視費的件數快

速增加；在 2005年 10-11 月時累計高達 128 萬件。收視費收入的驟減衝擊電視台

的營運，使得當時的 NHK 面臨史上最嚴峻的危機考驗。為了重新找回日本國民

對她的信賴，NHK在 2005年 5 月，史無前例地邀請公正第三人成立了『承諾評

量委員會』，開始對NHK的整體營運進行評量。 

 

第一份評量報告於 2006 年 6 月出爐。在六大評比項目當中，得分最低的是『運

作透明化與杜絕弊端』這一項。滿分為 5分，評量委員會只給了 2.3 分，連一半

都不到，列為不及格。NHK的第一份評量報告於 2006年出爐後，往後每年的評

量方式略有調整。 

 

2009年 4 月，NHK將『承諾評量委員會』更名為『基於觀眾觀點之NHK評量委

員會』。更名後的評量委員會定位為NHK會長（總經理）的諮詢機構，評量時比

過去更加重視觀眾的意見。2009年度的評量報告於 2010年 6 月出爐，在「營運

的信賴度」方面總得分為 2.5，與 4年前一樣，仍舊不及格。 

 

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更名並且重新定位後的『基於觀眾觀點之NHK評量委員會』

如何進行評量？以及爆發一連串職員貪污舞弊事件 5年後，NHK「營運信賴度」

的評量結果依舊不及格所隱含的問題為何？ 

 

評量架構與資料來源 

 

『基於觀眾觀點之NHK評量委員會』將 2009年度的評量分成「廣播的信賴度」

與「營運的信賴度」兩大構面。「廣播的信賴度」指的是節目製播方面的評量，

這個部份NHK得到 3.6 分，及格分數是 3分，表示 NHK製播的節目依舊獲得一

定的好評；不過，此構面並不在本文討論的範圍。至於「營運的信賴度」部份，

指的是日本觀眾對於NHK「營運績效」的評比，委員會分別從三個評量指標進

行觀察，這三個評量指標又再細分成 11 個評量項目。 

 

評量指標與評量項目的關係以及得分情形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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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營運績效的評量指標評量項目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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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根據『基於觀眾觀點之NHK評量委員會 平成 21年度報告書』作成。 

 

委員會評量時，將各個構面、評量指標以及評量項目的分數設定為滿分皆為 5

分，3分代表及格，4分表示達到充分水準，5分意味達到卓越水準。委員會評

量的時候先分別算出 11 個評量項目的分數，之後得出所屬三個評量指標的分

數，最後再依三個評量指標的分數算出「營運的信賴度」這個構面的總得分。 

 

委員會評量「營運的信賴度」所依據的資料有「觀眾意見調查1」、「員工意見調

                                                 
1 2010年 3 月，隨機抽樣全國 16 歲以上男女 3,600 位，以「面談訪問調查法」及

「問卷留置調查法1」進行觀眾意見調查。「面談訪問調查法」的有效調查樣本數

為 2,070 件（回收率 57.5％），「問卷留置調查法」的有效調查樣本數為 1,981 件

（回收率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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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2」「NHK資料」與「NHK資訊公開‧個人資訊保護審議委員會資料」四大類，

四大類資料當中以「觀眾意見調查」最為重要。計分時委員會先依據「觀眾意見

調查」算出基本分數，然後再參考「員工意見調查」、「NHK資料」與「NHK資訊

公開‧個人資訊保護審議委員會資料」進行加減分。 

 

評量情形與問題點 

 

以下是三個評量指標之下 11 個評量項目個別的評量計分情形。11 個評量項目的

問題點則整理如表 1。 

 

一、誠實‧透明度 

  此評量指標下有四個評量項目，委員會並未針對各個評量項目另外設定提問，

只針對「誠實‧透明度」這個評量指標設定提問。所以下列四個評量項目的基

本分數相同。 

 

1.說明的責任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

3」為 70.5％，基本分數

為 2.6。 

（2）透過「NHK資訊公開‧個人資訊保護審議委員會4」所提供的資料進行加減

分，結果加減分為 0。 

（3）將前後兩個年度的「有關收視費制度的基本想法」（NHK提供的民調資料）

作比較，由於觀眾支持收視費制度的比例下降，扣 0.1 分。 

 

2.反應觀眾意見的架構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70.5％，基本分數

為 2.6。 

（2）業務營運是否活用觀眾意見部份，依據「員工意見調查」加減分為 0。 

（3）NHK Call center的外部電話應答率高於目標值，加 0.1分。「NHK Net Club」
透過網路選取觀眾參加節目演出或接受採訪，2009 年度「NHK Net Club」
的會員數達 5萬多人，加 0.1分。 

