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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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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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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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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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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 HD 頻道建置計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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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成果說明 

本章節將針對節目製播成果進行說明，並提出現階段之

技術及營運模式分析。 

一、整體計畫執行狀況 

96 年度高畫質電視內容製作計畫捐贈經費共新台幣 1 億

元，各項工作計畫經費使用皆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理，執行率達 94.07％，執行情形詳如下表： 

計畫項目 預算數 
預算 

實際執行數 
執行比例 執行內容 

返家八千里  8,000,000 7,893,038 98.66% 

HD 劇展 
4,000,000 

3,998,844 99.97% 

表演藝術轉播 3,600,000 3,519,834 97.77% 

退潮 4,000,000 1,582,317 39.56% 

森之歌 3,000,000 2,628,270 87.61% 

活水溯源 4,000,000 3,998,844 99.97% 

體育賽事及重

要活動轉播 
6,000,000 5,996,717 99.95% 

一般購片 22,280,000 20,834,318 93.51% 

請 參 閱 本 章 節

「一、高畫質節

目製作與購置執

行成果」說明 p.8

宣傳推廣 
3,500,000

3,465,509 99.01% 

年度重點節目宣

傳及頻道推廣費

用，請參閱 p.16

HD專題討論  500,000 500,000 100% 

舉辦教育訓練、

數位高畫質電視

政策、節目製作

議題之國際研討

會，請參閱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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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旅費      400,000 131,325 32.83% 

支付節目拍攝勘

景，委外研究出

差等費用等 

教育訓練費 360,000 360,000 100.00% 

辦理高畫質電視

試播(HiHD)頻道

使用者測試研究

案，相關參考資

料請參閱 p.14 

人力 1,280,000 1,280,000 100% 
頻道維護人力支

出。 

捐贈節目後製

費 
1,000,000 864,550 86.46% 

支付免費捐贈節

目之後製加工及

字幕費等 

影帶費用   500,000 495,470 99.09% 購買 HD 影帶 

雜支 250,000 250,000 100% 
支付外部節目評

審費用等 

設備租賃 13,720,000 13,052,500 95.13% 

租賃HD錄放影機

設備支援HiHD頻

道使用，本會相

關器材設備到位

後 ， 即 停 止 租

賃。 

共計 100,000,000 94,067,584 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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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畫質節目製作與購置執行成果 

96 年度高畫質節目新製時數產量為 405 小時，較原計畫

預定之 265 小時超出 137 小時。其中購片為 336.5 小時、自

製為 23.5 小時、委製為 15 小時。以下說明各項節目內容： 

節目名稱 時數 首播時間 說明 

公視自製 

返家八千里 60分/2集
2009.06.13 

22:30 

透過高畫質電視的製作技

術，呈現黑面琵鷺之美，並

首度進行跨國拍攝作業，帶

領觀眾深入瞭解他們在東

亞一帶的遷移路線，漫漫旅

途中，黑面琵鷺歷經繁殖孵

育與渡冬覓食群居的生命

過程，如何在嚴苛的自然環

境挑戰、掠食者挑釁，與人

為工業開發影響棲息地等

因素中求存。 

退潮 60分/1集
2011.05.20 

21:00 

「退潮」是以 Full HD 高畫

質影音格式製作的紀錄

片，導演以三年的時間，採

取駐點跟拍、樸質的攝影風

格，描寫台灣彰化一個緊鄰

海岸，極傳統、卻最具未來

性的小村落。這裡的農漁

民，每天開著牛車、拼裝

車，到潮間帶照料、採收牡

蠣，依照不同的節氣在田邊

翻耕播種，看似傳統、又進

步的農法，已經延續了一、

二百年。現代人最嚮往的慢

活時光，就在小漁村家家戶

戶的牡蠣海與沙田的風景

中流動著。本片播出之後，

已獲得諸多好評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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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之歌 60分/1集
2010.05.28 

21:00 

「森之歌」累積長達 20 年

的觀察紀錄，走過台灣五大

山脈、遠赴東南亞，以史詩

般的壯闊視角，紀錄台灣森

林的美讚與悲歌。本片入圍

加拿大班夫山岳影展、以及

金鐘獎最佳攝影獎。並且榮

獲美國紐約電視節最佳自

然及野生生物節目銀牌獎

以及金鐘獎非戲劇類導演

獎。 

活水溯源 60分/4集
2010.05.24 

21:00 

首度以 HD 高畫質，從河流

發源地到出海口，溯源尋找

第一滴水，完整紀錄台灣四

大流域環境現況，從城市之

河淡水河、到櫻花鉤吻鮭的

故鄉大甲溪、再到災變的南

方大河高屏溪，以及東部文

化之河秀姑巒溪，找尋人與

河流的新關係，其中「活水

溯源－淡水河」已入圍美國

蒙大拿、紐約電視展、波士

尼亞影展、日本東京環境映

像季、亞洲電視節、德國

GREEN SCREEN 等多項影

展。 

台南人劇團舞台劇

「閹雞」 
90分/2集

2009.02.08 

21:00 

國立台灣交響樂團

「原住民新韻」音樂

會 

90分/1集
2009.02.15 

22:30 

優人神鼓「空林山

風」 
90分/1集

2009.02.01 

21:00 

無獨有偶劇團「快樂

王子」 
90分/1集

2009.08.02 

21:00 

國光劇團京劇「閻羅

夢．天地一秀才」 
90分/2集

2011.08.13 

22:00 

春美歌仔戲團演出

「將軍寇」 
90分/2集

2011.07.24 

22:00 

爲展現 HD 節目高畫質與高

音質之特性，提供觀眾更高

品質的視覺與聽覺享受，公

視精選七場優質表演藝術

演出，類型跨越各類形態，

包含舞台劇、音樂會、偶

劇、傳統戲曲..等等，透過

HD OB 轉播之形式，將高品

質的藝術展演帶進觀眾的

客廳，提供豐富、多元的文

化品味與高畫質、高音質的

藝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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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朗．狂想一慈善

音樂會」 

120 分/1

集 

2010.01.02 

20:00 

公視委製 

十七號出入口 90分/1集
2011.03.05 

22:30 

溫暖的憂傷 90分/1集
2011.02.26 

22:30 

看見 0.04 的幸福 90分/1集
2011.02.12 

20:30 

訂作一個她 90分/1集
2011.03.12 

22:30 

6 局下半 90分/1集
2011.02.19 

22:30 

歸‧途 90分/1集
2011.03.19 

22:30 

想念 90分/1集
2011.02.01 

21:00 

回聲 90分/1集
2011.02.04 

21:00 

出走的好理由 90分/1集
2011.02.03 

21:00 

落跑３人行 90分/1集
2011.02.02 

21:00 

本案為公開徵案，旨在徵求

高畫質製作之電視單元

劇，此次邀集許多優秀的演

員參與演出，例如：金士

傑、顧寶明、廖峻、郭子乾、

茂伯、吳朋奉、丁強、屈中

恆、洪都拉斯、馬之秦、王

少偉、孫鵬、陳孝萱等。其

成果亦有口皆碑，不論劇

本、選角、攝影技術、畫質

呈現，均為國內單元劇上乘

之作。在收視率表現創人生

劇展新高，「歸‧途」吳朋

奉更奪得 2011 台北電影獎

最佳男主角獎。 

購片 

來自台灣的明信片 7 小時 2008.11.17 

以高畫質拍攝台灣各地的

美麗感動時刻的短片。廣告

級之高畫質攝影品質，畫面

精緻，美不勝收。 

小熊歷險記 2 小時 
2008.09.20 

21:00 

優質高畫質國內製作電

影，親情感人故事。 

鬪茶 2 小時 
2009.08.30 

20:00 

優質國內製作電影，類似動

漫的表現，為找出製茶的祕

密鬥爭的故事。 

花園寶寶 7 小時 
2011.04.09 

20:00 

BBC 高畫質大製作兒童動

畫，由天線寶寶團隊製作，

結合最新數位動畫人偶等

精心打造。 

六號出口/沉睡的青

春 
4 小時 

2009.08.29 

20:00 

國產優質電影，年輕失落的

一代，面對一個喜劇性的危

機。 

重返犯罪現場第六

季 
25 小時 

2009.10.02 

23:00 

美國高收視熱門影集，製作

水準甚佳，為年輕及菁英觀

眾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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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英雄 24 小時 
2009.08.26 

22:00 

轟動台灣的國際級製作，高

畫質動作連續劇。 

這兒是香格里拉 2 小時 
2011.03.26 

20:30 

國產優質電影，女性尋找自

我的歷程。 

查無此人 2 小時 
2008.12.13 

20:30 

國產優質高畫質電影，孤獨

的女學生與朋友家人的互

動故事。 

第二十一屆溫哥華

冬季奧運 
90 小時 

2010.02.20~2010

.10.02 

 

第二十一屆溫哥華冬季奧

運，提供高畫質精彩國際運

動賽事，使高畫節目類別呈

現多元活潑。 

夏天協奏曲 2 小時 
2008.12.07 

20:30 

優質國片，呈現台灣年輕人

的生命與感情故事 

向日葵 2 小時 
2009.11.15 

21:30 

優質國片，銀髮族的心情與

生活。 

霓虹心 2 小時 

2010.06.06 

21:30 

 

