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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台灣目前文化政策重點之一，在於如何要與世界廣電發

展潮流並駕齊驅，產生根植本國文化與接軌國際的成效，並

帶動相關產業的轉型，提升民眾文創消費的水準。觀諸世界

各國公共媒體在影視產業的扶植、海外文化推廣以及數位轉

換升級上都扮演了重要的引導角色。 

一、計畫背景 

民國 94 年經建會審查通過「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及數

位電視發展兩年計畫」(簡稱「公廣兩年計畫」)之原始計畫

內容及預算規模，並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審核預算。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立法院刪除本計畫原始規劃的「海外國際頻

道」、「境內外語頻道」及「數位廣播頻道」計畫與預算後，

通過第一年(95 年度)之計畫，包括「HDTV 與第二單頻網建

置計畫」、「DVB-H/IPDC 行動電視與數據廣播計畫」、「數位資

料庫計畫」預算共 44.472 億，但凍結一半預算，後另於 96

年 11 月解凍。第二年 (96 年度) 計畫預算於 96 年 7 月通過

2.5 億元 HDTV 與 DVB-H 內容製播之經費，新聞局再於第一年

與第二年預算中，移撥 4億元用於補助國內電視節目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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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製播 HD 節目。  

本計畫之原訂目標，乃建置全島 HD 發射站台，讓全國

民眾提升至高畫質電視收視的水準，並完成台灣影音資料共

構，提供一個全民共享的數位資料平台。此外，於行動電視

部分，公視依循 DVB-H 開放標準，為業內建立測試平台，使

產業鏈不受國際大廠系統束縛，確保 DVB-H 平台之互通性，

並帶動行動電視之產業發展。  

本計畫於立法院通過後，然由於整體第二單頻網指配政

策仍未臻明確，爰於 97 年度刪減「第二單頻網建置計畫」

經費 7億元，並於 97 年 9 月 25 日奉行政院核定修正，且將

執行時程延長至 100 年，總經費調整為 39 億 9,720 萬元。 

 然而，為使本計畫執行內容與時俱進，切實反映產業

科技發展及政府財政情勢變化，爰於 98 年 9 月依行政院及

立法院建議，進行本計畫期中效益檢視，新聞局即邀集業界

專家組成諮詢小組，重新檢視各項子計畫對服務民眾及整體

電視產業發展之相對重要性，並依不同子計畫性質，調整預

算執行規模，後於 98 年 9 月 29 日奉行政院核定修正計畫，

調整部分執行內容與採購規模，總經費重新調整後為新台幣



 4 

33.7584 億元，並與新聞局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完成修約。另

為使名稱與實質內涵一致，計畫正式更名為「公共廣電數位

化發展及高畫質電視頻道建置計畫」。 

另有關本計畫中有關第二階段高畫質電視傳輸系統、環

島微波鏈路以及第二階段頭端及傳輸平台管理系統等工作

項目，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第 340 次委員會僅決議續

建中部站台，故整體預算再縮編為 29.1592 億元整，並與新

聞局於 99 年 7 月完成相關執行契約之修正，整體計畫仍維

持於民國 100 年底完成結案。 

本案計畫乃國家重大數位建設，公視均依照政府採購法

辦理公開招標作業，並分別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採購結餘款

與利息均返還國庫，且自民國 98 年 12 月重新簽約後，公視

內部亦針對相關設備購案審慎討論，作更嚴格把關，務實管

控採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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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廣電數位化發展及高畫質電視頻道建置計畫 全覽 

三、依據與行政院新聞局所簽訂之「公共廣電數位化發展及

高畫質電視頻道建置計畫」各項子計畫之契約書，本會

應於各項子計畫執行完畢後提送公廣成果報告書，本次

本會所提送之結案報告為「95 年度數位資料庫計畫成果

報告書」。 

95 年度計畫 主要執行項目 
經常門 

（千元） 

資本門 

（千元） 

合計 

（千元） 

第一階段網路發射系統 0 254,398
（一） 網路發射系統 

第二階段網路發射系統 0 125,482

（二） 

主控自動播出系

統、HD 頭端與傳

輸平台管理系統

及 HD 製播設備 

HD 主控自動播出系統、 HD
頭端及傳輸平台管理系

統、製作及後製作設備 
0 1,496,540

（三） HD 節目內容製作 HD 節目製作 100,000 0

1,976,420 

一
、 

HD

頻 
道 

建 
置 

計 

畫 （四） 
新聞局 HD 

節目製作補助 

補助電視節目製作業者製

播優質高畫質節目 
300,000 0 300,000 

二、行動電視與數據廣播計畫 頭端設備系統與節目製作 50,000 15,000 65,000 

三、數位資料庫計畫 硬體建置與軟體版權採購 0 324,500 324,500 

96 年度計畫 主要執行項目 
經常門

（千元） 

資本門 

（千元） 

合計 

（千元） 

(一) HD 頻道建置 HD 節目製作 100,000 0 100,000 一 

、 

HD

頻 

道 

建 
置 

計 

畫 

(二) 
新聞局 HD 
節目製作補助 

補助電視節目製作業者製
播優質高畫質節目 

100,000 0 100,000 

二、行動電視與數據廣播計畫 節目製作 50,000 0 50,000 

合計 2,915,9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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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果 

本章節將針對軟硬體建置成果及其運用情形進行說明，並

提出現階段之技術及營運模式分析。 

一、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 

數位時代來

臨，新聞素材來

源是可多面向

的，同樣的，新

聞輸出的管道也

是多面向的，由

右圖可以表示。 

新聞的產製過程中，新聞的來源包括：內部記者或編輯

於國內外採訪編輯的新聞或節目、國外通訊社所提供的新聞

或節目，以及目前興起的「公民新聞」或「個人行動新聞」

的提供者。 

新聞產製後，下游則為各式通路與平台的使用者，包括

一般電視觀眾、國內外電視同業、國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網站、行動通訊服務業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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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數位新聞製播作業的開發與建置，可將數位新聞供

