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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故事

視界上層樓 歷史寫新頁

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行政院陳院長冲蒞臨啟動儀式
■陳子聖、鄭泉泙、溫俊瑜、吳政昇

時代的歷史新頁。
本次活動主題分為「回
顧、感恩與展望」三部分，首
先回顧類比電視時代，收看無
線電視是家家戶戶最重要的娛
樂，其次則要感謝五家無線電
視臺、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團
體與個人的積極協助，最後則
是展望無線電視的未來。
蘇主委致詞時表示，我
國使用50年的無線電視類比訊
號從今天關訊後將走入歷史，
正式進入數位化的新紀元，而

行政院陳院長致詞

數位轉換是世界潮流，我國

101年6月30日中午12點為最後一階段之數位

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後，將與美國、日本、德國、

轉換，關閉北部地區類比訊號，我國無線電視從此進

西班牙、荷蘭、芬蘭和瑞士等已數位轉換之國家，齊

入全數位播出的新紀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

頭並進，成為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的國家，原來的類

簡稱本會，NCC）特舉辦「數位無線精彩無限-展望

比無線電頻率回收再釋出，將可以充分發揮無線頻譜

無線電視數位新紀元」活動，讓全民共同見證臺灣無

資源之有效使用及增加國庫收入。蘇主委另外表示，

線電視發展的歷史時刻。會中特邀行政院陳院長

蒞

為避免數位轉換政策影響低收入戶民眾之收視權益，

臨致詞及頒獎，並由陳院長、本會蘇主委蘅、文化部

NCC自100年起辦理補助每戶低收入戶數位機上盒一

許常務次長秋煌、交通部葉政務次長匡時、張前政務

套（含天線），且免費到府安裝，減輕低收入民眾負

委員進福及電視學會代表李總經理泰臨等，共同按鈕

擔，落實政府照護弱勢民眾實現社會公義政策。另外

啟動數位轉換儀式，寫下我國無線電視邁入數位化新

NCC技術服務中心也積極熱誠提供到府服務，主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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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偏鄉、經濟弱勢民眾或獨居年長者解決轉換疑問，

歷史性的一刻。活動中並邀請陳院長頒獎，致贈台中

排除收視問題。

市大甲區蔡區長信豐、宜蘭縣三星鄉員山村周村長正

行政院陳院長則表示，數位電視的畫質更清晰、
畫面更細緻，以後臉上無論一滴汗、一根鬍渣都會看
得清清楚楚，缺點再也無法隱藏。這也代表一個數位
化、高畫質的電視時代已經來臨，大家都正在見證這

義以及社團法人臺灣數位電視協會謝秘書長光正、石
佳相、紀淑芬等人，表彰其積極協助推動數位轉換之
義舉。
本會蘇主任委員及陳副主委等則分別另頒獎致
贈台視公司楊鴻榮及劉承億、中
視公司賴滄浪及劉啟聖、華視公
司黃文隆及林佳龍、民視公司陳
建興及林貽和、公共電視蔡毅民
及魏民福等五家無線電視臺工程
人員，感謝電視臺相關人員的辛
勞付出。同時也感謝許多地方政
府、公民營組織團體及個人、五
家無線電視臺，積極投入熱心參
與，協力推動數位轉換之建設與
宣導，終讓台灣無線電視順利完
成數位轉換，邁入全面數位化的

本會蘇主任委員致詞

新里程。
電視數位化是我國重大政
策之一，亦是本會重要施政計
畫，無線電視率先從類比時代過
渡到數位時代，帶給民眾新的視
野。未來本會將繼續推動有線電
視數位化，提供民眾更豐富、更
多元、更細緻的視聽享受。本會
將秉持「任務有階段、服務不中
斷」原則，讓技術服務中心繼續
運作，提供技術諮詢服務。(本文
作者為技管處 處長陳子聖、北區

行政院院長陳

、本會主任委員蘇蘅、前政務委員張進福、交通部政務次

長葉匡時、文化部常務次長許秋煌、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代表李總經理泰臨
等人，共同按鈕啟動類比關訊數位轉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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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院長頒獎致贈台中市大甲區蔡區長信豐、宜蘭縣
三星鄉員山村周村長正義以及社團法人台灣數位電

本會劉委員崇堅頒獎致贈中視公司賴滄浪先生，並

視協會謝秘書長光正、石佳相、紀淑芬等人，並合

合影留念。

影留念。

前政務委員張進福、本會主任委員蘇蘅、行政院院
長陳

、交通部政務次長葉匡時、文化部常務次長

許秋煌、中華民國電視學會代表李總經理泰臨等人
啟動數位轉換儀式後，共同稱”讚”。

本會張委員時中、何處長吉森、鄭處長泉泙及溫副
處長俊瑜，與公視曠總經理湘霞、宜蘭縣三星鄉員
山村周村長正義等合影留念。

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翁委員曉玲及鍾委員起惠
等委員，與五家無線電視台數位轉換有功人員合影

本會張委員時中、陳處長子聖、鄭處長泉泙、林科

留念。

員桂枝與華視工程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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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動衝擊低 數位轉換國際化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整體計畫及成效
■李福懿

無 線電視數位化是全球必然的趨勢，世界各

底收回離島地區類比電視頻道︰包括澎湖、金門、馬

國為提升頻譜之使用效益，均積極規劃及推動數位轉

祖；民國98年底收回東部地區類比電視頻道︰包括宜

換政策，重新規劃開放所收回的類比無線電視頻道，

蘭、花蓮、臺東（含綠島、蘭嶼）；民國99年底收回

除帶動數位無線電視、高畫質電視、通信產業及消費

西部地區類比電視頻道︰包括基隆以南、屏東（含小

電子產業之發展外，同時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形象，並

琉球）以北之地區。惟受限於數位改善站建置進度落

充實國庫收入，獲得數位紅利。世界主要國家規劃關

後、數位電視教育宣導不足、地方縣市政府配合意願

閉類比無線電視頻道之時間約為2009至2015年，目

不高及缺乏數位轉換相關配套措施，以致未能如期收

前先進國家如荷蘭、芬蘭、瑞士、德國、西班牙、美

回類比無線電視頻道。

國及日本已相繼完成無線電視數位化，韓國亦規劃於

行政院民國97年11月12日召開國家通訊傳播委

2012年完成數位化。我國應儘速完成無線電視數位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與新聞局業務劃分協調會議決

轉換，以促進民眾收視量與質，提升頻譜資源使用效

議，略以：「共同傳輸平臺建置及高畫質傳輸系統建

益，強化國際競爭力，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接軌。

置兩項業務，自99年度起移由本會辦理，所需經費循

我國自民國87年起即開始推動數位無線電視，

預算程序辦理」。NICI於民國98年6月11日召開「數

92年4月全區開播，但由於電視機內建數位電視政策

位電視發展藍圖及700MHz開放規劃事宜」檢視會

推展不順利，影響我國數位電視發展。至94年起即積

議，結論略以：有關類比頻道收回工作，考量交通部

極推動數位電視工作，成立推動小組，期能早日完成

非廣電監理機關，原則同意類比頻道收回後續事宜，

數位轉換工作，與世界接軌。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
展推動小組（以下簡稱NICI）於民國94年6月30日召
開第38次工作會議結論，請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
新聞局，現已併為文化部）應會同交通部於民國99年

可移轉至本會。NICI又於民國98年12月1日第26次會
議決議，類比頻道收回及配套措施已臻完備，後續主
要工作均與本會有關，請本會接續交通部，主政辦理
此項業務，相關單位並配合本會辦理。

12月31日前，分階段、分區域收回類比頻道。交通部

民國99年起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移轉由本會

於民國94年7月29日工作會議向NICI陳報「類比無線

辦理，本會規劃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

電視頻道收回時程規劃方案」，會議結論為民國97年

預定101年7月完成我國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民眾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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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看畫質更細緻、音質更清晰、更高品質的數位節

傳播模型，電場強度值大於48.0dBμV/m為

目，提升民眾的生活水準。

訊號良好地區，以下均同)。

本會於99年3月將「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
函報行政院核定，其中對於數位機上盒補助部分，
原規劃採二方案併陳，甲案為補助全國家戶一戶一
機，需預算約新臺幣122億元；乙案為補助低收入
戶每戶一機，約10.3萬戶，需預算約新臺幣2.6億
元。行政院於99年4月21日函復本會，有關數位機
上盒補助部分，原則以補助低收入戶為主，本會乃

（三）100年建置34個數位改善站，數位電視電波
涵蓋率為96.65%。
（四）101年規劃建置15個數位改善站，數位電視
電波涵蓋率為96.77%。
（五）101年1月起整合既有衛星上鏈資源，將所有
數位無線電視節目上鏈，提高無線電視涵蓋
率至100%。

依行政院指示，決議數位機上盒補助低收入戶，且
應含安裝服務，並由本會通傳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二、藉由機上盒補助，可帶動數位電視及電子
產業之發展