優質國片，跨國合作的兩代

故事。 

停車 2 小時 
2010.06.12 

21:30 

優質國片，都會人們的景

況。 

漂浪青春 2 小時 
2010.06.13 

21:30 

優質國片，底層人們的生活

之道。 

夏天的尾巴 2 小時 
2010.06.27 

21:30 

優質國片，呈現台灣年輕人

的生命與感情故事 

記得我們愛過 2 小時 
2010.05.16 

21:30 

優質國片，老夫妻相扶持走

遍台灣。 

小太陽 6.5 小時 
2009.10.13~2009

.10.22 

國產優質動畫影集，名著改

編，畫風鮮豔、人物可愛，

呈現親子關係及台灣懷舊

年代。 

爸...你好嗎？  2 小時 
2011.01.30 

21:00 

優質高畫質電影，台灣現代

父子關係的故事。 

不能沒有你 2 小時 
2009.12.27 

20:00 

優質高畫質電影，單親父親

爭取女兒的真實故事改編。

天黑 0.5 小時 
2011.04.23 

23:20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夏午 0.5 小時 
2011.04.30 

22:30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闔家觀賞 0.5 小時 
2011.04.30 

23:00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2010 美國網球公開 54 小時 2010.09.01~2010 2010 美國網球公開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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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10.02 

24:00 

供高畫質精彩國際運動賽

事，使高畫節目類別呈現多

元活潑。 

2010 新加坡第一屆

青年奧運 
46 小時 

2010.08.16~2010

.09.09 

20:00 

2010 新加坡第一屆青年奧

運，提供高畫質精彩國際運

動賽事，使高畫質節目類別

呈現多元活潑。 

一頁台北 2 小時 
2010.10.09 

2130 

優質高畫質電影，台北的各

種人與面向。 

第 36 個故事 2 小時 
2010.10.16 

21:30 

優質國產影片，都會男女的

故事 

就是那道光 2.5 小時 
2011.04.02 

22:30 

介紹全台的燈塔，其歷史由

來及與當地的關係。 

恐龍大地 1 小時 
2011.02.05 

18:30 

研究恐龍的紀錄片、將學者

專家的解說搭配生動逼真

的立體動畫恐龍。 

冰原巨獸長毛象 2 小時 
2011.02.01 

18:30 

關於史前動物長毛象之高

畫質動畫故事，情節感人加

上科學考據，劇情精彩也帶

進豐富史前時代動物環境

之資訊。 

POPA 家族  6.5 小時 
2011.04.04 

21:00 

國產優質動畫影集，呈現喪

母的單親家庭親子如何互

相關愛、學習成長。 

大河之舞在北京 2 小時 
2011.02.01 

19:30 

以高畫質錄製的愛爾蘭知

名大河之舞舞團在北京的

盛大演出。提供高畫質表演

藝術之聲光饗宴 

Wild Animal Baby 

Explorers 寶貝探

險隊 

6.5 小時 
2011.04.15 

21:45 

澳洲製作高畫質兒童動

畫，幾個造型可愛角色，每

次去探索自然生態，了解生

態動物的資訊。 

Discover 

Science(科學玩很

大)  

3.5 小時 
2011.04.12 

21:30 

將科學原理用活潑誇張的

方式呈現出來，寓教於樂適

合中高年級及青少年觀

眾；製作講究且為高畫質攝

製。NHK 與半島電視合作之

節目。 

The Ant Tribe 蟻族

日記  
1 小時 

2011.04.01 

21:00 

探討現代中國的狀況，年輕

人到城市討生活，過的辛苦

而卑微的狀況。 

小貓巴克里 6.5 小時 
2010.12.05~2010

.12.13 

國內精緻高畫質動畫，以可

愛的動畫呈現動物角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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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趣事來教導小朋友。 

台北星期天 2 小時 
2011.02.03 

22:30 

優質國內高畫質電影，外勞

的生活苦樂故事。 

2 分 20 秒 2 小時 
2009.12.06 

21:30 

優質高畫質電影國內作

品，勵志的父子故事。 

柿子紅了 2 小時 
2009.11.08 

20:00 

優質國內高畫質電影，家庭

親情與在地的背景的感人

故事。 

2010-2011 UEFA 歐

洲足球冠軍聯賽 
34 小時 

2011.02.20~2011

.06.12 

21:00 

 

2010-2011 UEFA 歐洲足球

冠軍聯賽，提供高畫質精彩

國際運動賽事，使高畫節目

類別呈現多元活潑。 

總計時數 
共 405 小時 

購片：366.5 小時，自製：23.5 小時，委製：15 小時 

 

二、教育訓練執行成果 

96 年度教育訓練規劃，區分工作坊課程、國際研討會，

及研究發展三類，說明如下： 

（一）工作坊課程 

工作坊課程分為創意類及數位技術類教育訓練課程。首

先在創意類教育訓練課程方面，主要包括各國創意節目趨勢

引介、節目企劃設計，及數位科技匯流趨勢的分析。此外，

本會也開始將 3D 影視設計的原理、拍設計巧及趨勢介紹給

內部與外部聽眾，使其能與全球影視拍攝實務齊頭並進。本

類別課程自 2010 年 1 月起至 6月共舉辦 3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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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數位技術類教育課程方面，配合「公共廣電數位

化發展與高畫質頻道建置計畫」中，各項高畫質製播設備、

數位資料庫陸續到位，本會依各設備功能屬性，舉辦各類教

育訓練課程，中包括非線性剪輯設備之實務操作與應用、字

幕機、外景攝影機操作說明、音效與成音系統製作與使用等

課程。本類教育訓練課程亦開放給外部單位參與，共計舉辦

115 場。 

（二）舉辦國際研討會 

公視除了自我技術的學習必須與時俱進之外，更具有帶

領同業、同步引導國內數位化的責任。因此公視每一年舉辦

一場國際數位電視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國專家學者擔任講

者，也請國內電視台、新媒體發展單位、設備製造商、跨媒

體平台業者共同參與，討論趨勢與發展議題，提出對於政策

制訂部門相關建議。本類研討會免費開放給國內業者及學

生，演說內容並上網以下載查詢參考，亦達到教育訓練推廣

普及之目的。以下說明各場研討會內容： 

民國 98 年（98.11.26-98.11.27） 

研討會名稱：數位轉換與跨媒體平台趨勢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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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世界各國數位轉換(Digital Switchover, DSO)有些

已經完成，有些的時間日漸逼近。台灣雖然尚未明訂時間，

但是有關單位已經在思考轉換時的各種面向。例如轉換時民

眾的權益如何不受影響？HDTV 是否是一個誘因？如果 HDTV

是一個趨勢，機上盒與電視機的規格又該如何訂定？針對上

述問題，公共電視邀請歐洲、日本，及美國等多位專家進行

討論。 

民國 99 年（97.11.26-97.11.27） 

研討會名稱：Digital Future and You 國際數位電視研討會

主旨：2009 年中，英國『數位英國報告』的 DIGITAL BRITAIN 

REPORT 公布，備受世界公共廣電、電信等同業的矚目。這份

英國政府的數位藍圖雖然含括範圍寬廣，但是環節相扣甚為

嚴謹，內容具體務實也極具前瞻性，亦具備參考價值。 

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情況，台灣也面臨著數位匯流的潮

浪，廣電業數位化的過程迫在眉睫。有鑑於此，公共電視在

2010 年的研討會中探討，台灣的廣電數位政策是什麼呢？而

比對於政府思維，活力十足的民間智庫可以提出什麼想法？

本研討會亦保論政府面對 2012 年底到 2013 年初的無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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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轉換（DSO）有哪些規劃，及日新月異的科技發展使得

媒體服務如同變形金剛般不斷展現新面貌，台灣業界的應對

策略。 

（三）研究發展：HiHD 使用者測試研究 

 另外，HiHD 頻道試播自 2008 年開播至今已試播第四年，

並先後針對南部與北部地區，進行兩次使用者意見調查研

究。公共電視於 2011 年 4 月完成第二階段高畫質電視網路

發射系統採購案，並於同年 6 月 12 日在台中市舉辦開播典

禮，並同步啟動使用者試播調查，藉以瞭解中部地區收視戶

的使用意見。 

本研究測試架構及效益包括： 

項目 說明 

測試目的 

1.量測民眾對高畫質電視服務的滿意度。 

2.瞭解民眾對於高畫質電視服務的需求 

3.瞭解民眾對於政府數位轉換政策的意見。 

測試時間 2011 年 6 月 12 日到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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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內容 

1. 公視自製及委製的 HD 節目。 

2. 公視外購於國內外的節目。 

3. 新聞局補助製作之高畫質節目。 

4. 業界捐贈的節目。 

5. 贊助者的短片。 

6. 頻道宣傳。 

頻道播出長度 
每日 6小時排檔，從晚間 1800 到 2400 首播，其餘時間為重播。

每天 16 小時 0800 AM 到 2400 PM。 

可收視地區 台中、苗栗、南投、彰化 

受測者門檻 

1.依資料填寫或郵遞區號辨識受測者是否住在有效收視區。 

2.受測者必須已經擁有可收看HD節目的電視機(本測試不提供

顯示器)。 

3.願意填寫問卷並提出意見或是參與焦點團體討論。 

4.有第一單頻網數位電視收視經驗者尤佳。 

研究結果摘要 

 

1.仍有訊號不穩定的狀況產生，宜透過大樓共同天線

可解決收訊不良的問題。 

 

2.製播體預賽事節目應以國人熟悉之運動項目為

主，且未來節目編排應考量銀髮族之生活作息。 

 

3.有好看的節目才是民眾接收數位轉換的最大誘

因，政府應該告訴民眾，進行數位轉換後，民眾可

以看到哪些優質的節目內容， 

 