應鏈電子化。新聞來源方面，透過數位傳輸，取得更多元、

豐富的來源，經過數位化製播作業及後製無帶化相互結合與

數位片庫的支援，產生質量更佳的數位新聞與節目，以最快

速、最低成本的方式，提供新聞各式通路與平台的業者。 

整體而言，本計畫所完成的製播作業系統的目標在於加

強新聞作業效率、降低作業成本、強化產品的差異性、提昇

再利用的價值，發揮新聞一次生產、多工服務、供應多種平

台與通路的理想。 

而本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的建立，可以改造新聞製播

與媒體資產作業流程，透過製播作業數位化，降低作業成

本、提高新聞產製效率、增進新聞品質。並藉由影音數位化

儲存、及線上檢索，建立數位新聞知識庫，降低新聞影片儲

存成本、提升新聞影片再利用的機率與效率，並創造新聞影

片的多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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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將非線性影音處理技術，全面運用在公共電視新

聞與資訊製播作業上，其整體應用之重點在於： 

1.  數位整合的新聞與資訊製播作業流程：全面運用整合

的數位新聞製播系統，使得每日新聞的採訪、編輯及

播出等作業流程順暢，並使新聞作業更具效率，提高

新聞品質與時效。 

2. 以資料庫概念管理影音內容：以數位化儲存的新聞影

音資料庫，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庫存空間，節省許多

影帶耗材，儲存的品質及安全性更高，畫面品質不會

因為多次過帶而衰退，也可以迅速提供多位使用者同

時檢索，讓新聞的重製或其他附加價值更高。 

3. 即時線上檢索、存取與傳輸影音內容：透過即時線上

檢索系統，在新聞製播流程中，無論採編、後製、播

出等各個環節的成員，都能同步進行檢索存取或傳輸

的工作，免去許多轉拷影帶、跑帶的低階工作量，提

高作業品質、減少製播疏失。 

4. 創造新聞與資訊之多元通路應用價值：應用此系統將

加強作業效率、降低作業成本，得以更迅速的方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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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新聞提供給不同通路的成員運用，提昇數位新聞

與資訊內容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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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資料系統 

本案採購設備包括：【媒資管理暨儲存系統】、【網路系統

暨資訊安全】、【近線媒體儲存系統】、【磁帶（櫃）庫儲存設

備】、【媒資網路應用系統】、【新聞機房空間改善工程】及【片

庫機房改善工程】，相關設備與空間建置工程。相關設備購

案皆已完成採購驗收並完整介接，並整合出本會之數位資料

庫系統。 

本計畫之重點在於數位環境應用體系之基礎建設，構建

出新聞影音資料、節目影音資料、使用者專業三者整合之媒

體資產管理環境。承繼下圖之規劃建立出：數位片庫媒體資

產生產線、媒體資產入口網站、媒體資產管理系統、媒體資

產儲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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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子計畫與整體執行效益達成情形 

本章節就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及數位資料庫兩子計畫

說明執行效益達成情形。 

一、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 

本案擬由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之導入，建立公視在新

聞採訪、編輯、播出等作業整合之基礎建設，並進而結合公

廣集團內部各新聞頻道、不同屬性之多頻道新聞作業環境需

求，提升優質產製效能與生產作業效益，並規劃以整體作業

流程與系統整合性考量方式，未來能與數位片庫系統資料交

換，使得每日新聞或新聞性節目能有廣大的影音素材可供查

詢、重製，期能充分發揮數位內容之特性。 

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建置完成，其效益可分為內部效

益與外部效益，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內部效益：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建立，數位化運作

變為常態，可以降低作業成本、節省剪輯設備維護及影帶費

用、減少作業時間、增加作業效率、減少錯誤發生、提升新

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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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部效益： 

1. 數位化後新聞資料畫面更容易交換。若未來建立影音內容

使用合作模式及線上交易平台後，預期可提供本台新聞資

料畫面交換機會，並可縮短作業時程、提升交易效率。 

2. 另外電視新聞全面數位化，會改變新聞的製作來源。電

視台除了藉由台內的記者採訪新聞之外，個人若擁有數

位攝影機和非線性剪輯的軟體，就有可能建立「行動的

新聞處理站」，以寬頻網路傳遞，成為數位新聞的供應

者。對於電視台經營者來說，這些另類的新聞來源，將

使新聞素材更為豐富、突破區域限制、呈現多元的觀點。

當新聞製播全面數位化，可以廣納國內外獨立新聞供應

者的資源，經過適度管理，必能拓展新聞的廣度與深度。 

簡而言之，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建置完成，產生下列效益： 

1. 新聞媒體共享。 

2. 加快新聞採編播速度。 

3. 製作一次、多方發行。 

4. 節省製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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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節省資料管理的成本。 

6. 迅速找到歷史的佐證，並提昇舊有資料的利用率。 

而在系統應用方面，效益分析如下： 

1. 成本節省，可節省作業人力並可節省影帶。 

2. 作業時間節省，影音剪輯作業時間縮短。 

3. 提高新聞影音播映品質與效率。 

4. 解決影像資料儲存問題。 

二、數位資料庫 

1 在各部門間的工作流程方面 

(1)可消除 VTR(Video Tape Recorder)因資料傳遞重覆

轉入系統所產生的時間耗費。 

(2)數位化的影音資料不但易於搜尋及保存；保留下來

的影音媒體資產更可以為媒體資料平台所共享。 

(3)透過數位化影音資料，未來不再需要龐大的磁帶儲

存倉庫，能節省大量的儲存空間，空間運用效率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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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統支援災難復原的機制，當災難發生時可在最短

