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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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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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 頻道建置計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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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建置成果及運用情形 

（一）第一階段高畫質電視網路發射系統 

完成第一階段本島北部與南部地區 HDTV 發射系統，提供

HDTV 固定接收服務。本階段所完成之站台，包括：北部地區

竹子山站、龍潭店子湖站與南港山，南部地區枕頭山站、中

寮站、壽山站。南北兩地合計共 6個站台，配合公共電視 HiHD

試播頻道已開始發射訊號，服務涵蓋區域及人口數如下表： 

項次 站別 地點 預估涵蓋區域 

1 竹子山站 台北竹子山 
台北市、台北縣西半部、桃園縣北半部及新竹

縣西北邊等地區。 

2 南港山站 台北南港山 台北市內湖、南港、大直、景美、汐止等地區 

3 店子湖站 桃園縣龍潭鄉 
桃園縣市、新竹市、新竹縣湖口、竹北、竹東、

芎林等地區 

4 枕頭山站 台南關仔嶺 
雲林縣南邊、嘉義縣西半部、嘉義市、台南縣、

台南市、高雄縣西北邊 

5 中寮站 高雄縣田寮鄉 
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西半部、高雄市、屏

東縣西半部等平原地區  

6 壽山站 高雄市壽山 
高雄縣南半側、高雄市、屏東縣西半側等平原

地區  

建置成效： 

北部：涵蓋人口為 8,974,174 人、涵蓋面積為 4,234.37 Km2 

南部：涵蓋人口為 6,890,806 人、涵蓋面積為 7,537.24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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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階段高畫質電視網路發射系統 

完成第二階段本島中部地區 HDTV 發射系統採購，包括南

投站、三義站與集集大山站 3 個站台，提供中部地區 HDTV

固定接收服務。配合公共電視 HiHD 試播頻道已開始發射訊

號，服務涵蓋區域及人口數如下表： 

項次 站別 地點 預估涵蓋區域 

1 三義站 苗栗縣三義鄉 
苗栗縣西半部、新竹市南側、台中縣西北

側等地區。 

2 南投站 南投市永興里 
台中縣西半部、台中市、南投縣西側、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西半部、嘉義市。

3 集集大山站 南投縣集集鎮 埔里、魚池、水里、集集 

建置成效： 

中部地區涵蓋人口為：6,361,176 人、涵蓋面積為 8,032.87 Km2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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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控自動播出系統】 

本案完成以下系統採購建置，包括：自動播出設備

(Automation)、影音伺服器(Video Server)、HD 錄放影機(HD 

VTR)、HD 分配放大器(HD DA)、路由器(Router)、主控控制面

板(Master Control Panel)、字幕機(CG)、影像儲存器(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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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監看訊號畫面系統(Monitoring System)。在功能方

面，本系統為 1+1 路完整的 HD 及 SD 自動播出系統，其中 HD

部分須同時支援 1080i/59.94 及 720p/59.94 之規格，HD-SDI

符合 SMPTE 292M；SD 部分則為 525/59.94i 規格，SD-SDI 符合

SMPTE 259M，270Mb/s。目前除支援公共電視 HiHD 試播頻道播

出外，亦可完成以下功能事項： 

項次 功能 

1 
系統依據事先編輯好的播出運行表按照既定的時程由

Automation 發出指令控制相關的設備依序播出每一個節

目、promote 或事件。 

2 
系統有 Main/Backup 控制系統做 3 路 HD/SD 通用自動播出

系統切換，其中一路播出系統可完全獨立，可執行系統軟

體版本更新測試。 

3 系統包括自動播出系統及周邊、影音伺服器(Video Server)

及周邊、量測設備及周邊系統、監看及頭端系統周邊等。 

4 可儲存 Playlist、As run log、Database、Error log 等

播出相關的訊息。 

5 
自動收錄設備（Ingest system）可將節目帶或 Live 訊號

收錄至影音伺服器內，有 A/V 訊號的檢能力（檢測黑畫面、

靜止畫面、無聲）以確保收錄的訊號正常。 

6 
透過手拍字幕機將節目的旁白製做成電子檔並儲存在資料

庫，播出時由 Automation 依據不同的節目選擇不同的隱藏

字幕檔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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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頭端與傳輸平台管理系統】 

本案完成數位電視頭端及網路管理系統之建置，用以傳

送 MEPG TS 訊號至全國各發射站共數位訊號使用。透過微波

鏈路與ATM網路將站台的設備狀況以及環境狀態收集並顯示

在圖控軟體上供值班的人員參考，值班人員也可由圖控軟體

透過 ATM 網路與微波鏈路連線至遠端的站台及設備進行控

制。目前本系統可達成的功能如下： 

項次 功能 

1 

頭端系統有 Main/Backup 系統包括壓縮網管系統在

內是獨立運作不會互相影響，當任一個系統有任何

的警告或 故障系統會自動切換至正常運作的系

統，播出不會中斷。 

2 

頭端系統包括影音壓縮解碼設備、ASI 切換器、單頻

網設備、資料廣播設備、量測設備、傳輸平台管理

系統。 

3 

與自動播出系統的隱藏式字幕系統的伺服器及壓縮

設備配合可播出隱藏式字幕提供更多元的服務，配

合特定節目播出，觀眾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需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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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4 