行政院100年1月28日核定無線電視數位轉換
計畫，本會為使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執行更臻完
善，於100年5月30日，向行政院提「無線電視數
位轉換修正計畫」，行政院並於100年10月17日核

（一）為維護低收入戶民眾收視權益，並減輕其購
買機上盒負擔，於100年起分2年執行機上盒
補助。

定。並依行政院101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推動

（二）本案機上盒補助計畫，配合第二梯次高畫質

計畫於101年6月30日完成關閉類比電視節目訊號，

(HD)數位無線電視之開放，有助於提升數位

101年7月臺灣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無線電視之收視率，進而扶植國內數位無線
電視產業之發展，並提升其競爭力。預期未

目標說明

來無線電視平臺節目數量及多元性將因第二
梯次HD數位無線電視之開放而大幅提高，進

一、加速數位改善站之建置，提高數位電視涵

而提升無線電視之收視比率。

蓋率
（三）帶動消費性電視產業之發展，諸如機上盒、
（一）有關數位改善站之建置業務，原由新聞局主
政，並委由公視執行，前揭計畫建設至98年

晶片組、電源供應、半導體及LCD面板等相
關產業之成長。

底止，共規劃建置24個數位改善站，99年以
（四）高畫質電視是未來之發展趨勢，隨箸大尺寸
後由本會接續辦理。

LCD之大幅降價，並配合高畫質機上盒之補

（二）99年建置7個數位改善站，分別為三星鄉貴

助及第2梯次無線電視之開放，預期將可帶

林站、魚池鄉鹿篙站、大埔鄉頂埔站、阿里

動另一波LCD電視相關產業之發展，另藉由

山鄉茶山站、那瑪夏鄉站、牡丹鄉丹池山

LCD之發展，加速汰換舊有CRT電視，有助

站、梅山鄉太和站，數位電視涵蓋率目標為

於提升能源之使用效率，進而達成節能減碳

96.24%(註：人口涵蓋率採用L&S-VHF/UHF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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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民眾瞭解數位電視轉換政策及優點，

（三）規劃收回之頻道計有8個VHF頻道及14個UHF
頻道，合計頻寬為132MHz(詳附表)，並重新

降低收回類比頻道之阻力

規劃分配使用，未來可規劃拍賣，供新業務開

成立技術服務中心，並設置無線電視數位轉

放使用。

換專屬網頁，透過廣告、文宣及說明會，教育民眾
有關數位電視之優點、數位電視涵蓋情形、收視方
式、類比頻道收回時間及其規劃運用。

五、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協助公視取得CH30高畫質電視執照，另整合既
有衛星上鏈資源，推動衛星節目中繼共星化，以解決

四、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頻道
（一）調查各縣市政府是否願意配合機上盒補助措

公視東部、離島及偏鄉地區數位轉播站高畫質節目源
問題。另配合本案HD機上盒之補助，及推動第二梯

施，提早關閉類比電視發射機。

次取得數位電視執照之業者至少需提供一路HD節目
（二）分區分時陸續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首先於
101年5月7日關閉中部地區訊號、5月28日關
閉宜花東及離島地區訊號、6月11日關閉嘉義
市以南縣市訊號、6月30 日關閉北部地區訊

政策，將可促進高畫質電視產業之發展，培育本土
HDTV影視人才，增加HDTV節目外銷產出。並期能
與世界各國朝高畫質發展趨勢接軌，進而帶動文化創
意產業之發展。

號，達成全面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

附表：規劃收回之類比無線電視頻道統計表
頻道

頻段(MHz)

5

使用分類

使用者

頻道

頻段(MHz)

76-82

民視

37

608-614

6

82-88

民視

38

614-620

7

174-180

台視

39

620-626

8

180-186

VHF

台視

40

626-632

9

186-192

類比電視

中視

41

632-638

UHF

10

192-198

中視

42

638-644

12個改善不

11

198-204

華視

43

644-650

良收視區頻道

12

204-210

華視

44

650-656

50

686-692

UHF

公視

45

656-662

52

698-704

類比電視

公視

46

662-668

47

668-674

48

674-680

以上合計22個頻道，頻寬共計132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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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成效

五、 數位及類比發射機並行運作，浪費能源，關閉類
比發射機可減輕地方政府及電視臺類比發射機之

一、 提升頻譜之使用效益，減少頻譜資源之浪費，因

維運負擔，並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類比電視一個頻道僅能播送1個節目，且1家電
視臺要播出1個節目，全區需數個頻道始能構成

結語

(如附表所示，5個節目共使用22個頻道)。數位
科技的演進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各國政府紛

後，1個頻道至少可播送3個節目頻道以上，利用
單頻網(SFN)技術，1家電視臺全區使用1個頻道
即可，目前電視臺共使用6個頻道，播送16個節

紛投入龐大資源，致力於數位電視轉換工作及訂定數
位化時程，加速數位無線電視的創新與發展。目前世
界主要國家如荷蘭、芬蘭、瑞士、德國、西班牙、美

目。

國及日本已相繼完成無線電視數位化，韓國亦規劃於
二、 重新規劃開放收回的類比無線電視頻道，除帶動
數位無線電視、高畫質電視、通信產業及消費電
子產業之發展外，同時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形象，
並充實國庫收入。

2012年完成數位化。我國經過近10年的發展準備，
行政院於100年4月11日推展「l01臺灣高畫質數位電
視元年推動計畫」，確立101年7月1日起臺灣無線電
視全面數位化的政策目標。

三、 可以帶動消費性電子產品及產業之成長，包括機
上盒、晶片組、電源供應、半導體及LCD面板
等；另外，帶動數位電視文創產業，更有助培育
本土電視影視人才，提升節目製作水準，再度創
造我國高品質節目外銷的契機，有利全面推動我
國電視產業再升級。

本會自民國99年起承接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
積極推動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建置、數位機上盒安裝
補助、數位轉換技術宣導及關閉類比無線電視頻道等
配套措施。並為降低數位轉換對民眾帶來之衝擊，採
取以分區分階段轉換方式進行，自5月7日開始，依序
從中部、東部（含離島）、南部、北部各地區關閉無

四、 收視容易且節目品質較佳，無雪花及鬼影現象。

線電視類比主站發射訊號，最後終於101年6月30順

提高數位電視之涵蓋率及收視品質，以縮短數位

利完成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已使用50年的類比無

落差。促進數位無線電視之發展，提供民眾多元

線電視走入歷史，我國正式進入數位無線電視的新紀

收視選擇。

元。(本文作者為技管處技士）

感謝大家對通傳月刊NCC News的支持與肯定，本刊已有電子書（報）
歡迎大家至以下連結閱讀與下載，謝謝！
電子書
http://www.ncc.gov.tw/chinese/booklist.aspx?site_content_sn= 2456
PDF版下載
http://www.ncc.gov.tw/nc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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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配套措施 降低轉換衝擊

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宣導作為及
技術服務中心實施成效
■吳商霖、張哲昇、吳政昇、賴亭文

前言

服務中心」，提供技術諮詢與到府服務，民眾如有任

在先進國家中，大多已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
例如：歐洲國家多在2010年前就已經完成數位轉換，
美國、日本也分別於2009年6月及2011年7月完成無
線電視數位化，而英國、韓國亦將於2012年完成。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NCC）參考

何相關疑問，皆可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2012-06，由
專人解決民眾之各項詢問，以期民眾儘早了解無線電
視數位轉換及設備添購，享受16台數位無線電視高畫
質品質之服務。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宣導

丹麥、奧地利、捷克、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的實
施方式與經驗，多次邀集5家無線電視業者召開協調
會及研討會，達成「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
號」共識，由仍收視類比無線電視戶比例較高地區先
行關閉主站訊號，以及早優先集中資源協助地區民眾

為讓民眾有感於政府「數位轉換」政策，並提
醒民眾及早購置數位機上盒等設備因應，政府確有必
要透過各式管道加強教育宣導，讓民眾順利完成數位
轉換。在地方方面：主要由三區處配合數位改善站建

進行準備及轉換後服務。因此規劃101年5月7日關閉

置、類比變頻機關站、機上盒安裝及節慶展覽活動

中部類比訊號、101年5月28日關閉東部(含離島)類比

等場所，下鄉辦理宣導說明會；在全國方面：利用

訊號、101年6月11日關閉南部類比訊號、101年6月

電視、廣播等媒體無遠弗屆特性，以插播字幕(跑馬

30日關閉北部類比訊號。我國也跟上世界先進國家數

燈)、黑畫面(文字訊息)、宣導短片、廣播帶及節目專

位化的潮流，全面進入高品質、多元內容之數位無線

訪等方式向全國民眾持續不斷宣導，並協同各縣市政

電視嶄新時代。

府以紅布條、單張文宣品、摺頁、海報、跑馬燈或電

為提升國人收視優質數位無線電視，行政院及本
會將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訂為重要目標，無線電視數