的時間內回復系統運作，並把災難的影響減至最

低。 

2 在製作及節目方面 

(1)節省大量的儲存空間。 

(2)可增加編輯環境的儲存空間。 

(3)可在電腦的虛擬環境中編輯及預覽編輯結果。 

(4)非線性系統讓影音資料存取及重新編輯在彈指間

完成低解析的瀏覽。 

3 在工作持續性方面 

(1)自動化，降低作業成本。 

(2)維持原始媒體內容的品質。 

4 系統建置的效益：  

(1)節省成本與空間。 

(2)提高工作流程的效率。 

(3)有效的保存原有資料，並可快速的取回備份資料供

未來使用。 

(4)災難復原系統使災難發生時，作業不至於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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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快速的將媒體內容轉換並應用於對消費者直接

銷售上 

 

而根據數位資料庫購置完成後之影音數位化情形則預估

為下表：

                 月份

指標項目 
D 

D 

+6 

D 

+12 

D 

+18 

D 

+24 

D 

+30 

D 

+36 

D 

+42 

D 

+48 

D 

+54 

D 

+60 

Ingest 產生高解析畫面時數    1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Ingest 產生低解析畫面時數    1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註記 metadata 的影音時數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D +60 個月，D = 計畫修正後簽約月份(2010/07)；指標值單位:小時) 

說明： 

 

一、Ingest 產生高解析畫面時數 

1、Ingest 設備預估於 D+15 月交貨，截至 D+18，扣除安裝及驗收，以 2個工作月估計，可產生的高解析影音時數:1000 小時。

  計算方式：5台 * 5hr/d * 5d/wk * 8wk = 1000 hr 

            影音擷取設備 5套 

            每天產生 5小時高解析影音/一星期以 5個工作天計算/2 個月以 8星期計算 

 

2、由 D+19 至 D+60，每半年可產生的高解析影音時數:3000 小時。 

   計算方式：5台 * 5hr/d * 5d/wk * 24wk = 3000 hr 

   影音擷取設備 5套 

            每天產生 5小時高解析影音/一星期以 5個工作天計算/6 個月以 24 星期計算 

 

二、 Ingest 產生低解析畫面時數 

1、Ingest 設備預估於 D+15 月交貨，截至 D+18，扣除安裝及驗收，以 2個工作月估計，可產生的低解析影音時數:1000 小時。

  計算方式：5台 * 5hr/d * 5d/wk * 8wk = 1000 hr 

  影音擷取設備 5套 

           每天產生 5小時高解析影音/一星期以 5個工作天計算/2 個月以 8星期計算 

2、由 D+19 至 D+60，每半年可產生的低解析影音時數:3000 小時。 

   計算方式：5台 * 5hr/d * 5d/wk * 24wk = 3000 hr 

   影音擷取設備 5套 

   每天產生 5小時高解析影音/一星期以 5個工作天計算/6 個月以 24 星期計算 

 

三、註記 metadata 的影音時數 

    D+18 驗收後，以 6個工作月為一工作單位，可產生的有註記 metadata 的影音時數:1800 小時。  

    計算方式：3台 * 5hr/d * 5d/wk * 24wk = 1800 hr    工作人員 3人/每天產生 5小時高解析影音        一星期以 5

個工作天計算/6 個月以 24 星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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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產業之國內外市場發展與趨勢觀察 

若依據 2011 年美國國家廣電聯盟大展（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以下簡稱 NAB）的展來內容

來看，未來的趨勢，除了突顯「內容」依然是廣播產業的核

心價值外，也展示了廣播業者將節目推向各種不同播出平台

（無線、有線、網路、衛星、3G 智慧型手機等）的必要及趨

勢。而且因為不同播出平台的加入，「內容」的 lifecycle

及管理將更形複雜，傳輸技術及平台的多工管理也需要更多

的工具及設備。 

一、因應多播放平台的系統設備 

由於網路及行動裝置（i-phone、智慧型手機等）的普及，

原本的節目播放管道已由傳統的無線地面波、有線系統、衛

星電視進展到網路電視及手機行動接收。相對的，播放的影

音傳送標準也變得更複雜。頭端需要監看的訊號種類也不再

是 SDI、ASI、COMPOSITE 這幾種，而是要將各式的新增標準

如 H.264、IP CAST 納入。 

（一）因應 IP 化的監看系統(IP-Based Network Display 

and Monitoring Solution) 



 17 

傳統上，電視台主控及訊號中心監控棚內影像、播出節

目及外電訊號的相關設備均是以 SDI 訊號為骨幹。而且因為

訊號數量多及空間因素，MULTIVIEW 已成為多數公司的選

擇，而 MULTIVIEW 系統皆以 SDI 為界接界面，若有非 SDI 訊

號則需先將其轉換為 SDI 格式。因此，監控及播出單位就必

須準備相當多種類及數量的轉換器來因應各式訊號格式。其

中有些是必要的，如因應訊號交換使用的設備。但有些則是

因應設備限制而使用的，如 DVB-T 播出訊號或 IP 網路播出

訊號就是因監看系統不相容而必須轉換。而網路電視台則因

所有的節目都以 IP 網路播放，若需監看其播出的所有節目

則需更多的轉換器方能使用 MULTIVIEW 系統。 

目前有業者提出二類 MULTIVIEW 系統來解決以上問題。

第一種是 HARRIS 公司 HViewIP 系列的 MULTIVIEW 系統，它

適合用於 IP 電視及衛星頭端上鏈等型式使用。這是一個純

IP BASE 的影像和 Monitoring 系統，它內建了多種解碼器。

同時也支援 virtual network connection(VNC)，可以直接

於 PC 的環境中監看及控制主機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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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的特性有： 