電子節目表單伺服器可同時提供多路徑的輸出，並

不侷限在單一的節目服務，目前同時提供 Hi-HD、

PTS、Dimo、Hakka 等頻道的電子節目表單。 

5 

系統軟體更新伺服器可與電視或機上盒的廠商合作

為觀眾提供必要的設備系統軟體更新服務，而不需

自己費工去下載軟體再自行更新。 

6 

系統輸出的stream信號都會透過路由器傳送至量測

系統，值班人員可由量測的設備得知目前播出的

stream 是否正確、各項 table 是否正確，stream 各

項檢測值是否都正常，stream 也可以經過解碼後由

量測設備監看畫面與聲音。 

7 

傳輸平台管理系統利用微波及 ATM 傳輸鏈路連結後

進行狀態監視及系統控制。除了台北東湖主控端 NMS

可進行遠方監控之外，也可經由網路在區域中心進

行監控。 

8 
已連結的各站設備狀態可顯示在圖控軟體上供值班

人員參考，值班人員亦可透過圖控軟體監控遠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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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HD 製播設備】 

配合建置 HDTV 頻道製播節目所需，本案完成後，可提供

完整的節目錄製、拍攝、及後製設備，使具備足夠的國內自

製節目量，包括棚內節目、外景節目、以及高品質影音享受

的表演藝術轉播節目。 

公視現有 A棟大樓共計四個標準攝影棚，分別為第五、

六、七、八棚；A棟大樓 B2 轉播車車庫則停放 2部高畫質轉

播車及 1部成音錄音車。位於 A棟的四個攝影棚目前規劃為

第五、六、七棚為戲劇藝文棚，第八棚則為音樂綜藝棚，而

此次公廣兩年計畫，所採購的視訊設備（含作業空間改善工

程）、成音設備及燈光設備等，全部建置了完整的高畫質五、

六、七、八攝影棚、高畫質轉播車以及高音質的成音錄音車；

高畫質轉播車為多功能子母式車廂設計，能延伸作業空間並

具人性化需求，所以無論是戲劇、音樂或大型活動均能完成

製播、完整呈現於視聽大眾面前。另外成音錄音車則專為收

錄高品質多聲道聲音而設計，除了能收錄普通 5.1 聲道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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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之外，也能製作多軌錄音與 Dolby E 效果，滿足更絕佳的

聆聽享受。各設備一覽表如下： 

設 備 名 稱 數      量 

HD 高畫質攝影棚及副控 4 間 

HD 高畫質轉播車 2 輛 

HD 成音錄音車 1 輛 

HD 高畫質戶外訊號傳輸車 1 輛 

HD 高畫質外景攝錄影機 5 套 

大型 HD 高畫質數位後製剪輯室 1 間 

中型 HD 高畫質數位後製剪輯室 2 間 

HDA/B Roll 高畫質數位剪輯室 2 間 

HD 高畫質對剪室 6 間 

HD 音效室 5 間 

HD 與 SD 系統轉換設備 1 套 

HD 電腦動畫設備及資源分享儲存設備 1 套 

 

經由政府「公共廣電與文化創意及數位電視發展計畫」

之補助，目前公視 HD 的硬體建設皆已完成。不但擁有完整

的 HD 製播設備，也累積了 2,000 多小時各類節目的製作經

驗，並培訓了業界上千名 HD 的製作人才。未來將積極籌備

HiHD 頻道正式執照的取得與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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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節目內容製作】 

1.節目製作與播出 

95 年度高畫質節目新製時數產量為 412.25 小時，較原計

畫預定之 267 小時超出 145.25 小時。其中購片為 357.75 小

時、自製為 25.5 小時、委製為 29 小時，並皆於 HiHD 試播

頻道上播出。各類節目包括： 

節目名稱 時數 說明 

公視自製 

野性蘭嶼 60 分/2 集 

本案為台灣第一部Full HD+杜比5.1聲道

紀錄片，真實呈現蘭嶼之美，以更精緻的

影像及音效呈現野生生態及達悟民族的

獨特文化，是深具突破性的製作，目前已

在國際影展拿下四項大獎。 

西藏‧台北 60 分/1 集 

本紀錄片深入流亡海外（印度、美國、台

灣）的藏人真實且戲劇性的生命經驗，是

一部以台灣的觀點探討西藏命運的紀錄

片。 

週日狂熱夜 90 分/13 集 

日本 NHK 的 BS HI 頻道經常播出高畫質

的歌唱音樂節目，其聲光效果令人驚艷，

本案以高畫質呈現精緻的歌唱表演，讓綜

藝節目的品質更上層樓。 

音樂大團結 180 分/1 集 

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的大結合，包括伍佰

與 China Blue、蘇打綠等，以現場演唱會

的方式錄製，提供絕佳視聽饗宴。 

委製 

長假 90 分/1 集 

桔醬的滋味 90 分/1 集 

蟹足 90 分/1 集 

阿惜姨 90 分/1 集 

艾草 90 分/1 集 

依諾之歌 90 分/1 集 

本案為公開徵案，旨在徵求高畫質製作之

電視單元劇，結果由王偉忠、梁修身、鄧

安寧、吳念真、張鳳鳴、姜秀瓊等國內知

名導演的團隊獲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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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墾丁天氣晴 60 分/20 集 

全高畫質製作之連續劇，該劇呈現墾丁之

美，播出反應佳，目前行銷至海外成績良

好，韓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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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均已購買播映權，並已增加港客至

墾丁之人數。 

購片 

野球孩子 90 分/1 集 

金鐘獎導演沈可尚執導，記錄花蓮一群打

棒球的孩子的生活與夢想，真摯感人。本

片為 2008 年台北電影節票房最好的紀錄

片。 

呆呆熊第一季 
3分/52 集(播

映時數3小時) 