4.目前在主流媒體的宣傳資訊太少，民眾多半無法瞭

解何謂數位轉換、如何安裝數位電視或機上盒。建

議應該在黃金時段、熱門的網站，或地點購買廣

告，以達到宣傳的目的。 

 

 17



三、頻道宣傳成果 

試播第二年之宣傳，主要以增加 HiHD 品牌知名度，以及

如何收視無線高畫質頻道為目標。結合產業界之資源和 HD

頻道形象、節目內容做緊密扣連，持續吸引民眾收看高畫質

電視。 

（一）宣傳策略說明 

公視行銷團隊在經過前兩年試播期間，與各產業界合作

推展 HiHD 頻道，並獲致良好成果後。第二年度起，以高畫

質頻道之品牌形象為訴求，並藉重量級之旗艦節目吸引民眾

接觸、收看頻道上之各類型節目。主要行銷策略概述如下： 

（1）跨平台宣傳：製作宣傳短片推廣 HiHD 頻道，並跨平台

強力放送，擴大宣傳效益。 

（2）參與各項國際影視大展：前進數位產業之展場和通路，

推廣 HD 節目之品質與視聽效果，並透過文宣，加深民

眾印象。 

（3）旗艦節目領航：配合重量級旗艦節目與主頻共同宣傳，

以擴大整體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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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策略執行成果 

 拍攝、製作 HiHD 頻道視覺宣傳短片，包含收視解說篇、

設備篇及頻道形象內容篇，在公視主頻及高畫質頻道強

力放送，並跨越平台，於網路媒體平台 Youtube 及公視

網路影音中心上播出。此外，在 2011 年 5 月中部地區啟

動時，新製 3 支宣傳短片，亦在公視主頻、原民台、客

家台播送，以爭取最大之宣傳效益。 

 

 收視解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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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篇： 

 

 

 

 

 

 

 

   

   

 頻道形象內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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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各項國際影視大展： 

 

 2010 台北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覽會： 

 參與台北市最大規模之電子產業展，於「數位電視

主題館」內展示 HiHD 頻道成果；並連接 HiHD 頻道

及現有之 SD 頻道訊號，於展場實際展示兩者差別，

令參觀民眾一目了然。 

 
右側為 HiHD 頻道訊號；左側為 SD 規格訊號，令參觀民眾一目了然。 

 

「2010 台北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覽會」數位電視主題館參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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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台北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覽會」參觀民眾觀賞 HiHD 頻道內容 

 印製 HiHD 頻道展示摺頁： 

 配合 HiHD 頻道所播出之新節目，印製新版展示折

頁共約 2 萬份，提供廠商及本會參與之各類活動發送。 

折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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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頁內面 

 

 透過旗艦級節目（戲劇、紀錄片、體育賽事）等節目

上檔，帶動民眾選擇收視高畫質節目；此外也透過宣

傳 promo短片於公視主頻共同宣傳，以擴大整體效益。 

 

 戲劇節目： 

  配合 HiHD 頻道所播出之連續劇「那年、雨不停

國」、「死神少女」、「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以及「HD

單元劇」電視電影等之各類宣傳活動，透過青春偶像

及實力派演員之吸引力，提升國內一般民眾及年輕族

群欣賞高畫質電視意願。 

 23



 
公視為 HiHD 頻道連續劇「那年、雨不停國」製作宣傳短片 

 

 

公視為 HiHD 頻道連續劇「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製作宣傳短片 

 24



 
HiHD 頻道連續劇「死神少女」之宣傳短片 

 
HD 單元劇「落跑 3 人行」演員阿嬌、迷你彬出席宣傳活動 

 

 紀錄片節目： 

  藉由旗艦級高畫質紀錄片節目「森之歌」、「活水

溯源」等，觸及不同於戲劇節目之人文或自然領域愛

好者，以知識份子及主要意見領袖為主之收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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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知名藝人關穎擔任「活水大使」，呼籲民眾珍愛水資

源；同時配合舉辦「環境公民培力－河川議題研討活動」，

以高畫質節目內容實際貼近民眾。 

 

邀請藝人關穎擔任高畫質紀錄片「活水溯源」愛水大使，並舉辦網路活動宣傳 

 

   
誠品信義店展示「活水溯源」、「森之歌」紀錄片大型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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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相關產業之國內外市場發展與趨勢觀察 

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日前宣佈，台灣將於 2012 年 6

月完成數位電視轉換（Digital Switchover，縮寫為 DSO）。

對照歐盟訂定的時程，各會員國無線廣播電視也應於 2012

年完成數位轉換。事實上，歐盟各會員國已在 2008 年至 2007

年開始，陸續展開各類數位轉換宣傳推廣工作。除此之外，

美國已於 2009 年完成數位轉換，另日本亦於 2011 年 7 月完

成數位轉換，本文將以上述數位轉換策略較為完整的國家進

行個案分析。雖各國國情不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可

做為台灣執行數位轉換時之參考。 

一、美國 

1996年2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1996 電訊傳播法)，授權 FCC 進行電視頻譜

重整並分配額外頻率。1996 年 12 月 24 日，FCC 宣布採用由

ATSC (the 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委員

會所建議的系統，做為美國的數位無線電視標準，並以 2006

年 12 月 31 日做為完成全國數位無線電視轉換之時間。但期

間各電視台設備建置與財務問題，且當時的 911 恐怖攻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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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導致美國數位轉換時程進度落後。 

2006 年 2 月 6 日，美國國會通過 2005 聯邦赤字削減法案

「the Deficit Reduction Act of 2005」之同時，也訂定

「Digital Television Transition and Public Safety Act 

of 2005」(2005 數位電視轉換暨公共安全法)專章，將數位

電視轉換的最後期限修正為 2009 年 2 月 17 日。不過具民調

顯示，當時尚有許多民眾未準備好，且機上盒補助款用罄卻

仍有上百萬申請名單。故 2009 年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後，

隨即在 2 月 4 日藉由國會機制，將數位轉換時程延至 2009

年 6 月 12 日。 

在配套措施方面，2000 年 7 月 21 日，FCC 以行政命令，

要求所有傳統螢幕尺寸為 13 吋及以上的電視機或是相同比

例的寬螢幕電視機，及所有電視接收器，自 2002 年 7 月 1

日起，就必須內建有符合數位電視隱藏式字幕規格標準

(EIA-708-B，Digital Television (DTV) Closed Captioning)

的解碼器。所有有線電視系統或多頻道影視節目系統，也需

提供數位電視接收裝置所能解讀的隱藏式字幕訊號。 

FCC 於 2000 年 9 月 14 日以行政命令要求業者，必須在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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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數位電視接收器上，依功能多寡標示三種內容(Digital 

Cable Ready 1、2、3)，以協助消費者清楚所購買的產品是

否符合其需求。 

2002 年 8 月 8 日，FCC 再發佈行政命令，以尺寸大小(≧

36 吋；25 吋至 35 吋；13 吋至 24 吋)分三階段(2005 年 7 月

1 日起；2006 年 7 月 1 日起；2007 年 7 月 1 日起)，要求 13

吋及以上的電視機都必須具備接收數位電視訊號的功能。此

外也要求自 2007 年 7 月 1 日起，凡能接收電視訊號的錄放

影機或DVD錄放影機，都必須具備接收數位電視訊號的功能。 

同時，FCC 也要求所有家電零售業者，必須在所販售的庫

存類比電視器材上標示警語，告知民眾此類家電只能接收類

比訊號，在數位轉換後需再加裝訊號轉換機上盒或天線。且

再附上 FCC 的服務電話與網址以供進民眾能有一步的諮詢。 

二、日本 

日本在 10 年前修改「電波法」時明確訂於 2011 年 7 月

24 日進行全國的數位轉換。今年 3月，日本東北地區發生大

地震大海嘯，岩手、宮城、福島縣三個重災區的數位轉換因

而展延到 2012 年 3 月 31 日。三個縣以外的 44 個都道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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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則按照原訂計畫在2011年的7月24日進行數位轉換。 

逼近數位轉換的前 10 天 7 月 15 日，日本的枝野官房長

官（相當於行政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總務省無線數

位 Call Center 從 18 日起改為 24 小時全天候接聽，並在全

國各地設置大約 1,600 個諮詢中心接受民眾諮詢。」，Call 

Center 的接線生人數也增加為 1,200 位，全日本進入數位轉

換的倒數計時。 

根據 NHK 的報導，7 月份三連休的第一天 7 月 16 日，東

京秋葉原的家電產品量販店擠滿了購買數位電視機的人

潮；店家說 32 吋中型以及 19 吋小型電視機賣得最多。根據

民間調查公司「GfK Japan」的調查，2011 年 7 月 4 日至 10

日，全國電視機的銷售量為去年同期的 2.6 倍。可見許多收

視戶都是趕在最後關頭才進行接收設備的數位化。 

7 月 24 日中午 12 點整，接收 NHK 類比訊號的類比電視機

的畫面出現「您所觀賞的類比廣播節目從今天中午開始停止

播出 今後請觀賞數位廣播 總務省無線數位 Call Center 

0570-07-0101  NHK 類比廣播停播詢問中心 0570-07-2011」

的提醒，這個提醒告知民眾諮詢的電話號碼，畫面持續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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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直到斷訊為止。 