1. 直接 IP 與網路界接 

2. 內建 32 個 SD，12 個 HD 的 IP decoder 

3. 支援 MPEG 4、H.264 及 MPEG2 解碼器 

4. 支援 AC3、E-AC3、AAC 及 MPEG1 audio 格式 

5. 接受 VIDEO OVER RTP、RTSP 或 UDP 

6. 接受 multi program transport streams(MPTS)

或 single program transport streams（SPTS） 

Audio 、video 及 metadata 的 alarm 

下圖為 HViewIP 的監控功能示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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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由 Miraada 公司所發表的 Kaleido-IP 系列的

MULTIVIEW 系統，它較前列之 HViewIP 最大的不同是；它不

僅具有 IP 的界面，還可與原有的 Baseband 系統串接，也就

是同時具備傳統的 VIDEO 界面與 IP 兩種界面。這種系統對

於一般的電視台應用就更為適用。因為電視台的頭端、訊號

中心及主控多半是建立在相同的監看機制下，傳統的

Baseband、衛星訊號、頭端壓縮訊號及網路播出都同時再一

起監看是較符合經濟效益的。這套系統除了具有 IP 的功能

外，比較特別的是： 

1. 比前述訴機種更大量的 program decoder 

2. 使用串接方式再經 Screen layout 設定後，可以於一

套系統中同時顯示baseband與IP video的影像訊號。 

3. 可以偵測 video、audio 中 freeze、black、silence

的錯誤外，還可以執行畫面馬賽克及音量的監控。 

4. 具 ASI、RF 的接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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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 Kaleido-IP 用於播出單位的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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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應於於 IP 頭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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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多平台播出的播放暨頭端系統 

由於節目播出的平台已由地面數位廣播、衛星傳送增加

到 IP 網路、行動電信網路、VOD 等通路。因為各種平台的頻

寬、格式皆有所不同，播出及儲存單位（如片庫）於同一節

目需產出及儲放多種格式的 stream 及檔案。為了這種需求，

各式的編碼器(encoder)及轉檔設備即應運而生。問題是大

量的設備需要更多的人力來維護，同時也需要更複雜的管理

機制來管理流程。 

要完成這樣的多平台系統，就不是一台或簡單的一套系

統就能夠完成的了。為了要達到這樣的 performance，各廠

商就會整合自家的各式產品或是整合其它第三方的產品來

達成。為了讓使用者能了解各項產品在系統中的角色及功

能，這次展場廠商多半對其系統加上「WORKFLOW」的字眼，

以茲讓使用者能正確運用其產品特性。 

下圖是 harmonic 公司提出的 Multi-Screen Content （多

平台播出）播出頭端系統的 WORKFLOW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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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使用了該公司的多項產品來組成一套多平台播出

系統。簡單說明一下圖示的意義；圖中的 LIVE 表示即時的

播出轉檔作業，節目由 SERVER(Omneon Spectrum) playout

或 IRD(ProView7000)接收後送至編碼器(Electra 8000)及轉

碼器(ProStream 4000)編碼。再經過 Streamer(ProMedia 

Origin)轉換為各式 Profile 輸出，如 DVB-T、Smartphone、

IP 之各式格式。而有關影音品質及轉檔品質的管理及作業程

序，則交由 QCS 系統控制 Rhozet 設備及軟體來確保。最後，

整個系統再與版權管理(DRM)及媒資管理系統(AMS)做整

合，以提供產權的保護，而這部分就不屬於 harmonic 公司

的產品，而是整合第三方公司的產品。 

以上介紹的例子，在展示會場頗多，不論是後製、製作、

數位片庫均有相當多的廠商提出整合自家或第三方廠商的

WORKFLOW，有的大廠甚至提出所謂的 END to END Solution，

從節目拍攝、產出、儲存到播出的全程 WORKFLOW。值得注意

的是，如果這些 Solution 真的要適用或證實適用，那麼為

了因應這樣的工作流程，現在的分工組織可能需要做部分的

調整。  

對應 harmonic 公司這種大型且複雜的播出系統，envi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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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則推出較小型簡單的系統，對於不需要太多種播出格式

且頻道數較少的頭端公司如本會，這樣的系統應較為適用。

下圖為 envivio 的 Solution 圖示： 

 

下圖為多格式、多平台的系統及 WORKFLOW，可以看出若需

多格式或多平台時，其系統就相對複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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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動的傳輸設備 

（一）小型化攜帶型 FLYAWAY（SNG）衛星傳輸系統 

英國的 Cogent 公司在會場展出一套非常小型的攜帶式

flyaway 系統，其操作簡單，採用碳纖維材質天線及內建編

碼器與 GPS 自動天線定位系統，具有相當優秀機動性及影音

傳輸的功能，而且從組裝到發射衛星訊號據稱只要 10 分鐘，

相當適合需要即時傳輸而SNG車或其它傳輸方式無法使用的

場合。此系統名為 NanoSat Series，擁有以下優點： 

 

1. 快速佈署：由於採用全自動衛星定位系統，3分鐘內即

可定位。不需額外的儀器及設備如 SPECTRUM 及 IRD 即

可對準衛星來上鏈，一般記者略為訓練即可操作，不

需技術人員協同作業，可節省人員及器材費用。 

2. 內建影音壓縮設備及發射機：內建有 MPEG2 或 MPEG4

的 4：2：2 及 4：2：0的編碼器，DVB S 或 DVB S2 的

調變器，40W 的 SSPA 發射放大器使的體積及重量大為

減少。 

3. 良好的攜帶性：所有的設備可安裝於 2 個標準登機箱

的箱子內，一個放置天現基座及發射系統，另一個放

置天線相關組件。總重量約 38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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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 3G/4G 無線電信網路的攜帶型傳輸設備 