呆呆熊為韓國製作之 HD 動畫，獲得多項

國際獎項，以幽默方式呈現一隻自作聰明

的熊的小小歷險，大人小孩都適合觀賞。 

陶瓷 60 分/6 集 

韓國 KBS 獲獎 HD 大製作，類似絲路走遍

全球，探索陶器瓷器的起源，並以高畫質

動畫重現古城長安之建置規模。 

重返犯罪現場第四季 60 分/24 集 

美國熱門影集，製作精良能創高收視，並

能同時吸引菁英與年輕觀眾來收視高畫

質頻道，並為國內戲劇製作之借鏡。 

伊索劇場 
13 分/39 集
( 播 映 時 數

9.75 小時) 

韓國精緻 HD 動畫，將伊索寓言以幽默編

劇、精緻可愛的動物造型，由高畫質精美

呈現。 

流浪神狗人 120 分/1 集 

35mm 電影轉為高畫質播出亦是符合高畫

質頻道規格的，美國 HBO 就有高畫質頻

道。本片在柏林影展獲得每日鏡報最佳影

片，值得向國人推薦。 

白色大地 90 分/1 集 

深入北極，探訪極地動物的生活，也讓觀

眾了解暖化為北極生態帶來的災難，頗具

教育意義。 

暖化明天過後、 

發現文明 Rise of Man 

 

60 分/4 集 

法國公共電視的 HD 旗艦紀錄片，製作經

費均達上億台幣，以戲劇手法分別呈現 50

年後地球的暖化浩劫，以及人類文明的發

展史。動畫、後製技術卓絕，以娛樂包裝

知識，值得國人觀摩。 

指間的重量 120 分/1 集 本片為金馬獎五項入圍之佳作。  

人之島 120 分/1 集 以蘭嶼為主題，為近年國片的優秀作品。 

孤戀花 60 分/16 集 

知名導演曹瑞原作品，曾獲金鐘獎 5項大

獎肯定。當年即以 HD 拍攝，但一直未有

HD 播出平台。故此次 HiHD 特別以高畫質

重新呈現此劇細膩之美。 

小魚阿班的地球日記 
5 分/122 集
(播映時數 12

小時) 

有趣的親子 HD 動畫，將法國知名空中攝

影大師 Yann Arthus-Bertrand 高空攝

影，以高畫質技術製作，專為 6 至 12 歲

學齡兒童設計之教育性節目，由高空看地

球了解世界各地環境保育及人文。 

穿牆人 120 分/1 集 
國內新銳導演鴻鴻最新作品，獲台北電影

節評審團特別獎。 



 15 

松鼠自殺事件 120 分/1 集 

【松鼠自殺事件】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獲頒

「國際影視獎」，並於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獲劇情片白金獎。 

東方見聞錄 60 分/28 集 

為陳建鶚導演深入大陸少數民族偏鄉地

區拍攝之高畫質作品，以深具人文關懷的

視野，記錄少數民族的生活，共有茶馬古

道、唐蕃古道、馬背上的侯鳥三大系列，

畫面令人驚艷，為國人自製之優質紀錄

片。 

【地球脈動】 

【獅子的朋友】 

【小灰熊與我】 

【加拉巴哥群島】 

【北極大賽車】 

【牛羚歷險記】 

【花園寶寶】 

（本片共有 100 集依

據【花園寶寶】使用

95 年度計畫預算的金

額比例，為 86集，共

43小時） 

60 分/19 集 

+ 

30 分/86 集

(播映時數共

62小時) 

【地球脈動】為 BBC 花費 4年，耗資台幣

9 億的高畫質旗艦製作，除採用高畫質攝

影，還使用超高速攝影機，以及細膩的空

中和衛星畫面，呈現地球各個角落的生物

以及自然環境，製作精緻令人嘆為觀止。

以高畫質呈現更能顯示其影音品質而不

失真，播出以來獲得熱烈迴響。其它 BBC

之生態紀錄片亦製作嚴謹，充分呈現高畫

質的影音品質，又極富教育意義，足為國

內製作生態紀錄片的典範。 

【花園寶寶】為高畫質幼兒節目，不但畫

面藝術表現優異，節目內容更配合兒童認

知發展，為獲教育專家肯定之優質節目。 

重返犯罪現場   

第五季 
60 分/19 集 

美國電視影集，品質與娛樂性俱佳，值得

國內戲劇製作觀摩。 

實習醫生 1-3 季 60 分/61 集 

曾獲艾美獎、金球獎的雙料肯定，劇情描

寫醫病關係、初入社會的競爭、友情、愛

情等，拍攝難度為近年醫生影集最高的，

值得向國人推薦。 

小公主 

11 分/65 集 

+ 

30分/2集（播

映時數 14 小

時） 

「小公主」(Little Princess)改編自 

Tony Ross 的暢銷童書繪本，版權銷售世

界各地超過 160 個國家，包括英國、法國、

義大利、加拿大等，全球各地電視台播出

時，表現收視斐然，廣受兒童喜愛。十分

適合小朋友收看，是一部闔家觀賞的優質

動畫卡通。 

天才這一班 Raymond 
7 分/26 集(播

映時數4小時) 

為服務不同年齡層兒童觀眾，這是較大兒

童觀賞的高畫質動畫，以輕鬆的方式描述

學校的生活，如何應對各種校園內人際問

題。 

呆呆熊第二季 
3分/52 集(播

映時數3小時) 

呆呆熊為韓國製作之 HD 動畫，獲得多項

國際獎項。以幽默方式呈現一隻自作聰明

的熊的小小歷險，大人小孩都適合觀賞。 

練習曲 120 分/1 集 
陳懷恩導演的代表作品電影，片中呈現全

台美麗景色，帶起台灣自行車風潮。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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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質呈現全島山光水色，搭配溫馨深刻的