                                                 
2 2010年 4 月，扣除任職未滿一年者、借調者、海外勤務者，以 10,290 名員工為

對象，用「網路問卷」方式進行員工意見調查；有效調查樣本數為 6,604 件（回

收率 64.2％）。 
 
3 「充足率」是：「實現程度」除以「期待程度」的百分比，「充足率」愈高表示

觀眾認為 NHK的實際表現愈接近他們對NHK的期待。「充足率」為 100％時得分

為 5，75％時得分為 3，小於或等於 50％時得分為 1，依此原則計算出基本分數。 
4 此為判斷NHK資訊公開或不公開的作法是否合理的第三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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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倫理的貫徹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70.5％，基本分數

為 2.6。 

（2）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加減分為 0。 

（3）持續推動「工作倫理教育訓練」，加上 2009年度各部門增設「風險管理負

責人」，加 0.2 分。 

（4）因 NHK依舊發生醜聞而不想繳交收視費的觀眾增加（民調資料），扣 0.1

分。 

 

4.環境管理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70.5％，基本分數

為 2.6。 

（2）依據 NHK提供的資料，本年度「能源消耗之目標達成狀況」加減分為 0。 

 

二、經濟性‧效率性‧效果性 
此評量指標下有三個評量項目，委員會並未針對「VFM提昇」項目設定提問，

只針對「決策與執行的快速性」及「效率的‧效果的業務營運」二個評量項目

設定提問，因為所設的題目相同所以二個評量項目的基本分數也相同。 

 
5.VFM5提昇 
（1）雖然面對世界性經濟不景氣，民調資料顯示 2009 年度 VFM 數值仍大於上

一年度，得 3.5分。這是 11個項目中唯一及格的評量項目。 
 

6.決策與執行的快速性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2.2％，基本分數

為 2.0。 

（2）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本年度減 0.1 分。 

 

 7.效率的‧效果的業務營運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2.2％，基本分數

為 2.0。 

（2）透過「改革推進計畫」使組織的橫向聯繫獲得提昇，加 0.1分。 
 

三、對變化的回應能力‧柔軟度 
此評量指標下有四個評量項目，委員會並未針對各個評量項目另外設定提問，

                                                 
5 VFM(Value for Money)是：將觀眾認為NHK節目產出的價值除以NHK節目製作
的成本，因此，VFM如果大於 1，表示NHK製播了好節目得到觀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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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針對「對變化的回應能力‧柔軟度」這個評量指標設定提問。所以下列四個

評量項目的基本分數相同。 

 
8.員工的活性度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5.3％，基本分數

為 2.2 分。 

（2）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因「鬥志高昂」2009年度加 0.2 分。 

 
9. 立基於長期觀點的組織設計與人才培育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5.3％，基本分數

為 2.2 分。 

（2）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因「組織變動與人員配置未能反映環境變化」

扣 0.2 分。 

（3）NHK母體與子公司之間的組織重整獲得好評，加 0.1 分。 

 
10.立基於長期觀點的預算‧事業計畫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5.3％，基本分數

為 2.2 分。 

（2）預算及事業計畫是否反映環境變化部份，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與預

算書分析，加減分為 0。 

（3）對於是否認同營運計畫部份，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加 0.1 分。 
（4）長期投資部份，加減分為 0。 
 

11.危機管理 
（1）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算出此評量項目的「充足率」為 65.3％，基本分數

為 2.2 分。 

（2）危機管理的體制與對策部份，依據「員工意見調查」結果與NHK所提供的

資料分析，加 0.1 分。 

 

表 1：11 個評量項目的問題點 

 

評量指標 評量項目 問題點 

1.說明的
責任 
 

員工意見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48.3％的員工認為觀眾

「不認同」NHK的收視費制度。這 48.3％的員工當中

有 51.9％認為 NHK今後必須加強有關收視費的廣宣

活動。 

一、誠實‧

透明度 

2.反應觀
眾意見的

有 68.7％的員工認為匯集到 Call center的外部意見是

自己執行業務時最重要的資訊參考。不過員工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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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 
 