TVU 公司發展了一套利用 3G 電信網路傳輸 near HD 畫質的

背包型傳送設備，這套系統據稱國內 TVBS 已有採用。簡單

的說，這是一套將攝影機影 LIVE 或要傳送的影音訊號，經

由攝影師身上背包內的編碼器壓縮後，再利用背包內多個手

機門號將資料經由多條電話路線傳送回電視台。而台內的接

收機內建有多台手機接收線路，各手機的訊號個別接收後再

將訊號還原成原來的影音訊號。因此，記者可不需搭配 SNG

車即可做 LIVE 或傳帶的工作或報導。 

但又可能因 3G 電信線路頻寬不穩定，有時會有 LAG 現象，

不過作為緊急事件現場的報導倒是相當有用。而且由於極為

輕便，也相當適用於車輛或傳輸設備不易到達的地方。該產

品有以下特色： 

 

（1） 重量輕且內建影像儲存設備，當 3G 訊號不良

時可先將拍攝訊號儲存。且具自動錄影設計，所

有拍攝的影像均自動錄影於內建的錄影設備 

（2） 操作簡單，只要 POWER ON 就可以作業，無需

任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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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電池設計，可熱插拔及單電池工作。 

（4） 具 3G 無線網路分享器設計，不僅可將影音訊

號藉由 3G 線路傳送，亦可將 3G 網路轉換成 WIFI 

HOTSPOT，供個人電腦（如 NOTEBOOK PC）上網或

傳送經 PC 剪輯好的影片，或將剪輯好的影片儲

存在背包內建的儲存體。 

（5） 可使用 IPOD 作為 TVU 背包的控制面板來監控

背包的電池狀態、容量、傳輸狀況等。 

（6） 反向動態多工編碼技術：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設計，用工程名詞來說，這個名詞恐怕不容易看

得懂。白話的講就是「可依即時頻寬動態調整頻

寬的編碼系統」。一般來說，一個傳送系統的頻

寬通常都是固定的，也就所謂的「保證頻寬」。

傳輸影像的編碼多工器會在這個頻寬條件下盡

量做出最好的畫質輸出。但是，因為 TVU PACK

用的是 3G/4G 的電信網路，頻寬並不穩定。因此，

為了讓傳輸的影像穩定，他會先偵測各條通路即

時的網路頻寬，將訊號動態分配至不同的通路傳

送。同時再依頻寬條件動態壓縮影音訊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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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訊號能符合 LIVE 的需求。 

 

三、因應 HD 及 3G 的光纖傳送設備 

（一）低價位的 HD/3G 光纖傳輸設備 

早期的光纖傳輸設備多使用為長途、大頻寬的鏈路使用，

價格昂貴且需專人維護。這幾年因為 HD 及 3D/3G 的普及，

對訊號需求的頻寬要求變大，原本常用於短距離（50-200

公尺）傳輸的同軸電纜，因為頻寬特性不足已不敷需求，而

需使用光纖傳輸來代替。最常見的就是電視台內 HD 的系統，

因棚與棚或棚與主控間的距離過長，原使用的同軸電纜需更

換為光纖系統。 

因應這種需求，就有多家公司展出低價位的光纖系統，比

較特別的是某公司推出一套可以在一條光纖內同時傳送

9-18 個光訊號的 CWDM 光 MUX/DEMUX。這套系統的作法是，

先將訊號(HD SDI)送入光電轉換器。特別的是光發射端的模

組 是 可 抽 換 的 ， 可 以 選 擇 18 組 不 同 的 波 長

(1270nm-1610nm)。再將各光訊號送至一個 18 個輸入端的光

MUX，之後即可以一條光纖傳送訊號至彼端，這樣的系統價

格約只有傳統系統的四分之一，可說是相對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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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效能架構的光學訊號傳送交換系統 

相對於前訴的簡易光纖傳送系統，NAB 展場也有廠商展出

具有大型光學 ROUTER、系統網管、高可靠性的光學訊號傳送

交換系統。由 Evertz 公司發表的 ADVANCED OPTICAL 

TRANSPORT PLATFORM (ATP)，就是一套具有影音、data 訊號

的傳送系統架構以及完整系統監控的軟硬體。 

 

 

這套系統整合光纖、TDM Multiplexing、SONET/SDH、IP 

transport、訊號處理以及光纖訊號 SWITCH 技術，建構一套

多服務的平台。這套系統光學 SWITCH 可允許 UNICAST、

MULTICAST、BROADCAST 訊號透過 SONET/SDH 及 IP 網路分送，

也可以在光纖專線上使用。系統由 4大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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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訊號界面：提供 VIDEO、AUDIO、DATACOM 及 TELECOM 訊

號的輸出入界面，訊號的標準、ERROR、頻寬等皆可藉由

現有的 VISTALINK 網管軟體監控。 

2. 骨幹界面：連接 SONET/SDH、IP network 或是光纖專線，

由於具有多種的光纖骨幹界面，使得網路的設計簡單又

有彈性。 

3. 光訊號交換器：界於訊號界面與骨幹界面間的光訊號交

換器是 ATP 系統的心臟，此系統提供了 ADD、DROP、PASS 

功能與此網路的任一節點（NODE）。而且當訊號量增大

時，只需加裝新的光訊號交換器，不必更新舊有的系統，

即可增加容量。 

4. 訊號處理及轉換模組：現有的模組有 JPEG2000 HD/SD 編

解碼、MPEGHD/SD 編解碼、AUDIO 插入與解調、A/V DA、

UP/DOWN/CROSS 轉換、DOLBY 編解碼、FRAME SYNC.、RF 調

變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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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 ATP 系統的應用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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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經驗分享與政策建議 