人物故事，非常吸引人。 

奶娃成長日記 60 分/3 集 

為呈現多元主題類別的高畫質節目，本片

以社會科學的角度，記錄嬰兒出生至 3歲

的成長變化，包括父母如何照顧呵護的過

程。 

北京奧運轉播 
播映時數 

74 小時 

北京奧運為高畫質向全世界播送，HiHD

成為國內無線電視台唯一可以以高畫質

直播之頻道。為讓國人可以收看高畫質奧

運轉播，乃洽談奧運轉播之權利，由無線

四台授權 HiHD 播出，並提供訊號與技術

支援。本案經費與 96 年度計畫經費統合

使用，並於民國 97年執行完成。 

總計時數 
共 412.25 小時 

購片：357.75 小時，自製：25.5、委製：2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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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節目包括： 

節目名稱 時數 說明 

   

返家八千里 60 分/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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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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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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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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之歌 60 分/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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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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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原住民新韻」音樂

會 

90 分/1 集 

優人神鼓「空林山

風」 
90 分/1 集 

無獨有偶劇團「快樂

王子」 
90 分/1 集 

國光劇團京劇「閻羅

夢．天地一秀才」 
90 分/2 集 

春美歌仔戲團演出

「將軍寇」 
90 分/2 集 

「郎朗．狂想一慈善

音樂會」 
120 分/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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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委製 

十七號出入口 90 分/1 集 本案為公開徵案，旨在徵求高畫質製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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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憂傷 90 分/1 集 

看見 0.04 的幸福 90 分/1 集 

訂作一個她 90 分/1 集 

6 局下半 90 分/1 集 

歸‧途 90 分/1 集 

想念 90 分/1 集 

回聲 90 分/1 集 

出走的好理由 90 分/1 集 

落跑３人行 90 分/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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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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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高畫質國內製作電影，親情感人故

事。 

鬪茶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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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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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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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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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痞子英雄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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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產優質電影，女性尋找自我的歷程。 

查無此人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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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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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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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國片，銀髮族的心情與生活。 
霓虹心 2小時 優質國片，跨國合作的兩代故事。 
停車 2小時 優質國片，都會人們的景況。 
漂浪青春 2小時 優質國片，底層人們的生活之道。 

夏天的尾巴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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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國片，老夫妻相扶持走遍台灣。 
小太陽 6.5 小時 國產優質動畫影集，名著改編，畫風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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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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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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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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夏午 0.5 小時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闔家觀賞 0.5 小時 優質國片短劇情片。 

2010 美國網球公開

賽 
54 小時 

2010 美國網球公開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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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新加坡第一屆

青年奧運 
4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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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高畫質電影，台北的各種人與面向。 
第 36個故事 2小時 優質國產影片，都會男女的故事 

就是那道光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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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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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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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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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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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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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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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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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精緻高畫質動畫，以可愛的動畫呈現

動物角色，以生活趣事來教導小朋友。 

台北星期天 2小時 
優質國內高畫質電影，外勞的生活苦樂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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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20 秒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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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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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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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育訓練 

95 年度教育訓練分創意與數位技術（creativ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兩大項。 

首先，創意部分，以國內外電視台與獨立製作公司的作

品為標的進行觀摩與討論。參與者為節目製作人、企畫、導

播、後製人員、宣傳人員為主，對於議題的設定、劇本撰寫、

運鏡、後製技術、動畫設計、燈光處理、收音技巧、國際銷

售的開拓等項目作細部分析，尤其是高畫質節目的光圈控

制、美術細節的配合，以及環場音效的製作，都與 SD 節目

製作有很大的差異。國內目前沒有相對應的教科書可以閱

讀，大多以業內的成品，與有經驗的專業人員工作過程為主

要參照與學習。 

歐洲的 BBC、ITV 、ARD、ZDF、ORF、NRK、DR、YLE，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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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 NHK、MBC、KBS、RTHK 等電視台長年投入 HD 節目製作，

且有豐富國際合作經驗，瞭解國際市場的需求與趨勢，其作

品深具巧思與創意，並獲得重要競賽獎項。公視以其作品為

主，由會內受過 HD 訓練的資深人員或是聘請業內講師帶領

同仁，一起研習探討以目前國內的條件與人才，如何達到小

成本大收穫的高畫質製作目的。自民國 95 年起公視也有自

行拍攝 HD 節目的計畫，但參與者畢竟為少數。所以一旦節

目完成，製作同仁就以自身經驗與挫折為題材，對會內同仁

做分享與技術傳承，視為教育訓練的課程。 

除內部教育訓練課程外，公視亦舉辦各場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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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度教育訓練規劃，亦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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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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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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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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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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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研討會內容包括： 

研討會名稱 舉辦時間 內容 

出席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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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無限大

-2007 年高畫

質數位電視

及行動電視

研討會 

96.12.6- 

96.12.7 

各以一天的時間為主

題，介紹行動電視與

高畫質數位電視發展

現況，並分別就政

策、產業研究、技術

發展以及各國個案研

究的角度，邀請國外

先進與國內業者分享

其寶貴經驗。 

540 人 

全球Hi數位-

數位高畫質

及行動電視

國際研討會 

97.11.26-97.11.27 

瞭解行動電視、高畫

質電視的國外推展進

度與國內建置情形，

並提出國內面臨的問

題、需要政府在至制

度面上的詮釋，同時

讓民眾得知公視在做

些什麼？在廣電數位

發展上，扮演什麼角

3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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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數位轉換與