日本全國收視戶約為 4,800 萬戶，24 日一整天總計收到

近 18 萬件關於數位轉換的電話詢問，這個詢問件數僅佔收

視總數的千分之三。其中媒體主管機關總務省所設立的 24

小時 Call Center 接到 123,700 件，NHK 接到 35,400 件，民

間商業台總共接到 20,100 件。電話詢問大多集中在 7 月 24

日中午類比節目停播之後，詢問的內容主要有「如何接收數

位電視？」以及「如何拿到接收數位訊號的調波器

（Tuner）？」。 

日本總務省在過去 10 年投入超過 2,800 億日圓（約合台

幣 1,033 億元）支援數位轉換，這些經費主要用來調整頻率、

消弭收視不良問題、設置數位支援中心、宣導數位轉換、協

調廠商開發價格低廉的簡易調波器以及發放天線改修補助

金等。電視機廠商及電器行自由競爭的結果，去年日本市場

用 5到 6萬(約合台幣 18,448~22,146 元)日圓已經可以買到

數位電視機，而 5,000 日圓(約合台幣 1,846 元)就可以買到

簡易型調波器。 

即使未來全國 HD 無線訊號覆蓋率達 90％，在強電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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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仍會有部分收視戶因地形、建物之阻擋，接收程度受到若

干影響。必須要使用室外 UHF 天線接收畫面，品質才會獲得

保證。惟礙於目前高樓大廈、公寓每個住戶不能隨意架設室

外天線及纜線而妨礙觀瞻，所以必須回歸到社區共同天線系

統的推廣。若可配合相關主責機關將社區共同天線系統架設

修法保障，並對社會作積極推廣，解決很多 HD 收訊不良問

題。  

以日本數位(目前已含 HD)轉換推廣策略來看，都會區公

寓建築乃透過大樓共同天線的方式收訊（佔全日本 770 萬

戶）；而偏鄉地區的家戶，也同樣以架設共同天線的方式收

訊（佔全日本 70 萬戶）。顯示共同天線可有效解決大樓與偏

鄉地區收視不良的問題。簡言之，當廣播電視的發射覆蓋達

到一定的比例時，接下來的工作，便是要告知民眾，如何用

正確有效的方式接收到數位無線廣播店視訊號。這有賴電視

台及政府單位藉由不同類型的宣導推廣活動來達成。 

三、法國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 é rieur de l＇

audiovisuel, CSA)於 200 年表定高畫質頻道的播出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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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在無線廣播電視平台上，將再加入 3 個高畫質電視頻

道，包括 TF1、France 2 HD，以及 M6。這三個頻道的所使

用的多工傳輸頻譜(multiplex)，為為 R5。目前已再播送的

HD 頻道，則有 Arte HD 及 Canal + HD。 

配合各區數位轉換的時間，在 R5 頻段播出的 HD 頻道，

將採逐區播出的方式推廣。法國表定的數位轉換時程為 2012

年，R5 頻譜的 HD 頻道預計在 2010 年 9 月開始播出，預計在

2012 年年初普及。 

由此可知，法國高畫質頻道的普及，與其數位轉換的工

作時程有很強的關聯。法國無線廣播電視的數位轉換始於

2005 年，正好也是數位無線廣播電視推出的同一年。2007 年

法國成立 France Télénumérique(法國數電視協會)，此為一

公共事業單位，主責法國數位轉換業務，並協助數位機上盒補

助方案事宜。 

France Télénumérique 的成立有其法源，且是特別為此

單位所修訂的法案，名為 ＇Act of modernization of 

audiovisual broadcasting and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 該 法 案 則 又 依 據 Act of Freedo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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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所修訂。其經費有 50%來自政府預算，其他則

來自商業與公共電視頻道，其比例為： 

商業電視 比例 公共電視 比例 

TF1 10% 

M6 10% 

France 

Television 
15% 

Canal+ 10% Arte 5% 

合計 50% 

    

2008 年 6 月，France Télénumérique 與各數位電視產

品業者、各地方首長代表召開工作會議，說明數位轉換合

作的工作項目。其內容有三類，包括： 

（一）各地區的媒體計畫 1（含收音機廣播、街頭廣告，以

及報紙的廣告宣傳）、 

（二）宣傳手冊印製與例行的行政工作會議， 

（三）對於 70 歲以上銀髮族的宣傳教育。 

2008 年 9 月，France Télénumérique 成立宣導中心，於

週一至週六（早上八點到晚間 9點）提供專線，處理民眾在

進行數位轉換時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並同時進行大規模的

巡迴宣導。同時針對全國 5%，收訊地區較差的低收入戶族
                                                 
1 例如網站也提供宣導短片：http://www.francetelenumerique.fr/vod.php?play=ici_france3alsace.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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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法國政府也計畫編列 4,000 到 4,500 萬歐元的的預算，

使其以共星共碟的方式，接收數位無線廣播電視訊號。 

四、西班牙 

2010 年 3 月 30 日，西班牙已有 1,650 萬人開始接收數位

無線廣播電視訊號，包括 Barcelona、Madrid 以及 Seville

等城市。4 月 2 日開始，陸續又會有 6 個傳輸塔台會終止類

比訊號，屆時全國將正式完成數位轉換。 

 

西班牙政府最早曾在 2000 年，推出付費數位無線電視平

台－Quiero TV，但因為反應不佳而退出市場。2005 年西班

牙政府調整營運方式，重新規劃 5 個多工訊號頻譜(MUX)，

以免費收視為訴求，成功推出數位無線電視服務。直至 2010

年 2 月底，普及率已達到 83.6%，並販售出 2,720 萬台數位

機上盒。 

西班牙政府的數位轉換策略採循序漸進的模式。2009 年

6 月至 7月期間，原本應該有 32 的地區應完成數位轉換，但

政府機關評估當時數位無線廣播電視服務的佔有率不高，故

決定延後其中的 10 個地區。2009 年 10 月，西班牙政府完成

第一階段的數位轉換，該階段共有 520 萬人可收看數位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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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 

2010 年 1 月，第二階段的數位轉換也宣告完成。發展到

第二階段的數位轉換，已累積有 1400 萬人可以收看數位無

線廣播電視，佔全西班牙人口 32％。第三階段的數位轉換在

2010 年 3 月 10 日啟動，完成轉換的時間為 4月 2日。 

2009 年 11 月，為了瞭解民眾，對於數位無線廣播電視服

務與數位轉換的反應，西班牙政府進行大規模的滿意度調

查。根據調查結果，有 87%的民眾認為，數位化後的無線廣

播電視，比起類比時代，其畫質明顯有所提昇。另外則有 78%

的民眾滿意或相當滿意數位轉換過程中，政府所提供的宣導

資訊。 

在宣傳活動方面，西班牙的宣

傳計畫，名為「Qué no te pille el 

toro」，各類的宣導資訊，皆會在

網際網路、印刷，及傳統電子媒體

散佈，以告知民眾，類比訊號停止

發送的時間。 

中央政府也與地方政府合作宣傳事宜。每個城市都設立

所謂的「資訊中心(call center)」，負責處理民眾在數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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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時所遇到的問題。另外，特別針對銀髮族，相關宣導資訊

則進入健康中心、銀行，或市民活動中心。根據統計，過去

兩年內，共分發出 9,500 萬本宣導手冊，並拍攝多支宣導 

短片。 

除了針對銀髮族群的宣傳外，對於肢障人士，政府也特

別設計專門的數位機上盒，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收看電視。負

責這項計畫的單位為西班牙國家傳播科技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 INTECO）。

科技中心研發出特別的軟體，可藉由聲音或高頻控制電子節

目表單。 

西班牙因應數位轉換，而導入的傳輸鐵塔建制、宣傳計

畫與補助低收入戶計畫等工作項目，政府初步估計其成本已

達到 120 億歐元。但相對的，數位轉換也替西班牙境內創造

了近 4萬個工作機會，並嘉惠相關媒體業者。 

完成數位轉換後，將會有更多的頻譜空間，其中公共電

視 RTVE 將再獲得兩個多重訊號區(MUX)。西班牙政府表示，

依據西班牙皇家律令(Royal Decree)，未來將再規劃高畫質

電視服務，目前已經有數個 HD 頻道在西班牙境內展開實驗

測試。此外，自 2009 年 8 月開始，政府也陸續開放付費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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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申請，未來西班牙境內視不同的地區省份，將會提供不

同的付費頻道服務。 

五、丹麥 

2009 年 10 月 31 日，位於北歐的丹麥正式完成數位轉換，全

面關閉類比訊號。關閉類比訊號的那天，全丹麥的傳輸網路也

同時發送新版軟體，藉以更新電子節目選單。11 月 1 日凌晨四

點開始，丹麥的數位無線廣播電視從此有展新的服務內容。為

此，營運平台 Boxer 與其他頻道業者合作，在數位轉換的當天，

串連七個主要的傳輸塔台舉行燈光表演藝術，慶祝丹麥正式邁

入數位時代。同一時間，丹麥公共電視台也藉由現場轉播，紀

錄數位轉換的歷史時刻。 

根據蓋洛普的調查顯示，全丹麥約有 5,500 萬的人口，約有

4,300 萬人口在轉換的過程中發生困難，另外約有 6,000 人對

於數位轉換完全沒有準備。在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1 日之間，因

應數位轉換所設立的服務中心，湧進 4,000 多通電話。在此之

前，服務中心則已經接獲共 15 萬多通協尋的來電。丹麥公共電

視台(DR)針對數位轉換也設立諮詢服務中心，在數位轉換的當

天，也接獲了 800 多通克服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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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麥的數位電視服務起源於 2006 年 3 月 31 日，當時只有 3