依據本計畫所完成之建置內容，本會提出以下執行經驗

分享及相關政策建議： 

一、各專案執行經驗分享： 

（一）新聞採編化自動化 

新聞自動化的歷程，不僅是將傳統類比線性製作的新聞

內容，轉為導入資訊科技來產出。在未來學觀點言之，更是

一種媒體的革命，一種由封閉侷限的格局，昇華為「點」間

的相互分享、「線」間的彼此運用，而達成各頻道「面」的

互利互惠。傳統的新聞製播，乃是以媒體素材駕馭於製播設

備的應用，而新聞數位化的導入，則是透過資訊科技來駕馭

媒體素材，進而引領播出技術的精進。整體專案的進行，主

要分為數個面向來看： 

 

1.需求訪談與整合 

因公共電視擁有公原客宏四個頻道，彼此間的需求與流

程均不相同，如何在同一套系統間規劃出符合各頻道使用的

架構與流程，是專案導入一開始，整個執行團隊間的最大課

題。為此，我們仔細傾聽每個頻道區塊的需求，並依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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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進行建議與協調。 

除進行流程的訪談溝通外，並設法釐清各流程環節與上

下游間的關係，因我們堅持，本會所需要的，是完善的流程

與系統規劃，而非華麗但不卻實際的系統規格書與展示平

台。 

2.系統設備採購 

事前的需求分析與統整，關乎採購的標地物是否合乎使

用者的期望與需求功能。因此，新聞採編播系統於制訂採購

系統規格時，即與使用單位密切開會與討論，以確保所購置

的系統符合現行作業需求及未來擴充成長。 

 

 

 

 

 

 

 

公視新聞供應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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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設備採購 

由於四個頻道上線期程迥異，除分散了系統資源的使用

外，亦分散了導入團隊的人力配置與作業，故我們將整體建

置時期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著重在核心系統的建置，加上因分佈樓層與建

築物的變更與原始系統設計相異，亦進行系統架構的變更並

與 Avid 原廠工程師進行溝通協調，確認系統架構的變更仍

可穩定地提供日常新聞作業使用。 

第二階段的建置，則是著重於客家電視與原住民族電視

台使用端點與副控的建立。 

第三階段則是在於公共電視與宏觀電視的建置，因執行

期間較長，反得以讓原本排斥抗拒數位化製作的使用者，因

有著參照樣本，得以順利接受系統與製作方式的不同。 

新系統的建置，得標廠商與採購單位的溝通協調為注意

要項。因此，於新聞採編播系統建置時，即將使用單位的需

求與期望，明確地與得標廠商溝通；可行的，即配合相關設

定，不可行的，隨即與使用單位開會協調是否可接受其他替

代解決方案。並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與所有新聞製播同仁

及部門主管報告建置進度與新增之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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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之議程與會議記錄示意圖 

 

4.系統導入 

新系統的導入，使用同

仁將因改變原本熟悉的作

業模式，而對不熟悉系統產

生抗拒反應，此時部門主管

的支持是新系統導入成功與否的一大因素。因此，在新聞採

編播系統導入初期，排定一連串的教育訓練，並讓使用者可

自由選擇可配合的時間與有興趣的課程，並在部門主管的全

力支持與推動之下完成所有教育訓練，並搭配副控室的實機

模擬作業，讓所有新聞製播同仁皆能瞭解進而熟悉相關操作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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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針對記者於寫稿、剪輯、配音、上傳、播出流程講解 

 
副控演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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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風險管控與困難排除 

整體系統的導入建置，首要面對的，是因系統作業方式

變化與需求認知不同引起的抗拒排斥心態，為此，新媒體部

同仁偕同台員公司團隊，不斷地與各單位進行溝通說明，並

輔佐以會議討論，試圖讓這些足以影響專案控管的因素降到

最低。 

每一個專案的導入，均需要面對的三樣課題：(1)工作進

度落差、(2)品質不如預期、(3)經驗的傳承。 

針對於這些課題，我們除了定期會議的追蹤與溝通外，

並持續以各階段項目之專案管理工具追蹤，使各區塊負責人

員得以依照進度來作業。 

而資訊系統的導入，如因操作或系統因素致使影響製作

播出，承辦同仁除持續收集資訊並與 Avid 原廠溝通並設法

修正，設法在最短時間內修正問題。若為使用者的操作問

題，則透過台員以往的經驗與使用者分享，希望得以讓使用

者明白，並遵循正確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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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新聞平台檢討會議議程示意圖 

 

6、小結 

本案屬巨額採購，執行招標過程中由最有利標變更為最

低價格標，開標時又遇投標廠商投標文件不符規格因而流

標，須再重新開標，致使影響本案工作進度。又此新聞採編

播系統為跨電視台與跨部門之系統，在需求分析、統整與執

行上花費大量時間於溝通協調上，又逢公視新聞部由華視搬

回東湖日程延遲。 

惟持續的溝通與討論，是專案得以成功導入的不二法

門；而媒體素材的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頻傳輸、多工服

務並得以加值運用，如同「新聞大未來」的組合，資訊科技

的導入影響了媒體製作關係的空前改變，尤其是多元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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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是許多問題古無前例，未來發展儘管充滿不確定

性，但由於媒體資訊科技的不斷精進，使得數位製播課題，

成為此一範疇下，人人必須瞭解而學習的課題。 

 