子看板，持續發揮「點、線、面」的宣導效果，期能
降低政策推動阻力，順利推動數位轉換政策。

位轉換規劃及相關業務推展千頭萬緒，本會除積極建

數位轉換宣導重點主要為政策緣由、數位轉換

置無線電視數位改善站、補助低收入戶免費安裝數位

定義、類比電視關訊數位轉換時程、數位無線電視好

機上盒外，並透過電視、廣播等媒體及民間團體、各

處、那些收視民眾不受數位轉換影響、民眾應如何準

級政府等協助廣為宣導，利用各種機會接近民眾(如

備因應數位轉換、數位轉換之相關作為、技術服務中

各地數位改善站啟用、資訊月與展覽、地方節慶) 深

心服務電話等訊息。五百多場次數位轉換宣導，深入

入鄉村全面宣導。此外，本會亦成立「數位轉換技術

各地偏遠鄉村接近民眾，謹略舉數例簡介如下：

NC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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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廣播電臺專訪-100年12月20日

警察廣播電臺專訪-101年1月20日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率北區監理處鄭處長泉泙及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率北區監理處鄭處長泉泙、

秘書室曾簡任視察麗萍接受臺北廣播電臺專訪，蘇主

溫副處長俊瑜及秘書室曾簡任視察麗萍接受警察廣

委於節目中除闡述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及補助低收

播電臺專訪，蘇主委於節目中闡述NCC於98年底承

入戶免費安裝數位機上盒政策外，並強調5家無線電

接行政院新聞局「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業務，

視臺將於明(101)年6月30日關閉傳統類比節目訊號，

即積極進行無線電視數位訊號涵蓋量測，並與各縣

我國全面進入高品質、清晰及多元之數位無線電視嶄

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多次溝通協調，研商無線電視

新時代。該專訪也獲得不少民眾熱烈撥打叩應電話提

數位改善站建置事宜。本會為執行無線電視數位轉換

問，針對民眾的問題，蘇主委及鄭處長亦適時綜合回

計畫，所採取之重要推動措施包括（1）99年至101

應，並呼籲民眾提防詐騙行為。另建議民眾選購高畫

年，陸續增建50個數位改善站，提高無線電視數位訊

質HD之數位無線電視或機上盒，以避免日後收視困

號涵蓋率，維護偏鄉地區民眾收視權益；（2）100

擾。

年及101年補助約12萬戶之低收入戶免費到府安裝高
畫質(HD)數位機上盒，減輕弱勢民眾經濟負擔並保
障收視權益；（3）下鄉辦理「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宣
導說明會」活動，協請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長協助
數位無線電視宣導事宜。該專訪獲得不少民眾熱烈叩
應，蘇主委及鄭處長亦適切回應，並建議民眾若電視
僅能收視5台以下，請至電器行或3C賣場洽購高畫質
（HD）數位無線電視機上盒及天線即可收看16台電
視節目。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率北區處鄭處長泉泙接受臺北廣
播電臺陳臺長慈銘及許教授文宜專訪。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 率北區處鄭處長泉泙、溫副處長
俊瑜及曾簡任視察麗萍與警察廣播電臺湯總臺長明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率北區處鄭處長泉泙應邀於接受
臺北廣播電臺，闡述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及補助

珠、林主任秋綿、張課長俊揚、林導播慧瑛及節目
主持人琇如、阿國等合影。

低收入戶免費安裝數位機上盒政策。

9

NCC NEWS

頭條故事

了NCC為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所積極執行
的各項工作。陳副主委更表示，無線電視數位化後，
可收看的無線電視頻道將增加為16個，畫面更清楚、
音質更清晰，也將帶給民眾更優質的感官享受。民眾
只要趕快添購高畫質HD數位電視機上盒，就可以享
受畫質細緻、音質清晰的數位化電視節目。該專訪也
獲得不少民眾熱烈撥打叩應電話提問，針對民眾的問
題，陳副主委、張委員及鄭處長亦適時綜合回應。

本會蘇主任委員蘅率北區監理處鄭處長泉泙、溫副
處長俊瑜及公關室曾簡任視察麗萍接受警察廣播電
臺專訪情形。

教育廣播電臺專訪-101年3月26日

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率張委員時中、北區處鄭處
長泉泙接受教育廣播電台「教育百分百」節目主持
人賴素燕(燕子)專訪情形。

綠色和平廣播電臺專訪-101年6月5日
本會北區監理處鄭處長泉泙應邀接受綠色和平廣
播電台「大臺北城」節目主持人周總經理明鳳小姐專
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率張委員時中、北區處鄭處

訪，說明無線電視類比訊號分區分階段關閉及宣導措

長泉泙、溫副處長俊瑜、陳姵璇小姐、賴亭文小姐

施，並闡述NCC成立緣由、主要職掌、組織架構及運

及曾簡任視察麗萍接受教育廣播電台李副總臺長方
琪邀約專訪。

作機制，也詳細解說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鄭處長
表示，無線電視數位化後，可收看的無線電視頻道將

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率張委員時中及北區監理

由原來5個增加為16個，畫面更清楚、音質更清晰，

處鄭處長泉泙接受教育廣播電台「教育百分百」節目

帶給民眾更優質的感官享受。民眾只要添購高畫質

主持人賴素燕(燕子)專訪，說明無線電視類比訊號分

HD數位電視機上盒及天線，就可以享受畫質細緻、

區分階段關閉時程、決策過程，以及推動分區分階段

音質清晰的數位化電視節目。該專訪也獲得不少空中

關訊政策，NCC如何加強宣導措施。陳副主委並闡述

好朋友熱烈撥打叩應電話提問，針對民眾的問題，鄭

政府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的相關政策，也詳細說明

處長亦適時綜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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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無線電視類比訊號分區分階段關閉」訊息，其
中中部地區將於5月7日關閉、東部及離島地區將於5
月28日關閉、南部地區將於6月11日關閉、北部地區
將於6月30日關閉，提醒民眾儘速購置數位機上盒，
以收視高品質、清晰及內容豐富之數位無線電視節
目。宜蘭縣政府林聰賢縣長夫人偕友人參觀本會「無
線電視數位轉換收視宣導」攤位，感謝本會配合「綠
色博覽會」活動，辦理「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宣導」說
明會。
本會北區處鄭處長泉泙應邀接受綠色和平廣播電
台「大臺北城」節目主持人周總經理明鳳小姐專
訪，說明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並回答聽眾現場
CALL-IN。

宜蘭縣政府林聰賢縣長夫人(中間者)偕友人參觀本
會「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收視宣導」攤位，並與本會
北區處鄭處長泉泙合影。

主持人周總經理明鳳小姐感謝本會北區處鄭處長泉泙
接受綠色和平廣播電台邀請參加「大臺北城」節目專
訪。

三場綠博宣導接力賽-101年4月14日、101年5月
10日、101年5月19日
本會同仁於「綠色博覽會」活動現場擺設「類比
無線電視機、高畫質數位無線電視機及數位機上盒」
等實體產品作展示說明，配合「有獎徵答」來吸引人

本會北區處陳技正志宏、林技士子倫及于彥輝先生

潮、俾向民眾說明數位與類比無線電視之優缺點、教

辦理「數位轉換--有獎徵答」活動，寓教於樂，加

導如何安裝數位機上盒、發放宣導摺頁及紀念品，並

深民眾印象。

11

NCC NEWS

頭條故事

數位轉換技術服務中心
世界先進國家皆將數位轉換視為國家重大政策
與發展指標，各國政府也都歷經長期的規劃準備及宣

電話，因此，如何及時提供技術諮詢與到府服務？為
民眾解決數位轉換相關疑問，充分考驗技服人員應變
力及戰鬥力。

導服務。惟參酌歐美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事前雖積極投

讓我們把受理電話統計的期間追溯到100年12月

入宣導，但在數位轉換日，仍有大量之民眾詢問電話

30、31日將無線電視轉換的訊息刊登在聯合報、中國

案件，例如：日本在2011年7月24日轉換時約有18萬

時報、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等4大報紙上，造成許多

件，丹麥在2009年10月31日轉換時約有8,500件。美

民眾看到報紙廣告，對於政府的政策感到新奇，很多

國甚且因故再延長約5個月(至2009年6月12日)始完成

民眾打電話來詢問，可見這個廣告發揮了相當大的功

數位轉換。

效，成功的宣示政府無線電視數位轉換的期程及給民

本會「數位轉換技術服務中心」於100年7月1日
開始運作，提供60線免付費電話0800-2012-06，在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的過程中，技術服務中心直接面對
民眾，服務人員以熱誠態度及專業的知識、技術及時
為民眾解決各項疑問，使民眾儘早了解無線電視數位
轉換及設備添購，以享受16台數位無線電視高畫質品

在水、電費通知單上，也刺激民眾打電話進來詢問。
101年3月起，本會更透過5家衛星電視新聞台、廣播
電台、公車、地區性報紙刊登廣告，五家無線電視台
每天亦播送關訊預告及宣導片，撲天蓋地的向民眾宣
導數位轉換的訊息。
從下圖的來電數變化曲線，可以看到自101年開