跨媒體平台

趨勢國際研

討會 

98.11.26-98.11.27 

瞭解各國無線數位電

視轉換政策及數位影

音跨平台發展策略及

趨勢。 

534 人 

Digital 

Future and 

You 國際數位

電視研討會 

97.11.26-97.11.27 

探討台灣的廣電數位

政策為何，比對於政

府思維，瞭解活力十

足的民間智庫可以提

出什麼想法？而政府

面對 2012 年的無線

電視數位轉換（DSO）

有哪些規劃，並思考

潛在可能遭遇的問

題？ 

4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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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發展 

95 年度計畫之經費項目中，規劃有「HD 及傳輸相關專題

研究」預算項目，並進行相關數位無線廣播電視發展之研究

案。 

各研究案 成果說明摘要 

共同傳輸公司研究 

（共分為兩階段執行） 

第一階段：探討分析國內無線數位電視共同傳

輸平台產業整體之價值、發展藍圖，並依據無

線數位電視使用之頻譜和現有基礎建設之資

源，分析平台公司經營之業務型態與發展策

略，並提出相關配套法規政策之芻議。 

第二階段：針對公視與華視傳輸網路資源獨立

出來(spin-off)成立傳輸公司進行研究，研究

項目包括：技術評估、商業模式評估、政策評

估與未來行動方案建議。 

數位紅利研究 

探討數位紅利政策的成形、發展過程及其政策

樣貌外，並探討無線廣播電視在現階段數位紅

利政策的主體性，並分析比較在不同的社會脈

絡情境中，其主體性的異同及其差異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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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廣計畫各子計畫與整體執行效益達成情形 

以下針對本案三個子計畫書名整體執行效益達成情形： 

一、高畫質電視網路發射系統（包括第一與第二階段） 

配合政府訂定 2012 年為 HiHD 元年之政策，本會已於西

部地區完成 HIHD 主站台之建置工作，而東部與外島地區尚

未建置。為使政府既定之政策能貫徹執行，並考量東部與外

島地區能與西部地區同樣享有高畫質與高音質之電視節

目，以及全民 2012 年國際奧運賽事可順利接收，本會已積

極準備於倫敦奧運之前完成東部地區包含宜蘭、花蓮、台東

三個主站台之 HiHD 發射系統建置。同時未來二年，本會將

配合政府政策，比照執行新聞局於 2003 年至 2009 年執行娛

樂計畫，委託本會完成建置全國之數位補隙站台與 NCC2010

年建置之補隙站台，積極增設補隙站台 HiHD 發射設備，使

HIHD 能快速普及於全國，全國民眾都能收視高品質之數位電

視。 

目前西部主站台HD發射機建置站台分佈為華視竹子山站

(共構)、民視店子湖站(共構)、三義站、南投站、民視枕頭

山站(共構)、中寮站，以及補隙站 HD 發射機建置站台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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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北南港山站(共同傳輸平台)、南投集集大山站(共同傳

輸平台)、高雄壽山站(共同傳輸平台)，每站均配置二台發

射機以主、備份系統方式設計。 

2011 年 6 月 1 日起，中部站台除完成工程測試亦正式啟

用，西部 9 個站台將同時發射 HD 訊號，涵蓋率約可達全國

人口數的 87%（以戶外天線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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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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相關設備之應用，主要在支援 HiHD 頻道之成立及其

服務之拓展。在 HiHD 頻道成立之前，國內雖有硬體公司引

進高畫質製作設備，但因沒有專屬頻道露出，使用者寥寥可

數，HD 專業技術的推廣和人才培育，遭受了很大的障礙。如

今 HiHD 頻道成立之後，陸續有將近 170 家獨立傳播公司參

與製作，在短短三年間即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優秀工作人員。

其中可全方位培育製作人才的戲劇節目就高達 90 齣；紀錄

片有 30 部；立體動畫 5部；棚內歌唱綜藝節目 50 小時；OB

車大型典禮及表演藝術轉播 12 場；還有難度最高的運動賽

事 Live 轉播約 120 小時。所培育之專業人才，包括：HD 的

專業外景團隊、棚內作業團隊、表演團隊、後製團隊、企畫

與創意人才、美術動畫、梳化人才、布景道具，以及維運傳

輸人才等，讓沉寂已久的數位文創產業，開始增添了不少生

力軍。 

配合高畫質製播設備裝設，公視先後開辦了 HD 攝影、成

音、燈光、剪輯和動畫等實務操作課程共 67 場，除會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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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仁外，也歡迎同業報名參加。至 2011 年 3 月底為止，

參與實務操作訓練之人數高達 813 人。此外，試播期間，公

視每年都舉辦與 HD 議題相關的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

知名的專家給予指導，並開放國內產、官、學界共同參與，

蒞臨人數亦十分踴躍。 

在各項硬體設備到位後，公視將持續針對 HD 主控編播、

棚內綜藝節目製作、體育賽事轉播、多功能剪輯設備及美術

動畫等專業技術，籌辦一系列進階課程。同時舉辦國際研討

會，邀請國際知名技術人員與國內製作團隊分享經驗，提升

整體製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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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D 節目內容製作 

HiHD 頻道設立的宗旨，是為提供觀眾最佳影音品質之節

目，因此試播以來，公視 HD 節目的製作標準須全程比照英、

日規格，達到 1920×1080i 的廣播級 Full HD 標準。在已播

出的 15,000 小時高畫質節目中，包含了連續劇、單元劇、

卡通動畫、電視電影、優質紀錄片、音樂娛樂、體育賽事、

國外影集、表演藝術欣賞等等，類型多樣，應有盡有，是目

前台灣唯一提供最多本國優質節目的高畫質頻道。 

在本國製的節目中，有許多精緻的紀錄片，運用細膩的

鏡頭語言，記載著台灣美麗的人文風情與傳統藝術文化，例

如「野性蘭嶼」記錄了達悟族與自然共存共融的生活方式；

「基因尋根」追溯台灣各族群的人文歷史；「山中傳奇‧台

灣茶系列」細述台灣產茶與品茶的傳統文化；「諸神的文化」

介紹台灣宗教信仰對生活文化的影響；「建築‧台灣行」將

台灣本土建築師的優秀作品，透過高畫質的精采畫面，介紹

給全國觀眾。 

另外，公視以國際合作經驗與國際人脈，連結國際各重

要影視展覽和競賽，透過跨國合作模式與 NHK、BB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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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 等舉足輕重的國際媒體聯手製作全球關注的題材並同