個頻道，全部都是公共電視的服務（包括 DR1, DR2, TV2）。這

頻道全都規劃在同一個多工頻譜(MUX)中，並採用 MPEG-2 的壓

縮格式。 

2009 年 11 月 1 日開始民眾可以接收 9個免費頻道，以及 31

個付費頻道。丹麥政府一共規劃 5 個多工頻譜，並指配公共電

視台（包括 DR 與 TV2）與營運平台商 DIGI-TV 兩個多工頻譜。

這兩段頻譜目前採用的格式仍為 MPEG-2，預計 2012 年後將轉

為 MPEG-4。其他的三個頻譜則由另一個營運平台商 Boxer 經

營，採用的規格則為 MPEG-4。丹麥數位無線電視現階段共服務

全國約 99.8%的人口，共有 18 個大型發射站，2 個小型站台，

以及 29 個補隙站。 

由前文可知，DIGI-TV 與 Boxer 兩個營運平台業者所採的技

術規格不同，因此將直接影響機上盒的規格。使用 DIGI-TV 所

發售之機上盒的民眾，將無法看到由 Boxer 所提供的付費頻

道。反之，使用 Boxer 機上盒的觀眾，除了有基本免付費頻道

可收看，亦可依照業者的套裝服務，收看付費頻道。 

為了避免民眾在消費與使用的混淆，營運平台業者 Boxer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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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販售的機上盒，都設有認證標章，藉以協助民眾能明確

辨識。然而自 2006 年丹麥數位無線廣播電視播出至今，已販售

出 100 萬台 MPEG-2 的機上盒，因此要鼓勵民眾更換機種，便得

有數位轉換策略帶動換機意願。 

為此數位轉換，丹麥政府一共編列 6,700 萬歐元進行相關轉

換計畫。其宣傳計畫採公開招標的方式辦理，委託專業的廣告

代理商協助執行，共有兩家業者得標（包括 Advice 與 

Metaphor）。另外營運平台業者（DIGI-TV 與 Boxer）與公共電

視台（DR 與 TV2）在整體的宣傳計畫中，也提供相當大的協助。 

宣傳計畫可以分成四個部份，包括：全國性文宣、家電零售

商的駐點服務、網站宣傳，以及電話諮詢中心。為了確保民眾

可以在關閉類比訊號前能被充分地被告知，有關單位製作完整

的數位轉換覆蓋圖，說明各地區數位轉換的時程表，並提供技

術資訊。2009 年，互動式的訊號覆蓋圖在網路上啟動，民眾藉

此服務，可查詢數位電視訊號品質。 

 

 

 

丹麥無線廣播電視訊

號涵查詢蓋服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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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民眾接受並進行數位轉換呢？丹麥政府所採行的

另一個策略有二，便是在數位轉換之機，提供更多的數位電視

服務。就近期而言，2009 年 2 月，營運平台商 Boxer 陸續推出

小型的套裝頻道服務，並藉由套裝頻道的廣告，宣傳政府的數

位轉換計畫，吸引民眾購買新的機上盒。 

除了商營電視所提供的轉換策略外，公共電視台也同步在

2009 年的 11 月 1 日市政推出高畫質電視頻道 DR HD，以及新的

數位頻道（包括兒童頻道 DR Ramasjang、文化藝術頻道 DR K），

聯合提昇民眾進行換購機上盒的動機。就長期而言，丹麥政府

預計在 2010 年 11 月再釋出一個多工頻譜(MUX 6)，此頻譜亦由

Boxer 所經營。2014 年至 2015 年年間，丹麥將再導入 DVB-T2

的技術，屆時又會多出 2 個多工頻譜，新增的頻譜資源，則將

以高畫質電視頻道服務為主，故預期又會帶動另一波的換機潮。 

 

 41



 小結 

總結以上各國情境，推廣策略重點包括： 

（一）提供新頻道，藉以提昇數位轉換的誘因 

依照各國案例，多半提供新的頻道內容，且又以高畫質

頻道為主，吸引民眾替換機上盒，致使在數位轉換期間，民

眾不會產生被強制剝奪收視權或被迫轉換的主觀感受。 

（二）全方位的宣傳計畫 

各國多半立法並（或）成立任務小組，並編制預算成立宣導

中心，推廣數位轉換。宣導中心的任務並不單只宣傳，且為

技術與服務諮詢中心，這類服務宣導中心，多半又整合家電

廠商（機上盒、電視機廠商等）及電視台（尤以公共電視台

居多），做為諮詢及宣傳資源，以提供民眾在轉換時所需之

協助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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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行經驗分享與政策建議 

   為使 HD 內容產業得以健全發展，公共電視特將執行經驗

綜合整理後分享如下，供各界參酌。 

一、HD 節目製作經驗分享（一）：節目型態與成本分析 

 96 年度 HiHD 頻道之節目來源主要包括自製、委製、國

際合製、購片及新聞局補助製作之高畫質節目等五大類，節

目型態又包含單元劇、連續劇、音樂綜藝、紀錄片及體育賽

事轉播等，十分多元。其製作成本與技術，或因設備規格，

或因環境、時間而各有差異： 

標準畫質節目與高畫質節目製作成本分析：（千元） 

節目類型 
SD 單集 

成本 

HD 單集 

成本 
說          明 

表演藝術轉播 300 500

此類節目因版權費、表演卡司及內容、場地

規模與條件、錄製時間等，都會影響使用之

設備技術和成本，故沒有一定之標準可循。

若以坊間OB車基本配備（5機加1台crane）

計算，SDOB 車一班租賃費約 15 至 25 萬元，

HDOB 車約為手扒機其一倍。大型轉播如體

育賽事或演唱會則依需求另計。 

棚內音樂綜藝 

 
400~800 1,000~1,200

 SD 綜藝棚標準配備 4 機加無線電對講

機，一般租賃費 10 至 15 萬元不等（不

含導播團隊），而 HD 棚也大約為其一倍。

另 HD 拍攝須增加額外燈光、佈景和 

特效，成本因此相對提高。 

一般紀錄片 

 

 

700~1,500 1,000~1,800

人文歷史紀錄片 1,000~2,500 2,500~5,000

 若不考量製作團隊之薪資，影響紀錄片

製作成本最主要的因素是拍攝時間和距

離，以及資料畫面的版權費用。生態影

片成本多在長期追蹤拍攝，成本自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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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保紀錄片 

 
1,000~2,000 2,000~4,000

國際合製紀錄片 約 2,000 約 3,000 

高；而「西藏台北」因拍攝地點遍及兩

岸，差旅費成本較高。一般而言，倘若

紀錄片的型態性質相同，HD 與 SD 的價差

多來自材料費和攝影器材。HD 攝影器材

租賃費用視其等級而定，一班約 17,500

至 20,000 元不等，與 SD 相差約 5,000

元。 

90 分鐘單元劇 1,200~1,700 1,800~2,500

20 集連續劇 1,200~1,500 1,500~1,800

 假設演員、製作團隊、拍攝天數、地點

完全相同，HD 與 SD 製作成本最大的差異

在於前者影帶材料費較多出約 2.5 倍；

另現場錄影與燈光配備需求較多。後製

轉拷、剪輯成本亦較高；同時必須調光

調色且另行套片、上字、出帶 (電影版

需兩次)，平均 90 分鐘的 HD 時裝劇為 SD

成本的 1.5 倍。連續劇則須需視集數多

寡分攤，集數越多，相對成本越低，若

以 20 集一小時連續劇估算，  

標準製作流程之 HD 單集製作成本較 

SD 約高出 10-30 萬左右，棚內製作長 

壽劇之成本差距則較低。 

購片 40~80 50~100

 就成本效益考量，購片每小時節目費用

約在 5萬至 10 萬左右，比製作一小時高

畫質節目所需費用偏低很多，卻可以 

讓觀眾觀賞到國際級最新最好的高畫 

質節目。以 BBC 耗資 9億新台幣製作 

之超級鉅作「地球的脈動」為例，購 

片版權費每集約在 3,500 美金左右；首

播之當紅影集，每集約 2,500 至 3,000

美金；國內連續劇、紀錄片每集約 5 

萬元左右。事實上購片之配套條件甚 

多，播映次數、市場規模、採購數量 

及以往合作關係，均可成為議價條 

件，並無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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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D 節目製作經驗分享（二）：以「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

紀錄片為例 

   公視近年以國際合製模式，積極投入 HD 高畫質節目

製作，「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是公視國際合製團隊繼「野

性蘭嶼」進軍國際之後，又一代表作。2009 年製播完成，不

僅創下公視近年來紀錄片最高的收視率 0.52，也入圍（入選）

十二項國際影展，創下極佳成績。 

這是台灣第一次，用 HD 高畫質電視技術，全程紀錄黑面

琵鷺跨國遷徙的漫長旅程。跨國合製團隊投入一年追蹤拍

攝，飛越一萬六千公里的旅程，從台灣台南、日本、南北韓

交界、到中國大連無人小島，跨越政治對立疆界，也克服地

理環境、天候、鳥況、潮汐、風向種種的技術困難，使國內

HD 生態紀錄片邁向與國際接軌的新境界。同時，也是全球首

次記錄下黑琵人工孵育繁殖的完整過程。 

 正如其英文片名「Bird Without Borders」（無國界

之鳥），本片不僅兼具了生態永續的全球性關懷，也為台灣

本土極具代表意義的瀕危保育鳥類，留下重要的生命紀錄。

在製作與整體國際行銷上，都有開拓性的成就。以下就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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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團隊、技術轉移」；「跨國拍攝、技術突破」；「整體行銷、