質之服務。
在「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政策
下，各階段主站訊號關閉後24小時民眾諮詢電話，分
別佔各區行政戶數之0.08%（中部）、0.14%（東部
及離鳥）及0.07%（南部）、0.04%（北部），從詢
問電話率的依序減少，可發現分區分階段轉換及本會
的相關宣導措施奏效。相較於日本的0.36%、丹麥的
0.16%低很多，可知大多數民眾已在關訊前自行做好
數位轉換。惟此關鍵（訊）時刻，對於仍接收類比無
線電視的觀眾看到「類比無線電視訊號已關閉！！」
字卡，紛紛撥打技術服務中心0800-2012-06免費服務
100/12/01~101/05/05關訊前來電數統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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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帶來的好處。台電、自來水公司將數位轉換資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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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來電數即有增加的趨勢，101年3月後，隨著本會
宣導力道的增加及轉換日的接近，出現了越來越多的
來電。把時間拉到4階段的關訊期間，可以發現關閉
訊號當日，來電量均暴增，整天都有許多突發狀況，
民眾反映也呈現M型的差異，有人平順地完成數位轉
換，也有許多民眾沒有做好準備，在關閉信號後，發
現家中電視沒得看了才來電詢問，而且還反應相當激
烈。無論如何，我們仍秉持著服務民眾的態度，聽取
民眾建議，並妥善為他們解答疑惑，有些需要緊急處
理的案件，我們當天就立即為民眾處理，或隔天派人
去民眾家裡作現場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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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階段關訊前後1週，民眾詢問電話量統計曲線

4個階段關訊當日民眾來電數及來電數與戶口數比例
關訊地區及日期

關訊區當日來電數

總人口數

來電數與戶口數比例

5月7日中部關訊

1603

2,000,939

0.08%

5月28東部/離島關訊

549

404,484

0.14%

6月11日南部關訊

1433

2,235,947

0.07%

6月30日北部關訊

1124

3,123,004

0.04%

4梯次轉換期間受理電話類型分析
中區(101年5月7日)
訊號涵蓋情形

轉換詢問

建議抱怨

派員協助

其他

總計

總戶數

來電戶%

苗栗

5

24

0

0

3

32

176,150

0.02%

台中

63

664

9

0

18

754

872,214

0.09%

彰化

25

377

6

0

4

412

368,784

0.11%

南投

12

85

3

0

5

105

172,876

0.06%

雲林

13

143

1

0

5

162

232,579

0.07%

嘉義

7

117

4

0

10

138

178,336

0.08%

小計

125

1410

23

0

45

1603

2,000,939

0.08%

百分比

7.80%

88.00%

1.40%

0.00%

2.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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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及離島(101年5月28日)
訊號涵蓋情形

轉換詢問

建議抱怨

派員協助

其他

總計

總戶數

來電戶%

台東

6

180

3

1

4

194

86,281

0.22%

宜蘭

2

76

2

0

9

89

126,472

0.07%

花蓮

7

163

2

0

19

191

122,070

0.16%

金門

1

26

0

0

0

27

34,314

0.08%

澎湖

1

47

0

0

0

48

35,347

0.14%

小計

17

492

7

1

32

549

404,484

0.14%

百分比

3.10%

89.62%

1.28%

0.18%

5.83%

100.00%

訊號涵蓋情形

轉換詢問

建議抱怨

派員協助

其他

總計

總戶數

來電戶%

嘉義縣市

1

26

0

0

5

32

273949

0.01%

台南市

23

340

6

3

19

391

648283

0.06%

高雄市

44

516

12

3

26

601

1035012

0.06%

屏東縣

20

375

4

1

9

409

278703

0.15%

小計

88

1257

22

7

59

1433

百分比

6.14%

87.72%

1.54%

0.49%

4.12%

100.00%

訊號涵蓋情形

轉換詢問

建議抱怨

派員協助

其他

總計

總戶數

來電戶%

台北市

28

270

3

1

9

311

2,515,423

0.03%

新北市

40

514

2

1

15

572

3,231,258

0.05%

基隆市

1

25

2

4

32

137,041

0.06%

桃園縣

14

172

2

188

1,932,858

0.03%

新竹縣市

7

14

21

2,069,899

0.01%

小計

90

995

7

30

1124

9,886,479

0.04%

百分比

8.01%

88.52%

0.62%

2.67%

100.00%

南區(101年6月11日)

(關訊區約
205萬戶)

0.07%

北區(10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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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中心透過免付費電話0800-2012-06為
民眾解決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問題，但對於少數民眾
（如獨居老人）欠缺數位機上盒安裝觀念及技術，於
是技術服務中心提供「到府服務」方式，以解決此等
少數民眾數位無線電視收視問題。以下擇要敘述同仁
到府服務之數個案例：

協助關懷獨居老人
北區監理處接獲一位住永和獨居的池老太太來
電，希望本會協助她可以收視到機上盒的節目，因為
她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希望本會能到她府上幫她重新

吳技正政昇非常耐心教導蔣老太太切換電視頻道。

檢查及安裝。北區處的吳技正前往池老太太的家，是
一棟已有共同天線的電梯大樓，經本處儀器量測結果
確認訊號為良好，經過吳技正協助安裝及解說之後，
老太太能順利收看無線數位電視，至表感謝。在協助
過程，還關切老太太的生活，因而得知池老太太的獨
生子從加拿大回國後，無奈竟聽信電臺節目而購買減
肥藥食用，導致健康惡化，送醫救治又碰上醫療疏
失，枉送一命，雖已事隔多年，白髮人送黑髮人是多
麼的椎心之痛，至今仍難以平復。可見電台違法賣藥
的問題實在是害人不淺啊！
臺北市文山區的蔣老太太於100年11月中旬反

吳技正政昇不斷教導蔣老太太如何操作機上盒遙控

映，具有低收入戶資格，廠商前已安裝數位機上盒，

器。

安裝後可正常收看，廠商亦有教導如何操作，但日子

臺北市萬華區的林小姐於101年6月初反映，家中電

久了忘記如何操作電視機及遙控器，目前僅能收看1

視機為使用30年之珍貴傳統電視機安裝數位機上盒

台節目，請本會派員協助幫忙。技術服務中心接獲本

時，發現並無影像及聲音(AV端子)的接頭，對此，

案後，旋即派員至蔣宅檢測纜線接頭、調整天線方位

林小姐甚感煩惱，向本會及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及重新設定機上盒後，確可收看16台電視節目，惟因

尋求協助。技術服務中心接獲訊息後，告知林小姐

蔣老太太對電視機及遙控器之切換甚為困惑，經再三

可加裝影像轉為電視節目頻率的調變器，經技服人

說明示範，並請其親自操作十餘次，歷時約2小時，

員於6月底及時至林宅重新安裝纜線接頭，設定電視

終能圓滿達成此一「到府服務」任務。技服人員離開

機選台器，多次微調電視機調諧器頻率及設定調變

前特別叮嚀蔣老太太，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以後

器，數位電視節目影像及聲音終於也出現在這古董

如有電視收看的問題，可隨時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

級的電視機上。

2012-06，本會將竭誠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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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北區處鄭處長泉泙、台灣數位電視協會謝秘書
長光正及馬祖長期照護協會居家服務員陳鶯梅小姐
臺北市萬華區林小姐家中珍貴傳統電視機。

訪視連江縣南竿鄉陳銓水伯伯，協助安裝數位機上
盒及天線。

本會北區處鄭處長泉泙、吳技正政昇、台灣數位電
視協會謝秘書長光正、馬祖長期照護協會居家服務
員陳鶯梅小姐，協助連江縣南竿鄉邱金珠婆婆安裝
數位機上盒及天線。

以前電視背板的功能區，是不是讓你走進時光隧道?
100年10月16日在馬祖長期照護協會居家服務員陳鶯
梅小姐熱心協助帶領下，本會北區監理處及台灣數位
電視協會等一行人前往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復興
村、仁愛村及津沙村等村落，協助獨居長者、行動
不便長者及弱勢民眾安裝數位機上盒及天線（合計8
戶），以收看高品質、清晰之數位無線電視節目。

本會北區處鄭處長泉泙、台灣數位電視協會謝秘書
長光正及馬祖長期照護協會居家服務員陳鶯梅小
姐，向連江縣南竿鄉陳女金婆婆，說明有線電視及
數位無線電視收看模 式切換及遙控器操作方式。

NC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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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7月1日起要購買新的電視機才能
繼續收看電視節目，也有人把數位
機上盒講成數位照相機，也有人頻
頻把技服 人員當做詐騙集團，憤怒
地把電話掛掉，並再三告誡不可能
受騙，別再打擾了！客服電話是最
能直接傾聽民眾的聲音，我們體會
到了，數位轉換帶給人們新視野，
卻也衍生少數民眾內心的不安。民
眾不清楚什麼是數位轉換？用甚麼
方式收看電視？如何安裝數位機上
盒？比較難處理的是收訊不良的案
件，時常伴隨著民眾的情緒問題，
由於訊號會受民眾居住的地方、天
本會北區處吳技正政昇及杜尚穎同仁攀爬鐵皮屋頂，協助架設天線、佈