步播出。「野性蘭嶼」國際版權目前已售予法國公共電視集

團 France 5 頻道、加拿大 High Fidelity HD TV、西班牙

TVC (Televisio de Catalunya)、希臘 ERT、匈牙利 Origo。

如此不但可以結合國外優秀製作人經驗，提升本國專業人員

之素質，更可以使台灣的文化價值有效輸出，讓世界看見台

灣。「野性蘭嶼」之銷售狀況請參閱下表： 

※「野性蘭嶼」視聽產品及版權銷售表 

產品編號 產   品   名   稱 數量 
金額 

（新台幣） 

裸片 DVD 野性蘭嶼─DVD（1片／一套） 1,500 135,000 

藍光 DVD 野性蘭嶼─（BD-25Gx1 片／一套） 80 63,220 

精裝 DVD 野性蘭嶼─DVD 一套（1片／一套）       535     356,804 

Off the Fence 國際行銷公司版權銷售： 

Spain - Portugal - Andorra - Africa: 

Portuguese speaking 

France - French territories-Framce 5 

Canada:High Fidelity HDTV 

Spain: Catalunya-TVC 

Greece:ERT 

Hungary: Origo 

Europe and Africa: French speaking - French 

territories 

Middle East and Northern Africa: Arabic 

speaking 

版權銷售 

台灣地區版權（新台幣 50,000 元） 

8 個國際台 

＋ 

台灣地區版權 

    430,290 

總計     2,124     98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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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產業之國內外市場發展與趨勢觀察 

90年代正適逢通訊傳播科技的躍進，整體的發展趨勢包括：  

1.寬頻整合服務網路(Broadband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B-ISDN)；透過光纖網路，資料的傳

輸速率可達 150 Mbps，使得媒體通訊方式有更基進性的

突破。 

2.數位電視(Digital Television) ；1990 年通用(GI)公

司的數位電視技術問世，美國政府宣示全國將逐步放棄

類比電視訊號，除進行無線廣播電視的數位轉換

(digital switchover)外，也連帶引導有線與衛星電視

的數位化。隨後，歐洲各國也跟進電視數位化一途。  

3.網際網路(Internet) ；自網際網路服務出現後，互動電

視服務也開始思考納入網際網路的服務內容。 

簡言之，倍增的頻寬、電視訊號的壓縮與相容，並配合網

際網路的崛起，使得電視互動服務找到更大的舞台。特別是

歐洲 DVB 組織之系統規格採開放式規格的推廣策略，使得數

位電視問世後，預留了日後因應環境變化的可能性。配合寬

頻整合服務網路可提供高速的上傳＼下載服務，使得網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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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平台(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則成為 20

世紀以後數位電視發展的發展重點。 

 因應新平台的崛起，無線廣播電視自數位化後，亦未終

止其技術的革新，而最具體的作為，便是與寬頻複合，讓無

線廣播電視寬頻化。以英國公共廣電媒體 BBC 為例，其思考

的方向在於，所謂的廣播電視寬頻化，指的並不只是廣播電

視業者，將節目內容平行轉移至其他傳輸平台的策略（如將

節目授權至衛星或有電視平台），而是積極自行發展出新型

態的傳輸平台。 

從 iPlayer 的初試啼聲，到 Kangaroo Project 的問世及

夭折，皆可證明 BBC 嘗試藉由平台移轉，以奠定無線廣播電

視在後數位時代的主導地位的企圖。 

BBC 於 2008 年 10 月提出 Canvas Project（2010 年正式

改名為 YouView）的構想，並邀請 ITV、Channel 4、Channel 

5 及 British Telecom 共組公司。YouView 目的在建立一個

開放式的網路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

標準規格，讓民眾可以在家中透過寬頻網路，收看 BBC 所提

供隨選視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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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View 未來提供的服務，其型態除了為隨選影音模式

外，採用傳輸系統則為開放式的網際網路，節目來源預計將

包含上述四家公共廣電媒體的節目資源。 

YouView 的問世象徵無線廣播電視業者在傳統傳輸平台

以外的發展可能。這需要跳脫傳統廣播收視模式的框架，而

更強調電視互動與個人化，代表無線廣播電視從單向廣播平

台，走入雙向互動多媒體跨平台時代。就公共服務的理念來

看，在跨平台媒體平台的趨勢下，BBC 從傳統的公共廣電服

務，配合國家的寬頻政策，逐步轉型為「公共媒體」的概念，

藉以重新定義公共媒體服務的重要性。 

目前無線廣播與寬頻已開始整合的趨勢，互連網電視、

電視上網 等服務陸續出現在市場，業者除透過單向廣播的

方式提供傳統頻道服務，電視（或機上盒）的寬頻上網功能，

提供互動式服務。台灣未來的無線廣播電視產業亦能考慮評

估朝此方向發展，使本土廣電節目服務內容結合國家寬頻網

路，藉由在地內容服務帶動寬頻使用比例，兩者相輔相成，

可視為傳統廣電系統的轉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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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經驗分享與政策建議 