影響力加值」；以及「投資效益分析」等各方面提供經驗分

享。 

（1）、國際團隊 技術轉移 

本片英籍導演迪恩．強生（Dean Johnson）是亞洲頂尖

獨立製片，曾任職於英國 BBC、美聯社電視等國際媒體，目

前是探索頻道、動物星球、國家地理頻道知名導演，作品曾

榮獲亞洲電視節最佳生態紀錄片（中英文簡歷如附件四，

p.1）。以亞洲電視節為例，迪恩所屬的製作公司 IFA ，這兩

年成績非常突出。2008 年共入獲十二項提名，贏得 3項大獎

與 4 項評審團特別推薦；2009 年續傳佳績，共獲十項提名，

並榮獲最佳實境節目、最佳社會關懷獎、以及最佳 HD 成就

獎評審團特別推薦獎。其中兩個得獎節目，出自導演 Dean 

Johnson 之作。 

在 2008 年執導、拍攝「返家八千里」之前，迪恩已經有

五年的 HD 拍攝製作經驗，尤其擅長生態人文類紀錄片，他

的經驗對於當時尚在起步階段的國內 HD 製作環境，是很重

要的學習機會。也因此在 2008 年 3 月公視正式邀請他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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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時，即言明「技術轉移」將是此案重要的合作精神。 

於是，組成跨國合製團隊，即是技術轉移的關鍵過程。

本片鳥類攝影邀請國內知名生態導演梁皆得掌鏡。梁皆得是

國內知名鳥類攝影與生態導演，作品得獎無數。但在拍攝

「返」片之前梁皆得多半仍以 16 釐米膠片拍攝，尚未熟悉

HD 之生態節目製作。同時，公視內部也由國際部、新聞部製

作人員共同組成國際團隊，合作長達一年，突破語言、國界

限制，從企劃、拍攝、後製均以 HD 國際專業製作規格製作，

本地參與製作人員均受益良多（工作人員簡介詳如附件四，

p.3）。 

1. 企劃方面：本片於 2008 年 3 月 7 日舉行首次企劃會議，

定調為不僅是生態紀錄，也包含人物故事。因此，朝向

與鳥密切互動為方向尋找故事；同時在生態方面，也多

方蒐集黑面琵鷺的生態習性，以掌握其繁殖、孵育、度

冬等關鍵時刻與地點。因為此時黑面琵鷺正要自台灣台

南飛向繁殖地，製作團隊立刻南下搶拍，並同步進行內

容規劃，於 2008 年 4 月 18 日通過公視內部節目企劃案

審查，展開一年與黑琵遷徙週期賽跑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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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黑面琵鷺的遷徙路徑，從台灣台南出發，飛渡日

本、中國東北無人島、以及北緯 38 度線南北韓交界的停

戰區、以及香港等五國，嘗試以候鳥無國界的觀點，讓

人重新省思跨國保育的重要性。 

這部片子得以在短短一年內拍攝完成，並能「恰如其

時」地進入繁殖地與度冬地，充分的事前研究是重要關

鍵。從前期企劃到拍攝後製，製作小組地毯式接觸台灣、

中國、日本、南北韓、香港各地相關保育組織與研究學

者，幾乎動員亞洲所有專家，才得以完成這部保育史上

首次記錄黑琵跨國遷徙的紀錄片。 

2. 發展故事線：黑面琵鷺是全球六種琵鷺之中，唯一瀕危、

也是少數完全依賴東北亞棲地而生存的鳥種。牠們的存

在，就像是亞洲沿岸生態環境健康的指標。無論在台灣、

中國，南韓、北韓、或是日本，身處不同邦國疆界的人

們，不管處在如何對立衝突、微妙尷尬的現實當中，因

為牠們，而攜手合作。黑琵就像大自然的和平天使，穿

越政治的疆界，傳達永續共存的訊息。 

   但要如何結合黑琵生態與人物故事，是本片的一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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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導演 Dean Johnson 表示，一般在別的紀錄片裡，以

一個小時的紀錄片為例，通常有三個主要人物，但在這

個紀錄片，我們挑選了五個主要人物，也由這些人物帶

領觀眾進入不同的國家與地點，讓觀眾去喜歡這個角

色，然後才能繼續到下一個地點介紹下一個角色，讓複

雜的跨國故事能夠極具親和力地呈現。 

3. 後製階段：本片後製均在台灣完成。在長達八週的非線

性以及套片、調光、特效、杜比 5.1 混音，英籍導演 Dean 

Johnson 均全程參與製作。除了參與前期拍攝的團隊人員

之外，更加入本會會內剪接師鐘文源，實際體驗到探索

頻道等國際頻道之後製規格與技術。 

本片自製播完成後，更多次向業界分享此次難得之製

作經驗，曾經參與發表之活動與訓練分享超過 12 場（如

下表）。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經驗分享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說明 

2009 高畫質電視製作

工作坊 

2009/6/19 科技大樓二樓第

13 會議室 

國科會、新聞局主

辦，業界共 200 人

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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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第一屆台灣生態

環境紀錄片影展 

2009/9/25 中興大學社會科

學暨管理學院

B13 國際會議廳

生態業界、教師、

學生約 90 人參與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09/11/11 公視A棟簡報室 公廣集團公視、華

視、原視、客台、

宏觀電視共 30 餘

人參與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09/11/18 華視一樓會議室 公視新聞部、宏觀

電視同仁共 25 人

參與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

鷺」製作經驗分享 

2010/1/4 原視會議室 原視相關同仁共

15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0/1/14 雲林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所  

雲科大師生約 80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0/5/20 台北市木柵動物

園推廣組會議室

動物園推廣組約

30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0/11/26 世新大學傳播學

院 

傳播管理系師生

共 47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0/12/10 公視A棟一樓簡

報室 

電視學會等同業

約 50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0/12/14 台南大學生態學

系/研究所 

生態系所師生共

70 人參與 

「跨國說故事 黑面琵

鷺」HD 製作經驗分享 

 

2011/1/3 日 大愛電視台 慈濟大愛電視台

主管與相關製作

人員約 10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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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數位南台灣研討會 2011/4/28 高雄市國立科學

工藝博物館 

南部產官學界共

110 人參與 

（2）跨國拍攝 技術突破 

每年秋冬時節，總有超過族群量一半的黑面琵鷺會忠誠

地飛回台灣度冬。但是究竟牠們春天北返之後飛向何處？中

間又停留在哪裡？卻從來沒有透過電視鏡頭記錄過。 

黑面琵鷺南北遷徙的路線，恰好是沿著東亞政治情勢最

緊繃的區域，尤其在北韓不斷試射飛彈，構成區域安全威脅

的時刻，這部跨越東北亞記錄黑琵與沿岸溼地生態的影片，

更顯得難能可貴。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紀錄片深入探訪東亞許多人跡

罕至的祕境，一窺黑琵繁殖地的神祕樣貌，足跡遍佈中國東

北無人小島的懸崖峭壁、南北韓交界停戰區、甚至是封閉又

神祕的北韓溼地。本片更捕捉黑琵前所未見的畫面與研究發

現。例如在北方，黑琵爸媽辛苦的餵養下一代、小鳥生平第

一次飛翔，以及全球首次揭露黑琵人工孵育的完整過程。製

作團隊更在南韓發現了從一項特別的研究。南韓研究者李起

變博士經過五年的觀察，發現黑琵的嘴紋，就像人類的指

紋，每一隻都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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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片 全 程 採 用 HD 拍 攝 ， 攝 影 機 曾 經 採 用

SonyHDW-F900 、  SonyHDW-730 、 SonyHDW-750 、

SonyHDW-790 等，以 1920×60i 規格攝製。攝影鏡頭方面除

了標準鏡頭 Canon HJ 17e x 7.6b、廣角鏡頭 Canon HJ 11e x 

4.7b 之外，更因為拍攝鳥類生態所需，採用望遠鏡頭 Canon 
HJ 40e x 14b。 

 

▲ SONY HDW-730S                ▲ SONY HDW-750 

▲ SONY HDW-790                ▲ SONY HDW-F900 

 

 

▲ Canon HJ40 望遠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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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因為本會 HD 攝影機不足，「返」片拍攝期間都在台

灣市場租賃器材，其中以 SONY HDW-F900 因為較適合拍攝

戲劇較不適合生態類紀錄片使用。其餘攝影機無論成像、畫

質等均差異不大。 

 拍攝期間最主要的技術挑戰，來自於生態拍攝的不可測

變數，必須克服地理環境、天候、鳥況、潮汐、風向種種的

技術困難。尤其是鳥類攝影時使用的望遠鏡頭，既昂貴又沈

重，無論腳架承重量、擋風設備等等，都是拍攝前計畫的重

點。這次使用的 Cannon HJ40 HD 長鏡頭，在台灣數量並不

多，過去大多被用來轉播運動賽事或特殊大型活動，相對能

夠配合黑琵遷徙時序之機動性而提供租賃使用的更是稀

少。另外，整個鏡頭連同外盒重達 25 公斤以上，無論跨國

飛行、托運驗關、陡峭地形搬運等等，都大大增加製作難度。 

 特別是在一些政治敏感區域，如南北韓交界停戰區、或

是中國遼寧省外海的無人島，都需要花費極大的心力交涉取

得拍攝取可。建議中國拍攝方面，最好透過具有拍攝經驗的

協拍單位協助申請拍攝許可，其餘地區則盡量找到該議題相

關的關鍵人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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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借重於生態攝影者梁皆得豐富的鳥

