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淺談 NHK 影像資料的再利用 

 

研發部研究員 陳慶立 2013 年 11 月 

 

前言 

 

NHK 營運的歷史悠久，不計收音機廣播僅計電視開播至今也已屆 60 年；加上其

擁有的頻道眾多，經年累月長期下來累積的影像資料量自然非常地龐大。NHK

營運的經費來源百分之九十以上來自日本觀眾的收視費，基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的理念，NHK 於十年前開設名為「NHK ARCHIVES」的影像資料中心，將過去

的影像資料加以處理後，開始提供日本民眾頻道收視以外的新服務。本文的目的

即在介紹 NHK 如何活化利用它的影像資料。 

 

組織概況 

 

NHK 成立於 1926 年 8 月，起初只有收音機廣播的服務；電視開播始於 1953 年。

第一任會長是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945 年 8 月日本戰敗後，

包括媒體在內的一切事物統歸美國管轄；由於美方認為 NHK 的營運必須自主

化、民主化，因而興起改造 NHK 的討論。1950 年 6 月隨著｢廣電法｣的施行，公

共化、民主化的 NHK 於焉誕生。NHK 成立迄今已有 87 年的歷史。 

 

歷史悠久的 NHK 負有下列使命：因應國民多樣的需求，提供內容豐富、品質優

良的節目的同時，必須對提升日本國的文化水準有所貢獻；普設播送網以使全國

各地皆能接訊；提供全國性及地方性節目；進行與播送及接收的進步發展相關的

調查研究；為了國際親善，促進國際交流並慰勞日僑，執行國際播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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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10 月 NHK 發佈：迎向豐富安心而明確的未來－2012~2014 NHK 營運計

畫，希望立基於公共廣電的原點，致力實現一個讓視聽大眾能夠享受豐富且能安

心生活的社會。該營運計畫包括四個基本方針：強化廣播功能、充實服務內容、

實現豐富且安心的社會、創造新時代文化。在此基本方針下，再訂定下列四個工

作重點目標。 

 

1.強化安全‧安心等公共廣電機能的同時，支援「東日本大震災」(按：311 大地 

 震帶來的災害)的重建活動。 

2.充實世界通用的高品質節目以及促進區域發展的廣播服務。 

3.充實適合廣播通信匯流時代利用各種傳輸路徑的新服務。 

4.進行有效率的經營，提升公共廣播的最大價值，為使收視費公平負擔努力促 

 進民眾對營業改革與收視費制度的理解，為提升廣播‧服務品質創造有活力 

 的職場環境。 

 

NHK 是日本全國唯一全區域播送的電視台。緊急災害發生時的新聞報導既快速

又正確，因而得到觀眾的信賴，是日本國內最具影響力的電視台。NHK 透過和

海外媒體的合作，將日本最新的動態和文化傳送到世界各地；是日本媒體的代名

詞。在日本，主管媒體的機關是總務省。每年度 NHK 必須向總務大臣提出「預

算收支事業計畫」，總務大臣加附意見後經由內閣向國會提出。在國會經過眾、

參兩院審議後決定是否通過。近年來的財報資料顯示，NHK 營運的收入來源中

收視費占了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理念，NHK 開設了

名為「NHK ARCHIVES」的影像資料中心，提供日本民眾新的服務。 

 

影音資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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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K 在東京郊外的琦玉縣川口市建置了「NHK ARCHIVES」影音資料中心，配

合日本國電視播出 50 週年紀念，「NHK ARCHIVES」於 2003 年 2 月 1 日開館開

始提供服務。「NHK ARCHIVES」保存了 NHK 過去製作播出的節目資料內容，

建物中設置了「節目公開圖書館」供民眾前往現場免費觀賞節目；除琦玉縣的川

口市之外，NHK 也在全國 58 個據點設有「節目公開圖書館」以利民眾就近使用。 

 

過去的影音資料中有些年代較久的節目帶因為有損傷而必須進行修復。雖然

NHK 所播出的相關節目的著作權幾乎全部屬於 NHK 所有，但是提供頻道播出以

外的服務時，因為涉及「肖像權」及「著作鄰接權」(neighboring rights)等權利的

釐清，仍需得到原作者、劇作家、以及相關演員的同意，所以到目前為止透過「節

目公開圖書館」可供觀賞的節目共計僅達 8672 個(支)左右。嚴格地說，一個節

目裡只要有一個演員不同意電視首播以外的再公開，就會影響該節目影像資料的

再利用。目前在日本，由於考量節目將來重播以及發行 DVD 等需求，通常在節

目企劃的階段即會就相關的權利問題進行釐清，以避免日後處理上的困難。 

 