世界各國，數位化的推動，公共媒體都承擔了相當重要

的任務。政府透過擴大公部門的投資，由公共電視扮演產業

火車頭的角色，在硬體或內容上先建立一定的規模，有效的

商業機制才能在一個新的平台上萌芽。 

有鑑於此，政府委由公視建置高畫質傳輸系統與製播設

備，通傳會也核發了 CH30 的執照，設立國內第一個無線高

畫質試播頻道--HiHD。其目的在於透過投資公共媒體，強化

國內數位內容產製環境，提昇業者的製播技術與層次，進而

促進電視產業的升級。 

一、執行經驗分享 

【高畫質網路發射系統】 

本計畫建置全國共 9 個高畫質發射主要站台，第一階段

包括南部與北部 6站，第二階段中部 3站。其中第一階段站

台建置過程中發生執行上之困難，以下整理說明事項如下，

做為未來參考： 

（一）法規層面，涉及相關法令增修，需更多行政立法之協

調溝通，所耗費時程不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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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階段公視 HDTV 節目無法源可取得 HDTV 正式頻道發

射播送，暫以實驗性試播方式進行，徒增頻道之不確

定性及行政作業程序等等。 

2.新竹五指山站（屬 95 年共同塔改善站建置計畫）因新

竹縣政府自治條例無法解決指定建築線問題，因而暫

緩建置後，經督建小組會議討論同意變更所建置。 

（二）預算層面，需與公部門協調溝通，爭取支持。 

1.在維持一定製播及維運之品質要求下，HDTV 發射系統

陸續建置完成加入運作，公視需有額外經費挹注，以

免造成目前有限經費之排擠效應。 

2.以 HDTV 發射系統之完整性觀之，東部、離島等地區及

相關弱場強區之改善站，仍需適當計畫及經費的支持

完成。 

（三）協調溝通 

1.有關法規增修、預算編列及使用公部門機房空間等事

涉行政程序，需相關公務部門協助及支持，始得推展

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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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設站（如壽山站）規劃建置過程中，基於不得對現

有單位及設施造成干擾或影響，易受制既有使用單位

之杯葛，需相關跨單位協調耗費相當時間。如遭遇民

眾抗爭，除以科學量測數據說明，仍有賴耐心溝通化

解疑慮。 

 

【高畫質電視節目製播】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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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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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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環保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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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製紀錄片 2,000 ~ 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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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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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相關政策建議 

（一）協助觀眾改善不良收視問題 

即使未來全國 HD 無線訊號覆蓋率達 90％，在強電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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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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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無線廣播電視在緊急救難及維護國土安全之功 

無線廣播電視在數位時代除提供可行動接收與高畫質電

視服務外，最重要仍是它具備點對多點(one to everyone)

的訊號播送特色。美國國家廣播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以下簡稱 NAB）主席 Gordon Smith 在 2011

年 NAB 大展便表示，無線廣播電視是最有效率、最敏捷的傳

播模式，電信業者在大量傳遞影音服務時，都會需要考慮使

用無線廣播電視塔台，藉由點對多點的傳輸特性提昇傳輸效

率，解決網路塞車的問題。 

此一傳輸特色，也發揮在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的緊急

救助功能上，在多數手機基地台陷入斷訊之際，人們在災後

依舊能使用 One Seg 行動無線廣播電視看到第一手畫面，並

持續接收災情資訊，妥善發揮穩定人心的效果。此一特點，

亦啟發美國公共電視台聯盟 PBS，決定在 2011 年發展行動電

視緊急警報系統。美國 PBS 技術長 John McCoskey 在 2011

年 4 月 12 日，發表新聞稿，宣示將透過數位行動電視，打

造次世代緊急警報系統(Next-Generation Emergency Alert 

System)。2011 年年底開始，PBS 計畫透過手機行動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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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筆記型電腦及行車導航裝置，將緊急通訊資訊透過文

件簡訊、影音及圖像等多媒體方式發送。 

以上兩個案例，皆顯示無線廣播電視即使身處行動網路

多媒體服務的世代，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早期的

投資在緊急時刻，發揮顯著而明顯的作用，美國則是起而仿

效，由公共廣電媒體帶頭投資。台灣本為海島且身處地震區

塊，建議應更重是無線廣播電視在緊急救難體系中可以扮演

角色及其可發揮的功能，除提供民眾優質影音服務外，亦能

在災難時刻照顧民眾之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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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設備使用與營運規劃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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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 HiHD 頻道於 2008

年正式試播至今，目前已進入第四個年頭。2011 至 2013 年，

HiHD 頻道將增闢兒少節目、卡通動畫、生活資訊、美育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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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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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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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D 主控自動播出系統規劃 

本系統包括自動播出系統及周邊、影音伺服器(Video 

Server)及周邊、量測設備及周邊系統、監看及頭端系統周

邊等。此外，本系統有 HD/SD 通用自動播出系統具備

Main/Backup 自動切換。具有節目表編輯、播出、KEY 設定，

可顯示台標、跑馬等訊息。 

收錄設備（Ingest system）可將節目收錄至影音伺服器

內。另系統亦具備隱藏式字幕播出功能，可視政策及業界相

關產品發展配合測試。目前本系統已應用於 HiHD 頻道使用，

並提供每日 18 小時播送之服務，本系統配合未來正式開播，

可提供每日 24 小時（共 365 天）之服務。 

二、HD 頭端系統及傳輸平台管理系統暨週邊設備規劃 

本系統包括 HD 影音壓縮解編碼設備、傳輸平台管理系

統，並可與自動播出系統的隱藏式字幕系統設備配合可播出

隱藏式字幕提供更多元的服務。電子節目表單伺服器可同時

提供多路徑的輸出，目前同時提供 HiHD、PTS、Dimo、客家

等頻道的電子節目表單。而傳輸平台管理系統利用微波、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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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鏈路連結後將各站設備狀態顯示在圖控軟體上供值班