線擺放的位置，交通或氣候所影

放同軸纜線及測試數位無線電視接收訊號。

響，並非單純購置機上盒就能保證
收視，住在比較偏遠的鄉村，或是

後記
臺灣收看無線電視者約120萬戶，政府共投入約
新台幣8億多元預算，用來建置轉播站，改善收視不
良問題、補助低收入戶安裝機上盒，以及宣導數位轉
換，自101年6月30日中午12時五家無線電視台同時
關閉臺北市竹子山站主站訊號後，臺灣從民國51年
開始的無線類比電視，歷時50年劃下休止符，正式
進入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新紀元。由於無線電視是免
費的，可以說是較弱勢民眾獲得資訊與娛樂消遣的基
本權益，基於此原因，本會除督導5家無線電視台應
做好自我宣傳及提升節目品質外，與數位轉換相關之
本會技術管理處，北、中、南三區監理處至少動員兩
三百人，幾乎占全會半數，已盡最大的努力，做到
「無縫接軌」，順利完成數位轉換，確保無線電視收

收訊的死角，要不厭煩地為民眾解說加裝強波器或以
裝置衛星小耳朵來改善收視問題，必要時，還必須派
員親自到民眾家裡去協助解決問題。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是本會的重要政策，也是一個
國家經濟文化實力的表徵，為提升國人收視優質數位
無線電視，在數位轉換成功後，無線電視轉換宣導及
技術服務中心仍有許多相關的業務需要持續推展，例
如1.繼續評估增建數位改善站，解決民眾無法收視無
線電視問題。2.繼續受理轉換後仍無法收視的民眾客
訴，提供必要的協助。3.部分尚未完成安裝數位機上
盒之低收入戶，儘快完成安裝。4.對於不屬於低收入
戶的族群，卻屬於近貧的弱勢者，如獨居老人、單親
家庭等，本會透過社會公益團體，如台灣數位電視協
會、獅子會、家扶中心等協助補助安裝機上盒。

視戶之權益。
(本文作者：北區監理處 科長吳商霖、專員張哲昇、
民眾的來電，技術人員都當作客訴處理，兢兢

技正吳政昇、賴亭文)

業業，當然也有令人會心一笑的事，例如，有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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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數位改善站 傳播影像更清晰

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改善站
之建置
■洪英釋、陳威光

前言

地形及地物的影響，且數位改善站設點尚須考量數位

通訊傳播模式正在改變中！自從GSM行動電話
系統發展之際，就已經宣告數位化的通訊時代來臨
了，全世界的通訊傳播模式也開始由數位訊號取代類
比訊號，電視節目的傳播亦同樣受惠，電視節目數位

電視訊號源的問題，因此其建置樣式規格，必須配合
當地的地形特性，採取適當施作工法，以提供民眾收
視數位無線電視之需求，本會研議採行數位改善站建
置樣態計有6種，其架構說明如下：

化之後，可以促進傳播畫質影像更清晰、音響效果更

一、Gap Filler改善站：接收空中的數位無線電視訊

動聽，不但可以在行動中收看電視，也可以和電視節

號，經接收天線、發射機、發射天線、空調及機

目互動，且還有更多的創新服務正在研究發展中。

電等設施，將訊號再次放大整理後，重新播送至

然而任何通訊傳播技術都有受天然環境阻隔的
困擾，電視傳播模式數位化之後，亦難免發生此類情
況，因此除在全國建置主要數位電視發射站外，尚須
增建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以下簡稱數位改善站），
以提高數位電視涵蓋率，而是項業務原由行政院新聞
局主政，並委由公視執行，至民國98年底建置24處

空中，提供民眾收視數位無線電視服務(如圖1、
圖2)，此類型站台，受限於接收訊號之良劣，及
接收訊號與發射訊號間之隔離度，在良好的隔離
情形下，運作時才得以順暢，否則會有發射不穩
定，發射功率忽高忽低之狀況，該類站台發射功
率常在100瓦特以下。

數位改善站，電波涵蓋率約達89.47％，國家通訊傳

二、Transmitter改善站：使用光纖訊號或接收衛星

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奉行政院核定自99年起接續

訊號為訊號來源，經衛星天線及IRD接收解碼之

辦理之後，為保障偏遠地區民眾收視無線數位電視之

後，以ASI資料流提供給發射機，重新調變後播

權益，經委請中華民國無線電視學會普查，仍有 47

送至空中，提供民眾收視數位無線電視服務(如

個地區收訊不良，本會爰訂定「無線電視數位轉換

圖3、圖4)，此類型站台，受限於接收衛星訊號

計畫」，規劃於99年至101年間再建置56處數位改善

時，會有雨衰情形發生，致使在下雨天時，來源

站，使數位電視訊號涵蓋率得以提高至96.77%，以

訊號太弱，無法解出ASI資料流，造成無法收視

提供偏遠地區民眾良好的收視品質。

的情況發生，該類站台發射功率並無特殊限制，
該類站台之訊號源亦可改用網路方式傳送ASI資

數位改善站樣態
由於臺灣多山，地形複雜，而無線電波容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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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流，以避免雨衰之缺點。
三、簡易型改善站：架構類似Gap Filler改善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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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空中的數位無線電視訊號，經接收天線、發射

後，提供小功率RF訊號給發射機，放大後播送

機、發射天線、空調及機電等設施，將訊號再次

至空中，提供民眾收視數位無線電視服務(如圖

放大整理後，重新播送至空中，唯不同處在於多

8、圖9)，此類型站台 ，受限於接收衛星訊號

個頻道常共用同1個放大器，且發射功率在5瓦特
以下(如圖5、圖6)，此類型站台，同樣受限於接
收訊號之良劣，及接收訊號與發射訊號間之隔離
度，且隔離度要求比Gap Filler要高，不應有迴

時，會有雨衰情形發生，致使在下雨天時，造成
無法收視的情況發生，該類站台發射功率限制於
5瓦特以下。
六、共同天線系統：接收空中的數位無線電視訊號，

音產生，運作時才得以順暢。
四、光纖簡易型改善站：架構與簡易型改善站類似，
差別在於接收空中DVB-T訊號後，以光纖傳送訊

解調出各個節目的影像及聲音，經Modulator重
新調變成類比電視NTSC的訊號格式，使用放大

號至較遠的簡易型改善站，提供訊號服務，且光

器放大訊號，以同軸電纜傳送至各個民眾家中

纖所經過的地方皆可以分支方式設置簡易型改善

(如圖10)，民眾需使用類比電視收視;亦可使用

站(如圖7)，擴大服務範圍。

DVB-T Modulator重新調變成數位電視DVB-T的

五、衛星簡易型改善站：架構類似Transmitter改善

訊號格式，經放大器放大訊號，以同軸電纜傳送

站，接收衛星訊號為訊號來源，經衛星天線及

至各個民眾家中，民眾需使用數位電視機上盒收

IRD接收解碼之後，經DVB-T Modulator調變

視，唯需留意傳輸距離，避免MER嚴重劣化。

各種數位改善站之優缺比較

Gap Filler

Transmitter

簡易型改善站

光纖簡易型改
善站
衛星簡易型改
善站

共同天線系統

訊號來源

發射機數量

發射機功率

空調需求

設備經費

空中DVB-T

每頻道1部發射機

100W以下

冷氣機空調

300萬左右

每頻道1部發射機

無特別限制

冷氣機空調

500萬左右

5W以下

風扇空調

100萬左右

5W以下

風扇空調

5W以下

風扇空調

100萬左右

無特別限制

風扇空調

100萬左右

衛星DVB-S2或
光纖

空中DVB-T

空中DVB-T

衛星DVB-S2

多頻道共用1部發
射機
多頻道共用1部發
射機
多頻道共用1部發
射機
空中DVB-T或衛

每個節目1部發射

星DVB-S2

機

100萬左右+光纖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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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改善站目前建置情形

臺中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
縣、澎湖縣及金門縣等12縣市規劃建置34站，皆已完

本會99年已建置完成宜蘭縣三星站、南投縣鹿篙

工提供服務。

站、嘉義縣大埔站、嘉義縣茶山站、嘉義縣太和站、
101年度原規劃建置9站，經評估實際需求後，

高雄市那瑪夏站及屏東縣牡丹池山站等7站，並均已

再新增建置6站，共計將建置15站，目前已有4站申報

提供服務。

完工，其餘各站正積極施工中，預計將於101年下半

100年度於宜蘭縣、新北市、花蓮縣、南投縣、

年陸續完工啟用。

99年至101年本會建置數位改善站一覽表
數位改善

縣市名+站台名稱

站樣態

各樣態建置數量

99年建置：嘉義縣梅山鄉太和站、嘉義縣大埔鄉埔頂站、宜蘭縣三星鄉貴林
站、南投縣魚池鄉鹿篙站、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站、屏東縣牡丹鄉池山站、
高雄市那瑪夏區那瑪夏站。