 

圖 1：NHK ARCHIVES  

出處：http://www.nhk.or.jp/archives/academic/access/access.html 

 3

http://www.nhk.or.jp/archives/academic/access/access.html


 新服務的使用 

 

實際上，民眾要觀賞「NHK ARCHIVES」的影像，除了親往現場之外還有下面

四種利用方式。1.由於 NHK 也會將資料影音重製後透過無線及衛星頻道再播

出，因此民眾居家時也有機會收看到部分過去播過的節目影像。2.NHK 為了協

助學術研究的發展，每年獲選的學術研究者可以前往位於川口市的「NHK 

ARCHIVES」，或者位於大阪放送局的「研究閱覽室」這兩個地方觀看與研究主

題相關的影像。3.學校等教育機關則可用自付郵資的方式向「NHK ARCHIVES」

借出 DVD 作教學使用。4.透過網路則可觀賞大約 10000 個節目，當中比較特別

的是被稱為「Creative Library」的網路服務。茲將以上幾種利用方式分述如下： 

 

其實從 2000 年 4 月起，早在「NHK ARCHIVES」的影音資料中心尚未對外開放

之前，NHK 就已經開始重播 1960 年代以及 1970 年代播過的「NHK 特集」、「某

一人生」1節目。2002 年度起，則依照多數觀眾的指名要求進行相關節目的重播；

此外在每年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降日前後，NHK 也會挑選相關的影像資料進行

節目的重製播出；另外，NHK 也會邀請曾在某節目演出的演員作為來賓，透過

來賓與主持人之間的問答輔以影像資料的播放重作呈現。 

 

為了協助學術發展，NHK 將「NHK ARCHIVES」的影像資產開放給大學等機構

的研究人員進行研究。此專案至今已實施兩年多，今年 10 月起邁入第三期(為期

一年半)。截至目前計有 28 組人員已經完成學術研究，NHK 對其進行使用滿意度

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84%對於使用情形感到滿意，96%認為將影像資產作學

術上的公開使用有其意義。對於申請的研究案件，NHK 籌組一個負責審查的執

行委員會，此委員會由 7 位外部學者及 2 位 NHK 的內部委員組成。目前的外部

委員名單如表 1： 

                                                 
1 「ＮＨＫ特集」是現今「ＮＨＫスペシャル」的前身，「某一人生」即「あ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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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外部委員名單   

出處：http://www.nhk.or.jp/archives/academic/frame/frame.html 

 

頭銜 姓名 職業 

執行長 吉見 俊哉 東京大學副校長 

副執行長 音 好宏 上智大學教授 

委員 石田 佐恵子 大阪市立大學教授 

委員 伊藤 守 早稻田大學教授 

委員 高野 明彦 國立情報學研究所教授 

委員 美馬 のゆり 公立函館未來大學教授 

委員 吉岡 洋 京都大學教授 

 

表 1 的委員們會依據 1.研究主題的重要性 2.使用 NHK ARCHIVES 的意義及有效

性 3.研究方法及研究計畫的妥適性 4.能否帶來新的研究成果 5.其成果能否對社會

產生影響力等五大項目進行評分審查。獲選者可以使用的影音資料如表 2： 

 

表 2：NHK ARCHIVES DATABASE 

出處：http://www.nhk.or.jp/archives/academic/frame/frame.html 

＊ NHK 計畫性地保存始於 1981 年，故所藏資料以 1981 年以後的為主，並非全 

   數完整保留。表中數字為 2011 年底之統計。 

電視‧收音機廣播節目(647000 支) 所有被保存下來的影音資料皆可閱覽(1995

年以後的綜合頻道所播出之節目幾乎完整

保存)。 

新聞影像(1768000 支) 1995 年以後的新聞影音完整保留，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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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有影像畫面，但無主播讀稿的聲音。

新聞原稿(1042000 則) 1985 年以後的原稿有保存下來(透過

DATABASE 閱讀)。 

節目腳本(38000 冊) 在川口的是印刷紙本，在大阪放送局則可

透過 DATABASE 閱讀。 

 