25.1％認為 NHK並未充分運用這些外部意見，當中多

數認為今後應該「重新調整將觀眾意見反應到業務執

行現場的流程架構」。此外，數據顯示，實際回應觀

眾意見要求而進行業務改善的案例數在 2009 年有

1,021件，比起 2008 年的 1,196件略為減少。 

3.工作倫

理的貫徹 
 

2009年經其他的新聞媒體披露的NHK醜聞總共有 6

件，導致不想繳交收視費的觀眾數增加。13.9％的員

工認為「工作倫理並未貫徹執行」，其中的半數認為

今後有必要「改善工作倫理規則」並「持續啟發員工

的工作倫理意識」。 

4.環境管
理 

針對此項目評量委員會並未指出特別需要注意的事

項。 

5.VFM提
昇 

因為分數及格，針對此項目評量委員會並未指出特 

別需要注意的事項。 

6.決策與
執行的快

速性 
 

有 48％的員工認為，「跨部門業務的決策速度太慢」，

因此今後加快跨部門業務的決策速度將是主要議

題。此外，有 20％的員工不知道「經營高層與董事會

的決策情形」而無從判斷其決策速度的快慢，顯示今

後有必要讓高層決策更加透明。 

二、經濟

性‧效率

性‧效果性 

7.效率

的‧效果

的業務營

運 

2009年度的「收視費以外的週邊收入」為 84 億日圓，

低於目標值的 105 億日圓。此外，子公司提撥 30 億日

圓的盈餘對於NHK雖有助益，但與 2008年 73.7 億日

圓相較，金額確實明顯減少。 

8.員工的
活性度 
 

有 23.4％的員工認為「職場沒有活力」，今後如何創

造一個可以自由表達意見的職場氣氛是主要課題。此

外有 15.1％的員工對工作提不起幹勁，提不起幹勁的

主要理由是，員工認為「無法透過業務自我實現」、「考

核不公平」、「人事異動不適當」等；今後，經營管理

階層如何更進一步適才適所地分配工作，提昇考核的

公平性與人事的妥適性將是未來值得重視的課題。 

9. 立基於
長期觀點

的組織設

計與人才

培育 

有 51％的員工認為「 NHK 的組織變動與人員配置未
能反映環境變化」。 

 

三、對變化

的回應能

力‧柔軟度 
 

10.立基於
長期觀點

的預算‧

有 13.4％的員工無法認同「2009-2011 年 NHK經營計
畫」，主要理由是員工認為「計畫內容未能反應員工

意見與現場實情」、「實現計畫目標的具體方法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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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 
 

確」、「計畫與自己負責的業務之間的關聯性不明

確」。 

11.危機管
理 
 

透過「觀眾意見調查」的結果可以知道，日本民眾對

NHK最大的期待在於「緊急災難時的資訊提供」。因
此不論發生何種狀況都要維持節目能夠播出，可說是

公共廣電的「生命線」。也就是說諸如防範電波干擾

或恐怖攻擊的準備對於公共廣電來說顯得非常重

要。有四成以上的員工認為「貫徹運用既有的危機管

理規定及架構」以及「徹底告知既有的危機管理規定

及架構」是當務之急。 

 

出處：根據『基於觀眾觀點之NHK評量委員會 平成 21年度報告書』作成。 

 

小結 

 

NHK 2009年度「營運的信賴度」總得分為 2.5，距離及格門檻 3分仍有 0.5 分的

差距。「營運的信賴度」此一構面係由三個指標所構成，評量結果顯示任何一個

指標的得分皆不及格；其中得分較高的指標是「誠實‧透明度」，有 2.7 分，分

數最低的指標是「對變化的回應能力‧柔軟度」，只有 2.3分，表示這個部份問
題最大。而 11個評量項目中只有「VFM提昇」一項達到及格標準。 
 
NHK成立於 1926 年，起初只有收音機廣播的服務；1950 年隨著『廣電法』的

施行，公共化的 NHK於焉誕生；電視開播則始於 1953 年，成立迄今已有八十

多年的歷史。經過連續三年的裁員後，2009 年時仍有 10,434名員工。一個歷史

悠久，人員眾多的組織在回應外界變化的能力上通常比較容易受到質疑。 
 
「觀眾意見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觀眾普遍認為 NHK「很官僚」而且「組織

縱向的意識強烈」；意思是 NHK 不但官僚而且組織的橫向聯繫不佳。NHK員工
意見調查的結果大致與觀眾意見吻合，有超過半數的員工認為「組織變動與人員

配置未能反映環境變化」。而其中的兩大理由分別是「組織體制僵化，組織架構

與人員配置調整困難」以及「為了節省人事支出員工數遭到刪減」。過去幾年來

NHK 為了討好外界觀感所進行的大幅度「裁員」的結果卻變成「組織變動與人

員配置未能反映環境變化」的原因，裁員到底要怎麼裁？裁多少？管理階層如何

取得其中的平衡似乎並不容易拿捏處理。 
 

對於 2009年度「營運的信賴度」嚴厲的評比結果，NHK表示虛心接受；今後並

將進一步努力改善「組織活化」等問題。從上述的評量結果以及NHK的回應可

以知道，除了表 1羅列的問題點的克服之外，未來如何強化「對變化的回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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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軟度」是NHK提高營運績效所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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