類拍攝經驗，以及各拍攝地點找到專業顧問的支援，如台南

的知名生態攝影者王徵吉、中國大陸央視導演張砥生、日本

朝鮮大學教授鄭鐘烈、以及南韓李起變博士，都適時提供協

助，猶如「識途老鳥」，讓本片在拍攝期間能掌握最佳拍攝

時間。 

 本片實際拍攝期共 48 天 (台灣 17 天+中國大陸 14 天+日

本 9 日+韓國 4 天+香港 4 天)，與過去台灣拍攝生態紀錄片

片必須長期守候的作業習慣，很不相同。這種企劃性拍攝模

式，透過需要事前詳細研究、勘景、規劃，不僅可以減少實

際拍攝支出，也提高攝製成功比例。 

 本片也在 2009 年代表公視節目首次入圍新加坡亞洲電視

節 HD 最佳成就獎。對於當時還處在 HD 節目製作起步階段

的公視而言，實為極大的鼓勵。 

（3）整體行銷 影響力加值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自 2009 年播出以來，不僅節

目品質獲得多項國際影展肯定，更難得的是以單集紀錄片整

體行銷，榮獲 2010 年金鐘獎最佳節目行銷獎。目前國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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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面，已入圍（入選）十二項國際影展，其中包括亞洲規

模最大的東京國際影展的自然單元、首次以公視節目入圍亞

洲電視節最佳 HD 成就獎、以及入圍東京環境映像祭並榮獲

生物多樣性獎項，創下極佳成績（得獎紀錄如附件四，p.6）。 

 能夠在國內外都獲得很高的評價與肯定，必須歸功於此

次分別製作了英文、國語、台語三種語版。透過不同語版的

詮釋，讓這個從台灣出發又遷徙千里的候鳥故事，以及所承

載著環境保育與和平的訊息，能傳遞到世界各地。 

 在台灣，這樣的一部國際級製作水準的紀錄片，誰來說

給大家聽呢？本片特別邀請： 

雲門舞集創辦人與藝術總監林懷民--跨越國界的舞者，為

本片獻聲，首次擔任影片中文旁白，為觀眾訴說黑琵在亞洲

的故事。另外台語旁白配音，也邀請音樂創作者林強跨刀，

賦予在地詮釋。 

 雖然受限於預算，必須仍以一套影像素材，製作不同語

版，但卻兼顧不同語言的在地性，甚至分版呈現，使得本片

既具國際性，也創造出在地感動。 

 為了提高節目行銷包裝的專業品質，特請知名設計師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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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陽從節目標準字、DVD 包裝、海報、明信片等周邊產品整

體規劃設計。 

在節目上檔播映期間，宣傳成效豐碩，總計各媒體報導

超過 23 篇、廣播訪問 13 個、部落格推薦 3 篇，雜誌大篇幅

專文報導三篇（經典雜誌、大自然、有機誌），其中《中國

時報》更於播映當天以頭版大篇幅報導，也創下記錄片難得

一見的宣傳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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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各大平面媒體露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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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青陽海報與酷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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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家八千里》自從播出之後，國內外一直迴響不斷。

六月首播的時候，當時內政部長廖了以陪著 95 歲的母親一

同觀賞後深受感動，於是政策上大力支持在台南黑琵度冬家

園設立台江國家公園。之後透過幕僚知道這樣的發展，公視

製作團隊與破例為影片旁白配音的林懷民都十分振奮，特別

致函內政部感謝，沒想到信寄出的隔天，公視國際部經理林

樂群等人都接到廖了以本人親自回電致意，寫下了「一部紀

錄片、一個國家公園」的巧妙機緣。 

（4）投資效益分析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 」經過縝密的前置規劃與完備

的專業準備，自 2008 年 2 月正式開始企劃並組成國際團隊

後，歷經九個月拍攝、六個月後製完成英語、國語、台語三

語版製作，不僅順利在國內首播，也成功行銷國際。工作時

程如下表。 

 「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工作時程表 

工作項目 工作時程 工作內容 

節目前置研究與企劃 2008 年 2 月-2008 年 4 月 

（國際導演工作時程 3 週）

跨國生態自製紀錄片組

成國際合製團隊，進行前

置研究 

※ 2008 年 4 月 18 日 

公視節目企劃案審查會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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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製拍攝 2008 年 3 月-2008 年 11 月 

實際拍攝天數 48 天 

 (台灣 17 天+中國 14 天+日

本9日+韓國4天+香港4天)

拍攝地點橫跨東北亞四

國、五地，從拍攝許可申

請、規劃聯繫與在地拍攝

國際版後期製作 2008 年 12 月-2009 年 4 月 

（國際導演工作時程 8 週：

撰稿 1 週、非線性剪輯 5

週、調光混音 2 週） 

中英文場記、國際版撰

稿、非線性剪輯、套片調

光特效、杜比 5.1 混音 

在地版後期製作與節

目樣帶審查 

2009 年 4 月-2009 年 5 月 中文與台語版腳本改

寫、國語/台語旁白配音、

杜比 5.1 混音、影像輸出

※ 2009 年 5 月 7 日 

公視節目樣帶審查通過 

節目宣傳與播映 2009 年 4 月-2009 年 6 月 網站建置、跨媒體宣傳 

 

 本片總製作成本 790 萬餘元（不含宣傳費用），其中前

置研究佔 11%，前期拍攝佔 57％、後期製作佔 32％（製作

經費分配如下圖）。以國際級頻道 HD 製作預算每小時節目一

般約 15 到 30 萬美元的預算比對而言，算是一般國際規格，

其節目品質呈現也不遜色於英國 BBC 製作水平。 

 返家八千里製作經費分配圖 

前置研究

11%

前期拍攝

57%

後期製作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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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國際一流團隊之製作實力，本節目自企劃階段即

獲得多家國內知名企業贊助，其中企業募款總計達 760 萬

元，而播出適逢公視年中募款周，累計至當年 6 月 22 日黑

琵電視募款專案達 88 萬餘元（其中一萬元捐款達 54 筆），

為該募款周表現最佳節目。至於 DVD 方面也是長銷，截至

2011 年 7 月下旬，DVD 銷售近 25,000 片（含新聞局專案採

購 20,000 片），銷售金額達 280 多萬元。也就是，包括募款、

以及DVD發行就已經超過1,100萬元，展現極佳的投資效益。 

由於高水準製作品質，也陸續行銷海內外各頻道、IPTV

以及航空公司等，購片對象包括中華電視 MOD、香港 TVB、

新加坡 Inflight Productions、香港 MediaLink 等。2011 年 5

月更與世界知名全球節目行銷商 Off The Fence 簽訂代理合

約，透過其全球代理網絡，未來將持續發揮行銷潛力。 

當然更大與無價的投資效益，來自提高了台灣影視產業

HD 製作作品的國際能見度與知名度，以及為保育瀕危物種

所盡的些許力量。 

對於黑琵，家園是沒有國界的，每一個提供生命庇護的

地方，都是家。藉由此次製作「返家八千里 黑面琵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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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D 高畫質影像為瀕危鳥種留下生命記錄，就像是撒下一

粒種子，若能藉此喚起亞洲各國重視河口溼地生態保育，共

同守護黑琵家園，才是真正的希望與價值之所在。 

三、各外購採購內容評估與訴求說明 

  第二年高畫質購片購入國內節目非常多，一方面希望

支持鼓勵國內的高畫質製作，一方面國內高畫質節目近幾

年產出數量增多且技術逐漸純熟。 

  第二年購買的類別及內容多元，有溫馨親子環保教育

等題材的高畫質兒童動畫、有兒少科普及生態相關節目、

有介紹台灣秀麗山水的紀錄片、有精彩國內外高畫質戲劇

影集、有國內優質高畫質電影、及運動賽事和表演藝術節

目等。 

現將購片以類型，分別介紹購片內容評估與觀眾訴求： 

（一） 兒少節目 

 「花園寶寶」：BBC 高畫質大製作兒童動畫，由天線寶

寶團隊製作，結合最新數位動畫人偶等精心打造。 

 「POPA 家族」：國產優質動畫影集，喪母的單親家庭

親子如何互相關愛、學習成長。不僅為國內製作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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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高畫質作品，以父親為養育者與孩子的互動成長，

難得反映現代多元的家庭模式給觀眾們。 

 「小太陽」：國產優質動畫影集，名作家林良同名作品

改編。畫風鮮豔細緻、人物可愛，呈現家庭親子關係

及台灣懷舊年代人們的生活。 

 「小貓巴克里」：國內精緻高畫質動畫。搬到鄉村的

孩子，藉著小貓與村民互動，並學習到環保意識。以

幽默可愛的角色與對話來傳達教育訊息。 

 「科學玩很大」：將科學原理，用活潑誇張的方式呈

現出來，令觀眾印象深刻，也容易懂艱澀的學理。非

常能寓教於樂，適合中高年級及青少年觀眾；製作講

究且為高畫質攝製。NHK 與半島電視合作之節目。 

 「寶貝探險隊」：澳洲製作高畫質兒童動畫，著重生

態主題。用幾個造型可愛的卡通角色角色，每次去探

索自然生態，搭配生動自然生態畫面，讓小朋友了解

生態動物的資訊。 

（二）紀錄片 

 「來自台灣的明信片」：台灣團隊以高畫質拍攝台灣各

地的美麗感動時刻，每支短片都如廣告 MV0 的漂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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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準捕捉台灣每地每時的最佳畫面。廣告級之高畫質