Gap Filler

100年建置：新北市雙溪區雙溪站、新北市平溪區平溪站、新北市瑞芳區瑞
芳站、宜蘭縣大同鄉大同站、花蓮縣秀林鄉富士站、花蓮縣花蓮市鹽寮站、
臺南市南化區關山站、臺南市南化區玉山站、高雄市六龜區六龜站、高雄市
茂林區茂林站、屏東縣霧台鄉霧台站、金門縣烈嶼鄉陽山站、屏東縣獅子鄉
北里龍站、屏東縣獅子鄉南世站、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站、屏東縣滿州鄉長樂
站、臺東縣東河鄉北源站、臺東縣海端鄉利稻站、臺東縣蘭嶼鄉四條溝站、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站、南投縣國姓鄉長流站、南投縣信義鄉同富站。

33

101年建置：屏東縣恆春鎮山海站、臺中市東勢區和平站、南投縣國姓鄉北
山站、新北市貢寮區靈鷲山站。

Transmitter

100年建置：南投縣仁愛鄉北東眼山站、南投縣仁愛鄉廬山站、臺中市和平
區梨山站。
101年建置：新竹縣五峰鄉五指山站、宜蘭縣南澳鄉澳花站、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站。

100年建置：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站、澎湖縣七美鄉七美站、屏東縣春日鄉
簡易型改善站 力里站、臺東縣綠島鄉公館站。

6

5

101年建置：屏東縣恆春鎮白沙站。
光纖簡易型改 100年建置：屏東縣獅子鄉台九線5站(上草埔站、下草埔站、北雙流站、南
善站
雙流站、伊屯站)。

5

101年建置：臺東縣東河鄉泰源站、臺東縣東河鄉七塊厝站、臺東縣東河鄉
衛星簡易型改
郁達農場站、連江縣北竿鄉塘歧站、連江縣北竿鄉坂里站、連江縣北竿鄉白
善站
沙站、連江縣北竿鄉大坪站。

7

共同天線系統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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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改善站建置經費運用情況
本會99年度編列6,420萬元建置經費，站臺規格
以開放之設計並採公開招標最低價決標方式以供各家
廠商競標，建置經費節餘約2,719萬元。

設置地點不理想，纜線接頭鬆脫或進水，前置放大器
使用不正確等等，經協助民眾調整更新後，大部分能
獲致改善。另居住於大樓的民眾，其大樓內部的共用
天線系統老舊，未更新為數位無線電視接收系統所產
生的接收不良問題，為因應此類型的需求，提供社區

100年度編列2億7,969萬元建置經費，研擬簡易

共同天線3種改善方案：

型改善站規格，進一步精簡建置經費，建置經費節餘
約1億6,140萬元。

方案一：直接收視

101年度編列1億3,579萬元建置經費，研擬衛星

以共設天線直接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數位電視節

簡易型改善站規格，提供無訊號源地區之解決方案，

目信號，並經信號放大分配後分送至用戶，並未變動

預估可節餘經費約5411萬元。

或轉換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型式，用戶需換購具
DVB-T數位無線電視接收功能之電視機或機上盒方能

數位改善站建置遭遇的困難
本會所規劃建置之無線數位電視改善站，除提

收視(參考圖11)。

方案二：間接收視

供全額經費補助地方政府建置外，並提供契約草案及
設備規格，交由地方政府負責發包建置，本會亦建置
完工後協助審查、驗收作業，然因數位改善站之建置
屬新興業務，同時具高度專業技術性質，另涉及後續
維運分工事宜，以致於建置過程中，地方政府屢有疑
慮，且建站位置迭遭地方民眾反對、用地取得困難、

以共設天線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數位電視節目
信號，經接收機解調為AV信號後再重新調變成有線
電視信號格式，再經放大分配後分送至大樓住戶，因
數位無線電視信號型式已轉換為類比有線電視信號
型式，故用戶僅需以一般傳統電視即可收視(參考圖

私有地要求高額租金、以及訊號源不易取得等相關問

12)。

題，本會針對各項困難，除不斷與地方政府溝通協

方案三：以間接與直接共用方式收視

調，以化解疑慮外，並協助召開多次土地同意使用協
調會或說明會，在共同協力之下，逐步克服困難，有
效解決問題，也促成和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協力伙伴
關係；至於訊號源不良地區亦透過衛星供應訊號給改
善站，解決訊號問題，順利完成建站作業。

以共設天線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數位電視節目
信號後，將架構一與架構二之信號組合併載，大樓用
戶可用一般電視機或具DVB-T數位無線電視接收功能
之電視機或機上盒等兩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參考圖
13)。

民眾收視端所遭遇的問題
在數位無線電視服務範圍內，每戶民眾應皆可

該3項方案就訊號來源、架構、用戶接收設備、
價位及優劣點比較如下表:

正常收視，但仍有民眾反映收視不良，經深入檢討發
現，大都因使用不正確的收視方式所致，如接收天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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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接收訊號

架構說明

用戶接收設備

價位

優劣

方案
方案一

由 屋 頂 天 將接收信號直接放大後 須有DVB-T數
線 接 收 地 經由分配器分送到各棟 位 機 上 盒 或 內
建數位接收功
面 數 位 無 各樓層住戶家中。
能之電視機。
線電視信
號。

方案二

由屋頂天
線接收地
面數位無
線電視信
號。

將接收數位信號經解調 一 般 可 接 收 有
為AV信號後，由有線電 線 電 視 頻 道 之
視調變器轉換為類比有 電視。
線電視頻道，再經由放
大器、分配器分送到各
棟各樓層住戶家中。

方案三

由屋頂天
線接收地
面數位無
線電視信
號。

將接收數位信號經解調
為AV信號後，由有線電
視調變器轉換為類比有
線電視頻道。
將天線所接收之數位無
線電視信號與前述之類
比有線電視頻道組合後
併載，經由放大器、分
配器分送到各棟各樓層
住戶家中。

DVB-T數位電
視機上盒或內
建數位接收功
能之電視機。
一般可接收有
線電視頻道之
電視。

數位改善站建置成果

優點：
架構簡單、維護容
易、價位低廉。
住戶可收視高品質
及高畫質之數位無
線電視頻道。
缺點：大樓無線電
視收視戶需增購數
位無線電視機上盒
或內建數位接收功
能之電視機。
社區共用一套接收機與調 優 點 ： 住 戶 無 須 增
變器等機房設備，費用約 購 或 更 換 數 位 無 線
為8萬元。
電視接收設備。
每棟大樓約需裝設：接收 缺點：
天線、調變器、接收機、 所 有 頻 道 僅 能 以 類
放大器、分配器及電纜線 比 品 質 收 視 ， 無 高
等線材設備。
畫質收視效果。
線材與施工費用每棟13 須 建 置 機 房 及 維 護
層樓建築施工價格約為2 費用。
萬元。
社區共用一套接收機與調 優點：
變器等機房設備，費用約 住 戶 無 須 增 購 或 更
換數位無線電視接
為8萬元。
每棟大樓約需裝設：接收 收設備。
天線、調變器、接收機、 已 具 備 數 位 接 收 設
放大器、分配器及電纜線 備 之 用 戶 ， 可 收 視
高品質及高畫質之
等線材設備。
線材與施工費用每棟13 數 位 無 線 電 視 頻
層樓建築施工價格約為2 道。
缺點：
萬元。
須建置機房及維護
費用。
每棟大樓約需裝設：接收
天線、放大器、分配器、
電纜線等線材設備。
線材與施工費用單棟13
層樓價格約為2萬元。

收視困境。

偏遠地區民眾娛樂項目本來就不多，看電視是

展望未來，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戶會愈來愈普及，

偏鄉民眾重要的娛樂項目，然偏鄉地區往往受地形

少數偏遠地區民眾也會提出收視數位無線電視的需

阻隔，難以正常收視，預計101年度規劃建置站臺完

求，因應此一數位化潮流，後續數位無線電視訊號優

工後，可收視無線數位電視訊號村里數將增加144村

化工作難以避免，本於服務民眾需求為優先考量，就

(里)，電波涵蓋戶數增加35萬3,657戶，電波涵蓋人

已提出有此需求之地方政府先行協助規劃建置改善站

口數增加104萬1,031人，並提供前揭村落15＋1台

或共同天線系統等，以提高達數位無線電視涵蓋率。

高品質之數位電視節目，讓偏鄉民眾也能享受高品

(本文作者為南區監理處科長洪英釋及專員陳威光)

質數位電視之收訊，同時解決偏鄉民眾長久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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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Gap Filler改善站外觀
圖4：Transmitter改善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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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Gap Filler改善站架構圖