（二）數位資料庫 

早期片庫主要服務對象為電視台主控，電視台節目製作

主要用途也是頻道播映，因此早期規劃承辦部門可能為主

控，但是因為考慮業務執行關係，所有影帶最後都會庫存到

片庫，因此本專案發起改由片庫部門。 

數位片庫專案歷時多年，最後因為人員交替與數位頻道

需求崛起，最後由新媒體部資訊管理組成為承辦部門，正式

由 IT 單位主導數位片庫開發，其後台灣其他電視台也考慮

依據 IT 技術發展，由 IT 相關部門主導數位片庫相關業務。 

 

1.有關專案辦理方式 

數位片庫標案辦理方式於初期有多方意見，分別包括：

(1)分案執行(準用最有利標+價格標)、(2)異質性最低標、

(3) 價格標。因本案除數位片庫軟體開發外，尚須購買大量

儲存與處理設備，其價值會遠超出軟體開發預算，使專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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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購買硬體為主，有可能使軟體開發專案轉變為購買硬體為

主，開發軟體為輔。 

承辦單位通常因思考專案執行複雜性，會傾向一家廠商

統包方式開發，公視最初提交本購案於台灣銀行，惟台灣銀

行認為若本案已採購財務設備為主，最有利標方式會有疑

義，故於建議本案使用異質性最低標，其後又認為統合發包

狀況下，國內符合廠商屈指可數，故又於日後改建議採價格

標。最後考量在專案執行進度與數位片庫軟體品質兩項考量

下，決定分案進行，數位片庫系統採用勞務類-巨額採購，

分案狀況如下：1.媒資管理暨儲存系統、2.音樂資料庫系

統、3.磁帶櫃系統、4.近線儲存系統、5.數位轉檔收錄中心 

6.媒資網路應用系統 7.機房空間改善、8網路系統暨資訊安

全，共八案。 

 

2.購案執行過程之爭議 

數位片庫系統為能提供未來擴充能力，於標案文件規定

投標廠商系統規畫必須符合 SOA 概念與系統設計，標案一共

三家廠商投標，其中某投標廠商於文件審查時判定為系統架

構未符合 SOA 設計原則，判為不合格標。依據審標結果，本

會發文回覆該廠商為不符合項目，但該廠商仍不接受，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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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程會提出申訴。 

本申訴案於雙方人員於工程會表示意見，由工程會召集

審查委員與專業顧問提供意見，經兩次會議審議結果於確認

申訴駁回。 

為避免不合格廠商低價得標，本專案確實審核投標規格

書，但是許多廠商認為投標書僅是程序，得標與否主要是投

標金額決定，造成不合格廠商事後提出異議，本案件處理時

間長達半年，期間得標廠商已於簽約完畢並開始系統建置，

故影響標案建置時程與規劃甚鉅。 

 

3.執行期間之建議 

公視數位片庫之系統特色在於運用 SOA 架構同時將功能

整合至簽核流程中，因此在開發之初，除必要的物件導向分

析外，還需針對業務流程進行拆解分析，以便後續使用。在

流程面，由於公共電視為一非商業電視台的屬性，因此並無

商業廣告，故在流程上，也與其他媒體同業略有不同。 

有鑒於公共電視組織架構的特性，在分析各部門相關業

務流程時，難免遇到各部門流程或有不同，與各部門相關人

員私下討論協調後再召開各部門協調會議，也是解決歧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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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之一。 

故公視在執行本專案時，採每週召開專案進度追蹤會

議，藉以利用每週的會議，追蹤專案的進度，同時提出專案

目前遇到的問題，在會議上做出決議，並利用下次會議，追

蹤議題的處理情形，以有效的管控專案議題。 

系統開發的同時，陸續遇到些許跨部門的議題，例如流

程整合的問題，基礎環境架構的問題….等等，當遇到此類

議題無法於執行層面處理的議題時，於專案會議上提出後，

以便專案主持人於高層長官會議中提出，再將其決議納入系

統開發考量，以確實掌握專案時程。 

新系統架構導入，無可避免會遇到工作流程改造，數位

片庫系統引進，更是會大幅度改變現行工作習慣。藉由本專

案之經驗，建議未來相關專案應有高層級主管主持，以公共

電視為例，乃由執行副總經理以上之主管，針對跨部門爭議

與工作分派做出行政指示。 

 

4.後續維運機制 

現行電視台環境，主控單位、製作單位與企劃單位所持

預算與規模接遠大於資訊部門，然因未來電視製播勢必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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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網路化與自動化，廣播式播出逐漸式微，數位片庫

一次入庫多頻道多管道產出為未來電視台發展關鍵，本專案

也因此評估，由新媒體部主持與完成專案，未來應調整資訊

單位預算與規模，以能符合數位化系統維運與發展。 

數位片庫完成後，相關流程人員也必須使用新技術，例

如數位製播、非線剪輯製作、數位檔案傳輸、數位轉檔與利

用…等等，相關的操作都須仰賴專業人員，配合本專案建置

的相關人員將成為公司的無形資產。 

 

5.小結 

數位片庫系統為能夠持續演進與發揮功能，除功能發展

外，更需要持續訓練與培養相關操作人員，為確保人力資源

存續，也應該評估設立專屬角色職位，避免數位片庫系統人

員成為不懂技術的操作員而導致電視台發展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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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政策建議 

數位化後，電視台的品牌價值將從頻道逐漸轉移至內容

與內容後續的應用，因此，除了製作出優質的內容吸引閱聽

大眾外，透過適切的內容管理，將可提升內容再利用之效率

與效益，進而活化媒體資產，創造數位經濟價值。內容管理

可朝以下方向來思考： 

1.跨平台傳送的版權管理 

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意味內容將利用不同的

科技或設備的整合，傳送給閱聽大眾；然這樣的傳播形式對

內容版權管理而言，勢必衍生出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將

內容透過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傳送，提供使用者隨選視訊

(VOD)、網路電視(Web TV)或手機應用服務時，其規範已不

同於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關於「公開播送」之

定義，而屬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指以有線電、

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

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故於跨平台播送內容前，需再

次確認相關授權；因此透過數位片庫自動化的管理，可在版

權的控管上有多一層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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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詮釋資料維護，提升內容再生應用之效率 