攝影品質，畫面精緻，美不勝收。 

 「恐龍大地」：韓國製作研究恐龍的紀錄片，將學者專

家的解說，搭配生動逼真的立體動畫恐龍，並將逼真

的動畫恐龍與真人畫面結合，使紀錄報導的本片極具

趣味性，講解恐龍的過程不致於生硬。 

 「冰原巨獸長毛象」：關於史前動物長毛象之高畫質動

畫故事，將恐龍的科學考據編入情節感人故事介紹給

觀眾。韓國製作此動畫節目，劇情精彩，也帶進豐富

史前時代動物環境之資訊。   

 「蟻族日記」：日本 NHK 高畫質拍攝，探討現代中國經

濟發展下都會青年的狀況。大陸年輕人到城市討生

活，對照繁華興榮的都市下，外地青年卻過著辛苦而

卑微的生活。 

 「就是那道光」走遍台灣及離島以高畫質拍攝介紹全

台的燈塔，每個燈塔都有和當地的歷史與人文關連之

處。由一個個古蹟般的燈塔，了解台灣的變遷歷史及

當地的故事。 

（三）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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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英雄」一部高畫質拍攝的國際級高畫質動作連續

劇。本劇美術武術等都請國外顧問指導，以期達國際級水

準。同時劇組挑戰各種高難度追逐動作戲拍攝，希望培養

本土攝影燈光等高畫質拍攝人才。本劇呈現的極佳聲光效

果與評價，激勵國內製作人員更迅速接受高畫質製作的挑

戰。本劇播出評價與收視皆告捷。 

「重返犯罪現場第 6季」美國高收視熱門影集，製作水

準甚佳，幽默對白有趣個性及科學辦案揭發懸疑等特色，

極為觀眾喜愛。尤其是年輕及菁英觀眾所關注的影集，帶

狀播出特別能吸引住觀眾。 

    本國高畫電視電影集國片高畫質版：包括多位國內優

秀新銳或中生代導演所拍攝之電影，第 36 個故事、六號出

口、鬪茶、霓虹心、停車、漂浪青春、夏天協奏曲、查無

此人等等共 23 部。讓國內導演的作品，能在最高畫質的露

出，強化其質感，也讓觀眾看到國內的優秀作品，進而支

持文創產業的推動。同時戲劇與電影較能凝聚更多收 視

群，集中排播時，更能加強高畫質頻道之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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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動節目 

    第二十一屆溫哥華冬季奧運、 2010 美國網球公開賽、

2010 新加坡第一屆青年奧運、2010-2011 UEFA 歐洲足球冠

軍聯賽等的體育賽事轉播。提供民眾免費多元的賽事活動。 

（五） 表演藝術 

   「大河之舞在北京」：以高畫質錄製的愛爾蘭知名大河之

舞舞團，在北京的盛大演出。提供高畫質表演藝術之聲光饗

宴。 

四、小節 

整體來看，HiHD 頻道進行試播之際，公共電視與新聞局

的互動模式，可摘要為由新聞局雙向補助公視（本子計畫專

案預算）及業界傳播公司，製作各類型高畫質電視節目。藉

由補助，公共電視則可藉由國際合製之合作模式，學習外部

先進之製播技術，並舉辦各類研討會藉以推廣製播經驗，並

配合版權銷售增加外部收益。此外，本會亦將外部購片集中

在國內購片，藉以提昇內需且提供新銳一露出的平台。建議

未來可持續沿用此雙向補助模式，提昇本土高畫質電視之製

播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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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來節目規劃及預期效益 

一、規劃理念 

奧運賽事自 2008 北京奧運開始，就以高畫質訊號對全球

播映。當年公視以付費方式取得華視所負責的體育賽事，

在 HiHD 頻道上維持高畫質播出，與其他標準畫質的節目相

較，已足以彰顯華麗的色彩與細緻的聲光效果。然而因公

視 HiHD 在 2008 年 5 月才開始試播，高畫質顯示器與機上

盒普及率在該時期都相當有限，致高畫質數位推廣的效果

受到限縮，但用高畫質顯示器收看奧運最能彰顯力與美的

口碑已然建立。 

   目前高畫質電視機在台灣的普及率已大幅增加，但仍多

用來收看標準畫質的無線與有線電視訊號，並無法突顯高

畫質的優點，也不是普及無線數位服務的主要精神。為配

合政府數位高畫質廣電政策，公視計畫將在 2011 年 5 月開

始至 2013 年的高畫質頻道規劃中，以最能突顯高畫質特色

的各類節目，搭配奧運熱潮，有計劃的將高畫質節目全力

推廣到台灣觀眾的家中，讓台灣觀眾在無線數位電視收視

上，也能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享有同等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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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兩年節目規劃藍圖  

（一）HiHD 頻道性質 

   HiHD 是無線數位頻道。台灣觀眾目前收視的高畫質頻道

除了 HiHD 以外，大都以有線系統的境外頻道為主，並須以

有線光纖或寬頻電視系統付費收看。HiHD 是台灣觀眾可以

免費收看無線高畫質節目的唯一頻道。 

（二）頻道定位 

 以發展國內高畫質文創產業為主要目的，以多元且寬廣

的製作議題，為觀眾提供優質高畫質節目。 

 達到公共服務的效能，並成為台灣觀眾收看高畫質節目

的主要頻道。 

 內容兼具娛樂與生活美育，調性輕鬆且能展現高畫質聲

光之美的頻道。 

（三）頻道內容規畫 

 新製節目時數將提升至 1,000 小時以上。其中 70％以上

係本國產製節目。 

 提供高畫質製作之本國節目。節目類別包括戲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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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兒少節目、音樂綜藝、生活資訊等，多元豐富。增

加兼具娛樂性質、旅遊生活等多元輕鬆，卻能展現高畫

質聲光之美的節目，以吸引觀眾收視。 

 文化藝術類節目亦為本頻道特色之一。以日本 NHK BS 為

例，選播精彩的音樂會或藝文表演，非常受到觀眾歡迎。

HiHD 亦將轉播或是彙整國內外各類表演藝術，並開闢賞

析節目，以竟文化美育功能。 

 爭取轉播能展現高畫質特色的體育賽事、大型晚會等，

以饗觀眾。 

 公視主頻節目採 HD、SD 雙模製作，可以提供 HiHD 播出

之外，希望爭取預算為 HiHD 頻道量身訂做各類節目，使

其更具獨特性，成為 2012 高畫質元年台灣觀眾最喜愛之

高畫質無線頻道。 

（四）節目排檔策略 

  2011-2013 年，HiHD 頻道將增闢兒少節目、卡通動畫、

生活美育、休閒娛樂及體育賽事的專屬時段，因應不同觀

眾的需求。同時增加每日排播的時數，並降低重播之比例，

使頻道內容更具可看性。排檔原則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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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輪排播時數由 4 小時增加為 6 小時；每日播出時數由

16 小時延長為 18 小時。 

 首輪時段將原本 20：00 ~ 24：00PM 提前至 18：00PM 開

始。 

 開闢 18：00 兒少及卡通動畫節目，以及 20：00 闔家觀

賞時段，吸引不同收視年齡層加入。 

 週五 23：00PM 增加新製塊狀休閒旅遊節目，提供觀眾周

末休閒相關資訊。 

 週六、週日安排娛樂性較高的節目，包括卡通動畫、戲

劇和電影、體育競賽精華、音樂綜藝，生活美育類節目，

以及精緻表演藝術欣賞等，讓觀眾享有輕鬆愉快的週末

假期。 

三、預期效益 

（一）製作更多台灣本國節目，創造文創資產 

    本案提供公視高畫質節目製作經費，預計在一年之內

可生產 1000 小時各類高畫質節目。其中戲劇達 150 小時，

對內可提供國內文創人才及演藝人員發揮的舞台，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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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銷全球。 

國際合製的紀錄片更可接軌國際，在海外參展甚或在國外

頻道播映。而紀錄台灣風光、美食的生活資訊節目，不僅

可彰顯高畫質的影音美學，在海外行銷推廣可讓世界更了

解台灣。 

此外台灣豐沛的表演藝術活動，也可藉由本頻道有計劃的

紀錄和推廣，這不僅可以成為本頻道的特色之一，也可彌

補目前節目市場上對文化藝術耕耘之不足。 

（二）創造全省免費收看高畫質電視通路 

   現在在台灣購買高畫質電視機的人很多，但大多數都

只接有線電視類比訊號收看，結果使用高畫質電視反而看

到的是更不清晰的畫面。如果要看高畫質電視，一是付費

接高畫質有線電視或衛星小耳朵，另外就是先付費使家裡

成為光纖寬頻環境，再付月費收看節目。但 2011 年 5 月中

部高畫質發射站開通後，台灣西部都會地區已大部分都可

接收到 HiHD 頻道，如果接續完成東部發射站的建置，預計

2012 年 5 月全島都可收看免費的 HiHD 頻道，這對全民來

說，實是一大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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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高畫質電視，創造內需市場 

  本案除了新製 1000 小時各類高畫質節目之外，亦將公

視旗艦節目如「爸媽冏很大」、「水果冰淇淋」、「下課花路

米」、「人生劇展」等均逐步提升為高畫質製作，以挹注 HiHD

的頻道經營，並利用主頻各節目資源，宣傳高畫質頻道。 

  各季也因應新節目產製時程，搭配整體宣傳活動與數位

識讀教育，推廣高畫質電視之收視。好的節目，就是最好

的宣傳。每季在 HD 推出的獨家節目，搭配以公廣各頻道與

通路的宣傳，一方面可提高高畫質頻道既有觀眾的滿意

度，另一方面還未換機的民眾會感到數位轉換以及收看高

畫質電視的迫切需要。 

   2012 年倫敦奧運，若能如期全島發射，再搭配以 HiHD

這一整年的節目規畫與推廣，可望讓高畫質的普及率有效

提升，也創造家電廠商高畫質電視的內需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