圖5：簡易型改善站外觀

接收天線

發射機2~6套
發射天線
發射信號傳輸系

接收信號傳輸系

統：如

統：如
波器、位準調整
器、信號分歧器
、信號組合器、
傳輸纜線等

圖3：Transmitter改善站外觀

濾波器、信號組
︰︰︰︰︰︰︰︰

前置放大器、濾

合器、功率分配
器、傳輸纜線等

圖6：簡易型改善站架構圖

23

NCC NEWS

頭條故事

接收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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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光纖簡易型改善站架構圖

圖8：衛星簡易型改善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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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
放大器 分配器
分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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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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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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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T機上盒收視

12F
DVB-T機上盒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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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
DVB-T機上盒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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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
DVB-T機上盒收視

9F
DVB-T機上盒收視

9F
DVB-T機上盒收視

8F
DVB-T機上盒收視

8F
DVB-T機上盒收視

7F
DVB-T機上盒收視

7F
DVB-T機上盒收視

6F
DVB-T機上盒收視

6F
DVB-T機上盒收視

5F
DVB-T機上盒收視

5F
DVB-T機上盒收視

4F
DVB-T機上盒收視

4F
DVB-T機上盒收視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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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T機上盒收視

2F
DVB-T機上盒收視

2F
DVB-T機上盒收視

1F
DVB-T機上盒收視

1F
DVB-T機上盒收視

A棟大樓

B棟大樓

圖11：天線接收數位無線電視信號並傳送數位無線電視信號給住戶(以具有DVB-T數位接收功能之機上盒
或電視機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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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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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天線接收數位無線電視信號並轉換成有線電視類比信號傳送至住戶家中(以一般類比電視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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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天線接收數位無線電視信號後，雙載數位無線電視信號及轉換後之有線電視類比信號傳送至住戶家中
(以DVB-T數位接收功能之機上盒、電視機或一般類比電視皆可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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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收視權益 降低轉換負擔

101年7月我國邁入數位無線電視
嶄新時代
■中區監理處

補助規劃

會考量僅補助低收入戶理由，係補助對象定義明確，

為順利推動我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發展高
畫質數位電視節目內容，兼顧消費者對數位無線電視
平臺需求及收視基本權益，政府可藉由補助民眾免費
安裝數位無線電視機上盒(簡稱機上盒)，減輕民眾收

且在政府財政預算經費評估下，補助低收入戶亦較符
合社會公義，若非低收入戶也列為補助對象，將延伸
之問題難以估計且複雜度高，經費來源亦需協調籌
措，可能影響整體電視數位化轉換期程，目前國際上

視數位無線電視節目負擔，避免數位轉換收回類比無

多數國家皆以補助低收入戶為主，甚至無補助機上盒

線頻道可能引起民怨，促進無線電視與數位內容等電

措施亦有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案例，各國數位轉換

子電視資訊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補助情形如表一。

現階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本

本會於民國99年2月10日第343次委員會議討論

表一：各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補助情形
國家
美國
日本

英國

補助情形
補助全國1億1千1百多萬戶每戶2張40美元機上盒兌換劵，提供民眾購買數位電視產品。
提供弱勢族群(高齡、身障、260萬低收入戶)免費機上盒，提供節能獎勵優惠卷獎勵購買數位電
視接收設備，收視不良區域之改善補助。
提供75歲以上高齡者視障、身障者及接受政府補助對象(700萬戶)等弱勢族群(付不起BBC收視
費者)，政府從收視費提撥經費購買數位電視接收設備。
補助的對象為70歲以上有意願老人，或者特殊殘障無法自行安裝、調整電視設施須協助者，皆

法國

可申請補助與協助。原本不須支付電視稅的低收入家庭，政府補助購買機上盒或調整天線；另
外收不到數位無線電視訊號者，政府補助購置衛星天線及解碼器收視。
德國社會福利制度中，有一部份低收入戶是配給有電視機，這部分數位轉換初期也會提供免費

德國

機上盒(約6000個)，為使所有收視戶都能負擔得起機上盒，機上盒廠商與零售業者合作，提出
每月8.5歐元分期付款專案給低收入戶家庭。

韓國

補助300萬低收入戶機上盒。

荷蘭

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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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案」，有關數位機上盒

劃工作第82次會議」決議，請各縣市政府提供至101

補助規劃採二方案併陳行政院方式，甲案為補助全

年6月30日止所列低收入戶名冊，就目前所提供名冊

國一戶一機，家庭戶數約765萬戶預算金額約新台幣

預估補助低收入戶約計13萬6仟戶，補助低收入戶安

122億元；乙案為補助低收入戶每戶一機，低收入戶

裝機上盒數量統計如表二。

數約10.3萬戶，預算新台幣2.6億元。並於99年3月3
日將「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函報行政院核定。

補助過程
有關機上盒之補助，本會將統一訂定採購規格，

行政院秘書長於99年4月21日函復本會有關數位
機上盒補助部分，原則以補助低收入戶為主要規劃方
向，並研議其推動方式、成本效益、財源籌措等相關
事宜。本會爰於99年4月29日召開「無線電視數位轉
換計畫工作小組」第4次會議，就補助低收入戶數位
機上盒應含機上盒安裝服務為原則，預算則由本會

並採公開招標方式採購機上盒且請廠商到府安裝，另
考量多媒體影音壓縮技術發展，爰於招標規範訂定本
補助方案所適用的機上盒產品規格，應符合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所訂地面數位電視接收機技術規範(CNS
14972)，以確保機上盒之品質。
補助低收入戶免費安裝機上盒作業，執行時間

通傳基金編列支應，並提案於本會99年5月5日第357
次委員會議報告後，復於99年6月15日函報行政院核
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99年8月3日召開行政院
交議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審查會議，行政院秘書長
於99年9月13日函復本會所報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
一案，請照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意見修正後重

為100年至101年，有關機上盒採購招標補助安裝過
程，分為實驗區計畫部分、100年度及101年度低收
入戶部分、101年度新增低收入戶部分與數位無線電
視訊號未涵蓋區補助衛星機上盒部分等，分述如下。

實驗區機上盒採購招標、補助發放與安裝

行報院。本會復於99年10月12日修正計畫後重行報
政府政策推動於101年6月30日關閉無線電視類

院。

比頻道，將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並補助全國低收入
本會依行政院核定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應於

戶安裝機上盒與天線。為順利達成目標，爰於北、

101年6月30日前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工作，為使

中、南部選定適合之偏鄉及都會區為無線電視數位轉

數位轉換工作順利進行，減少民怨，本會補助低收入

換小型實驗區域，期望藉由實驗累積施行經驗，瞭解

戶每戶安裝機上盒1組。

民眾收視習性，蒐集民眾反映意見，進行相關作業

目前機上盒補助數量及預算經費係依內政部函請
各縣市政府提供100年3月所列低收入戶名冊資料編

檢討評估，作為全面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的實務依
據。

列，另立法院99年12月10日三讀通過社會救助法部

選擇99年度完成建置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訊號

分條文修正草案，重新定義並調增我國社會救助制度

涵蓋區域，包括宜蘭縣三星鄉、南澳鄉、蘇澳鎮、南

的貧窮線，將低收入戶的審查門檻再合理的放寬，依

投縣魚池鄉、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那瑪夏區、屏

本會101年6月20日「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細部規

東縣牡丹鄉等偏鄉，以及選擇當時有類比及數位無線

表二：補助低收入戶安裝機上盒數量統計
機上盒補助

實驗計畫區

100及101年度

101年度新增

衛星機上盒

合計

名冊數量

985

107,860

27,000

1,000

13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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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轉播站同時發射電波可共同涵蓋服務之臺中市大

表三：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需求數量

甲區都會區域，為無線電視數位轉換先期小型實驗區

區域

縣市鄉鎮區

需求數量(部)

域。
實驗區機上盒採購招標，於100年4月21日開

北區

標，得標廠商為凌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100年4

宜蘭縣三星鄉

154

宜蘭縣南澳鎮

158

宜蘭縣蘇澳鎮

24

臺中市大甲區

322

南投縣魚池鄉

189

月25日邀請得標廠商召開機上盒發放安裝作業協調
會議，得標廠商於100年5月20日函送專案管理計畫

中區

書，本會於100年6月23日審查通過，100年7月5日得
標廠商開始安裝機上盒，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需求
南區

數量如表三，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及驗收作業流
程如圖一，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驗收各單位分工如

嘉義縣阿里山鄉

44

高雄市那瑪夏區

20

屏東縣牡丹鄉

74

表四。

985

合計

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及驗收作業流程圖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地 方 政 府

廠

商

1. 地方政府提供低收入戶、鄉(鎮)公所、村（里）

1. 地方政府發放或寄發補助通知單
2. 通知廠商進行安裝作業

辦公室及學校等補助資料列冊(含電子檔)

3. 通知協助地方政府發放

2. 鄉鎮市(區)公所協助機上盒發放安裝事宜
提供免費服務電話受理補助戶預約
安裝申請及申訴處理

低收入戶安裝名冊

安 裝 計 劃 書

1. 縣(市)政府
2. 鄉鎮市(區)公所

召開啟動安裝協調會議
1. 建立橫向連絡窗口
2. 確認權責分工事項

區監理處會同出席

3. 確認安裝時程規劃
4. 確認安裝作業流程
1.
2.
3.
4.
5.