NHK 為「Creative Library」設置了網站，網站上公開了 NHK 所製作的節目及新

聞影音素材，目前這些由專業攝影師拍攝的影音素材大約有 5000 支左右，此外

也有若干音樂及音效。民眾可進入網站進行下載，自由地與民眾自行拍攝的影像

進行結合、剪接、編輯；完成的作品既可貼上部落格，也可投稿到影音網站。為

方便初學者進行簡易的剪接，「Creative Library」網站上也提供一個非線剪接軟

體可以使用。透過 NHK 剪接軟體剪接時雖然無法再加入非 NHK 素材，但是所

完成的作品經過 NHK 事務局的審查則有機會被公開在「Creative Library」的網

站上。這些影像的使用僅限於非商業目的，並且必須註明著作者為「NHK」或

「NHK Creative Library」。為何要提供這種服務呢？NHK 認為：NHK 所製播的

影像及聲音幾乎完全仰賴民眾的收視費，因此有必要將其成果還元回饋給民眾。

NHK 也期待民眾親自體驗影音作品的製作，這樣除了可以增強民眾的「表達力．

創造力」及「影音．媒體識讀力」之外，也能增進民眾對 NHK 進一步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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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Creative Library 首頁 

出處：http://www1.nhk.or.jp/creative/ 

 
 

沖繩縣北谷町立浜川小學 6 年級的理科老師甲斐崇曾經指導學生利用「Creative 

Library」學習地球、環境科學的知識。作法上甲斐老師先讓各組學生就「讓你知

道」、「讓你思考」、「讓你行動」等三大領域進行團體討論後在該三大領域下再訂

定各組的題目。決定題目後各組便進入「Creative Library」網站蒐集適用的影像

素材，影像素材某種程度到位後再讓學生思考如何呈現才能有效傳達其意念。最

後學生們再加入音樂及文字字幕進行剪接後製。待各組完成作品後，甲斐老師會

讓學生們觀賞其他組的影片並相互進行作品評鑑。透過這些過程，各組學生便能

夠更客觀地知道自己成品的優劣情形，同時亦能修正自己的日常生活使其作為更

符合環保愛地球的理念。表 3 是使用「Creative Library」的一個指導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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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電力與日常生活」指導案 

出處：http://www.nhk.or.jp/archives/web/pdf/nhk_da_edu_2013.pdf 

 項目 分類 內容 

目標 從「Creative Library」的影像素材使學生

聯想電力與日常生活的關連性。 
順序 讓學生觀看與電力及日常生活相關的素

材，使學生思考電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1 介紹「Creative 
Library」以及「電力

與日常生活」的概念 

指導重點 介紹「Creative Library」，使學生了解如何

進行影音製作。 
目標 尋找適合的影像素材，製作分鏡表。 
順序 討論後確定向誰？如何？傳達什麼？ 

2 構思想要傳達的訊

息 
指導重點 使學生站在觀眾的角度，清楚自己製作的

目的，思考如何傳達。 
目標 尋找適合的影像素材，製作分鏡表。 
順序 尋找符合所要傳達訊息的影像素材，討論

要如何選用背景音樂及字幕。 

3 進入「Creative 
Library」找尋影像素

材 
指導重點 使學生思考素材是否符合製作的目的，背

景音樂及字幕是否能夠補足所要傳達的

訊息。 
目標 依據構想編輯影像。 

順序 依據分鏡表編輯影像，完成背景音樂及字

幕。 

4 編輯影像 

指導重點 並非一定要百分百依據分鏡表，編輯時可

再度思索製作的內容是否符合製作目的。

目標 鑑賞作品，回顧自己學習到的事情，彙

整。 
順序 相互鑑賞作品並交流感想，思考自己學習

到的事情。 

5 相互鑑賞並交流感

想然後進行自評 

指導重點 使學生自評想要傳達的訊息是否真得傳

達了。 

 

小結 

 

「NHK ARCHIVES」成立迄今十年，相較於收音機廣播(87 年前)或電視開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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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NHK ARCHIVES」影音資料服務的歷史並不算長；但其所典藏擁有(兩

百四十多萬支)的影音資料量卻是相當地龐大。從本文以上的介紹可以知道，要

將經年累月的影像資料進行修復並作相關權利的釐清再加以利用並不是一件容

易的事。新媒體時代民眾接觸影音的平台變得相當多元，同時新的影音內容也不

斷地產出；但不論時代如何演變，「NHK ARCHIVES」擁有的影音素材確實已經

成為記錄日本社會數十年來影音記憶最大的資產。NHK 本於「取之於民用之於

民」的理念提供民眾影音資料的再利用，應該是一件值得讚許與效法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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