人員參考，值班人員可透過圖控軟體監控遠端的設備。本系

統配合北、中、南 9 個 HD 主站台已上線運轉中，並提供每

日 24 小時之服務。未來若東部站台完成建置，亦可同步配

合使用，藉以服務全國民眾。 

3.訊號交換及轉換系統規劃 

本系統以 128 X 128 Multi-format 之信號路由器

Main/Backup 為中心，將各棚、主控播映室所送來之 SD- SDI 

format(SMPTE-259M)/HD- SDI format (SMPTE 292M)信號透

過各種傳輸界面路由至指定的目標。另外，各棚皆配置

Remote Panel，讓各棚可以直接選取需要的信號。 

此外，本系統亦配置 Up/Down/Cross Converter 做各種

信號格式的轉換以因應各種不同格式的外電信號。而

Multiview 可提供在螢幕上同時顯示多個不同的數位化的影

音信號源。目前本系統已上線運轉中，提供每日 24 小時之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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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D 製播設備 

高畫質製作設備系統為節目與新聞之製作、錄影及錄

音、節目外景錄製作業等需求而建構，主要包含四個攝影

棚、二輛戶外轉播（OB）車及二十三間線性、非線性剪輯、

音效工作室等。公共電視高畫質節目之製播，目前規劃有:

自製節目類型、採購節目類型、及其他如宣傳推廣、頻道包

裝，各類型節目從錄影到後製作完成，預估所需使用資源設

備如下： 

（一）HiHD 頻道自製節目攝影棚使用率估算 

HD 節目類型 集數 使用規劃 

塊狀綜藝節目 60’x24 集 

節目搭景 12 班、打燈光 12 班、錄影

12 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2 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36 棚

班 

棚內音樂節目 60’x12 集 

節目搭景 6 班、打燈光 6 班、錄影 6

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2

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18 棚

班。 

大眾娛樂節目 60’x180.5 節目搭景 36 班、打燈光 18 班、錄影

54 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3.3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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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班。 

一般兒少節目 30’x62.5 集 

節目搭景以 key 板方式錄製、當

天調燈、錄影 15 班，估計一個班次

的錄影可以完成約 4 集節目，故使用

攝影棚共約 15 棚班。 

學齡前兒童節

目 
30’x75 集 

節目搭景 15 班、當天調燈、錄

影50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

成 1.5 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65 棚班。 

棚內 HD 藝文 

節目 

60’x60 集 

節目搭景 30 班、當天調燈、錄影 30

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2

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60 棚

班。 

棚內生活資訊

節目 
60’x6.5 集 

節目搭景 3 班、當天調燈、錄影 3 班,

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2集節

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6 棚班 

棚內文化藝文

節目 

60’x120 集（論

談節目若掌控、調

度得宜，預期一次

錄影應可完成 2

集） 

節目搭景 60 班、當天調燈、錄影 60

班，估計一個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2

集節目，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120 棚

班。 

原民台音樂綜

藝節目 
60’x120 集  惟本會相關 HD 製播設備，亦

可提供原民台及客家台製播

各類高畫質節目製作，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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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設備使用效率。 

 音樂綜藝性節目燈光及舞台設計

較複雜, 節目搭景約需 60 班、打

燈光 60 班、錄影 60 班,估計一個

班次的錄影可以完成 2 集節目,

故使用攝影棚次共約 180 棚班 

以上規劃之自製節目預估使用攝影棚約為 608 棚班次(四個高畫質攝影

棚一年可工作班次應為 1012 棚班)，全年攝影棚使用率約為 60% (253 全

年工作班次 x4 個攝影棚=1012 工作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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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製設備使用率概估 

線性後製剪輯室 11 間、非線性剪輯室 12 間合計 23 間後

製工作室,以不同型態高畫質節目製作時,所需使用設備及

時數之不同如下列表格所示： 

HD 節目名稱 
片長/ 

集數 
對剪 

線性

大、中

型剪輯 

非線性

剪輯 

節目

包裝 

旁白

上字 

音效

收音 

後製總用量 

(班數) 

塊狀綜藝節目 60’×24 24 48  24 24 48 169 班 

棚內音樂節目 60’x12 12 24  12 12 24 84 班 

大眾娛樂節目 

60’x180.5

180.5  162.75 

180.

5 

180.

5 

162.

5 

866.75 班 

一般兒少節目 30’x62.5 62.5 125 62.5 62.5 62.5 125 500 班 

學齡前兒童節 30’x75 150 150 150 75 75 150 750 班 

HD 藝文節目 60’x60 60 120 60 60 60 120 480 班 

轉播類藝文節目 90’x37.5 37.5 75  37.5 37.5 75 262.5 班 

棚內 

生活資訊節目 

60’x6.5

13 26  6.5 6.5 13 65 班 

棚內藝文節目 60’x120 120 240 120 120 120 120 840 班 

原民台音樂綜藝 60’x120 120 240  120 120 240 840 班 

紀錄片 52’x52   104 52 52 52 260 班 



 49 

體育節目 60’x200 200 300 5 200 200 200 1105 班 

購片 60’x180 180 360  180 180  900 班 

其他節目需求 後製資源 片長/集數 後製總用量(班數) 

捐贈/ 

免費授權節目 

片頭尾製作、對剪、上字 60’×100 集 1 班*100=100 班 

其他/ 

互惠合作節目 

片頭尾製作、對剪、上字 60’× 13 集 1 班*13=13 班 

後製總計 7234.25 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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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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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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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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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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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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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