數位化之後，節目的生命不只一次，在製作管理上應朝

重組、隨選或是跨平台播出來規劃，因此節目內容在建檔入

庫時，應盡可能將建立較完整的詮釋資料，以方便日後進行

檢索、調用；再者，建立詮釋資料時，應盡可能將影像、音

樂音效及肖像等權利使用範圍(包含，播出地區、播出次數

與年限、是否可再授權播出…等)詳細地紀錄說明，未來在

作加值應用、統計管理播出次數或再授權時，則可省卻人力

資源與時間成本。 

3.媒體格式製訂以主流、相容性與發展性為原則 

進入多平台、多螢幕的數位時代，對於內容產製業者而

言必須考慮不只在電視播出，也可以在電腦、手機、平版裝

置觀賞，因此，制定媒體格式時，應符合市場主流、相容性

與發展性為原則，降低格式轉換之風險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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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設備使用與營運規劃及預期效益 

有關未來二年之設備規劃，本計畫完成建置之設備，將

提供給公視主頻、公視 HiHD 頻道、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

電視台，及宏觀電視台使用，以求設備使用效益之最大化，

相關規劃說明如下： 

 

一、整體規劃說明 

建置數位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統，乃將新聞母帶以數位

化的格式，儲存於硬碟，透過區域或高速網路的傳輸，同時

提供給多位使用者進行新聞影音的製作。由於採取數位方式

儲存，並不會造成訊號失真的問題，因此在新聞影音製作過

程中，可以更快速的進行剪輯與後製作業。 

而在新聞播放方面，也由以往人工播帶的播出方式，轉

換成利用硬碟直接播放，以減少播出的錯誤率，並有效運用

人力在新聞採訪、編輯、播出等作業整合之基礎建設，並進

而結合公廣集團內部各新聞頻道、不同屬性之多頻道新聞作

業環境需求，提升優質產製效能與生產作業效益，並規劃以

整體作業流程與系統整合性考量方式與數位片庫系統資料

交換，使得每日新聞或節目能有廣大的影音素材可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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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期能充分發揮數位內容之特性。新聞採編播自動化系

統和數位片庫作互動，不但可使新產生的數位內容迅速成為

數位片庫的一部分，也可當作新聞或節目的可能素材來源，

數位片庫的豐富典藏，也能使公廣集團在新聞的製作上更具

深度與廣度。 

新聞自動化系統不但服務了公視新聞頻道使用，亦服務

了客家新聞、原民新聞及宏觀新聞等不同屬性之新聞頻道，

除此之外先前規畫未納入的新聞性節目，在導入過程中亦一

併新增納入。因此，整體服務的能量從常規的晨、午、晚、

夜四節新聞外，亦新增了多節新聞性節目： 

 

1.公共電視新聞性節目：有話好說、NGO 觀點、南部開講、

深度週報、漫遊天下、獨立特派員等六節。 

2.客家電視台新聞性節目：客家新聞雜誌、村民大會、客

庄走透透、福氣來了等四節。 

3.原住民電視台新聞節目：族語 E 達、八點打給我、原地

發聲、部落看天下、原住民新聞雜誌等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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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新聞實況播出(LIVE)服務時數亦大為增加，總計有： 

1.公共電視新聞及新聞性節目每週 24 小時直播。 

2.客家電視新聞及新聞性節目每週 21 小時直播。 

3.原民電視新聞及新聞性節目每週 22 小時直播。 

4.宏觀電視共享新聞製播設備資源情形下，新聞及新聞性

節目每週增為 11.5 小時製播規模。 

 

數位資料庫計畫之新聞採編播系統建置，將新聞製播能

量從單一新聞頻道、總共四節新聞，新增成四個新聞頻道，

總共30節新聞與新聞節目。數位影音資料庫則每週新增78.5

小時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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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預期效益 

除新聞固定每週產出之時數，未來 HD 節目部分亦納入數

位片庫之整體管理。HD 節目預計執行 11 個新製節目，總共

989 集、872.5 小時之節目。分別於 100 年 249 集、101 年

506 集、102 年 234 集，詳細規劃請參閱下表。 

 

影音擷取伺服器 功能與使用規劃 數量 備註 

HD/SD Anystream  

Ingest Server 

數位片庫每日播出節

目影帶影音擷取暨數

位檔案轉檔轉檔供主

控播出使用 

10 

公.原.客.宏每日

40 小時數位播出

檔案轉檔服務. 

HD/SD Anystream  

Ingest Server 

HiHD 頻道每日播出影

帶影音擷取暨數位檔

案轉檔轉檔供主控播

出使用 

2 

HiHD 頻道每日播

出數位檔案轉檔服

務 

HD/SD Anystream  

Ingest Server 

本會片庫典藏影帶數

位化 
5 

數位片庫上線後每

日可以產生 40 小

時之數位影音檔案

供查詢及調用. 

HD/SD Anystream  

Ingest Server 

新聞部新聞性節目入

庫與播出數位轉檔服

務 

5 

提供新聞部 HD 節

目約 10000 小時之

數位影音轉檔服務 

HD/SD Anystream  

Ingest Server  

數位片庫影帶販售與

資料畫面銷售之數位

影音轉檔服務 

3 

本會資料畫面對外

銷售之數位影音轉

檔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