核對完工名冊與安裝名冊是否相符
電話查核補助安裝結果
受理補助戶安裝問題申訴諮詢及改善
申請登記
受理民眾數位收視資訊及技術協助諮
詢

改善名冊

5. 確認受補助戶名冊(含數量)

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協助發放、安裝及確認簽名

安 裝 及 改 善 作 業

通知廠商改善安裝申訴案件
申請驗收：

本會驗收小組辦理實地驗收 ：
1. 規則確定及名冊選定
2. 設備型號、數量
3. 安裝工法及訊號品質

1. 安裝數量統計清單
申請驗收文件

3. 安裝確認單
4. 施工照片

圖一：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及驗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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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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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實驗區機上盒發放安裝驗收之單位分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發函地方政府暨鄉鎮市區公所協助機上盒發放

鄉鎮區公所
●

及安裝事宜。

提供機上盒安裝

機上盒得標廠商
●

對象地點清冊數

依本會補助機上盒對象地點清冊
數量進行安裝作業。

量。
●

確認機上盒安裝對象地點清冊數量。

●

通知地方政府發放安裝通知單。

●

通知得標廠商進行安裝作業。

●

受理補助戶安裝問題申訴及改善申請登記，通

里幹事協助發放

知廠商改善安裝申訴案件。

安裝確認簽名。

●

電話查核補助安裝結果。

●

本會驗收小組辦理實地驗收。

●

受理民眾數位收視諮詢及技術協助。

●

●

發放機上盒安裝

●

提供免費服務電話受理補助戶預

通知單。

約安裝申請、申訴及安裝改善作

指派村里長、村

業處理。
●

機上盒發放安裝完成，提供驗收
相關資料，向本會申請驗收。

●

配合本會驗收小組辦理實地驗收

為關心瞭解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裝情形，本會
委員會同大甲區孟春里幹事於100年7月8日至安裝現
場，瞭解機上盒安裝過程可能遭遇問題，適時向民眾
宣導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如圖二。
廠商安裝機上盒及天線後，測試接收16臺數位無
線電視訊號，教導安裝戶如何操作收視，並告知有收
視問題可聯絡廠商或本會技術服務中心協助解決，安
裝戶對於數位無線電視收視品質都表示滿意，對於政
府補助也表示感謝，如圖三，另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
裝情形如圖四及圖五。

圖二：本會委員瞭解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裝情形

圖三：本會委員瞭解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裝情形

圖四：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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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心得，必須妥善規劃機上盒安裝進度控
管，包括廠商備料、生產至安裝所有過程，針對時
程，建立查核點，隨時管控進度，如發生風險並規劃
應變及替代方案，務必如期完成補助全國低收入戶機
上盒安裝作業，維護弱勢族群權益。

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採購招標、補助發放
與安裝
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採購招標，於100年7

圖五：實驗區機上盒現場安裝情形

月29日開標，得標廠商北區為馭通網科技工程有限公
實驗顯示機上盒於都會區安裝問題比偏鄉地區
挑戰難度高。技術面上，因都會區民眾所居多屬集合
式住宅，四周大樓矗立，電波訊號易受阻擋，數位訊
號實際涵蓋狀況與電腦模擬結果有較多出入；人際面
上，都會地區人際關係較為疏離，聯繫安裝有相當難
度。因此，有必要提前瞭解5大直轄市都會區數位無
線電視訊號強弱與大樓機上盒安裝難易度，可先行實
地安裝測試，俾規劃未來都會區之安裝時程與數量，

司，中區為中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南區為視廣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100年8月26日召開北、中、
南區機上盒採購得標廠商專案管理計畫書審查會議，
經本會審查通過專案管理計畫書，於100年10月3日
得標廠商開始安裝機上盒，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
盒發放安裝需求數量如表五，機上盒發放安裝及驗收
細部作業流程如圖六。

以符合實際狀況。

依據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採購契約之履約

原制訂機上盒發放安裝標準作業流程於實驗區

期限，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90日內至少完成100年度

執行，然於過程中，仍有諸多思慮尚不夠周延細緻之

安裝名冊數量20%之安裝，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120

事，如安裝戶之聯繫問題、村里長配合度、訊號源尋

日內至少完成100年度安裝名冊數量70%之安裝，契

找及天線安裝費時、收盒但不要安裝等等情事，汲取

約生效次工作日起150日內完成剩餘數量安裝。101

經驗修正作業流程，以供本會、中央與地方政府單

年2月29日前至少完成101年度安裝名冊數量30%之

位、廠商及社會公益團體協力依循之標準。

安裝，並應於101年4月30日前完成剩餘數量安裝。

表五：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發放安裝需求數量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縣市

年度

需求數量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宜 100年度

36,829

101年度

10,360

100年度

18,032

101年度

3,410

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 100年度

29,022

101年度

10,207

蘭縣、花蓮縣及福建省連江縣等9縣市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等5縣市

湖縣及金門縣等8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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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89

21,442 107,860

3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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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工作
小組

細部工
作小組

地 方 政 府
技術管理處

三區監理處

1.安裝名冊轉
三區監理處
2.寄發補助機
上盒安裝通
知單

與得標廠商溝
通協調，經驗
分享

廠

縣(市)政府提供低收入戶補助
資料列冊(含電子檔)
2.鄉鎮市(區)公所協助機上盒發
放安裝事宜

提供免費服務電話受理申訴處理
依契約及本會需求項目編纂專案管理計畫
書

提供低收入戶
安裝名冊

計畫書審
查結果

本會審查專案管理計畫書

提出安裝專案管理計畫書送審

補正(2次為限)

不合格

提具履約專案
管理需求項目

商

廠商辦理承包商教育訓練講習
合格
取得村(里)長連絡資料，並簽保密切結書

函文地方政
府提供鄉鎮
市(區)村(里)
長連絡資料

供場地予廠商
教育訓練

召開啟動安裝協調會議
1.建立橫向連絡窗口 2.
確認權責分工事項
3.確認安裝時程規劃 4.
確認安裝作業流程
5.確認受補助戶名冊(含數量)

1.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出席安裝協調會
2.鄉鎮市(區)公所協助機上盒發放安裝事宜

出席安裝會議

發函內政部轉地方政府協助安裝

通知廠商改善
安裝申訴案件
確認廠商改善
回報
受理補助戶安
裝問題申訴諮
詢答復(Q&A)
及改善申請登
記

安裝前置作業聯繫
1.每週五提供下 2 週預計安裝鄉鎮市區村(里)名單予本會
2.7 日前主動聯繫安裝戶，確認安裝日期
3.知會村(里)長或幹事到場協助安裝

1.村(里)長或幹事協助電話聯絡安裝戶
2.村(里)長或幹事協助引路
3.村(里)長或幹事配合現場安裝

1.技服中心電話確認下 2 週安裝
區域村(里)長或幹事是否知悉
2.必要時傳真內政部公文告知
改
善
名
冊

現場協助安裝
現場安裝作業
1.先洽村(里)長或幹事
取得可能連絡方式
2.請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確認安裝
名冊

否
安裝資料
是否正確

1.查無此人
2.查無地址
3.電話空號
4.地址變更
5.無電話資
料

是

否

(無法聯繫)

數位無線電視訊號未到
達或無法收訊，依本會
100 年 10 月 21 日通傳
技字第 10043030800 號
函指示：由廠商依本會
提供之資料告知該低收
入戶可保留安裝權利，
俟訊號改善後再行申請
安裝。

是否聯繫
到安裝戶
是

(有盒無訊)

量測是否有
收視訊號

例外處理

否

是
張貼投遞
通知單 7 日
內聯繫

受理民眾數位
收視及技術協
助諮詢

(拒絕安裝)
是否接受
安裝作業

否

是
是

是否聯
絡安裝

是否101年4
月30 日前提
出申請安裝

是

否
無法聯繫安
裝，提供清冊
並加註特徵描
述或照片

每月聽
取區處
報告安
裝數量
及進度

每週聽
取區處
報告安
裝數量
及進度

連絡地方政
府協商社福
團體是否補
助(有盒無
機)低收入戶
電視機

否
否

是
機

處長每日檢視
安裝數量進度

地方政府協商社福團體
是否補助(有盒無機)低
收入戶電視機

放棄安裝

是否
接受
安裝

確認無訊號或
收視訊號微弱
區域是否屬實
是

廠商攜帶
電視測試

彙整安裝數量
及進度

否

放棄
安裝
不接
受機
上盒
天線

連絡地方
政府協商
社福團體
是否補助
有盒無機
之低收入
戶電視機

安裝機上盒及天線

每日連結至廠
商網頁查詢安
裝數量及進度
1.本會儘速
確認每批
安裝確認
單及照片
2.協助廠商
申請該批
標的物結
算金額
60%

(有盒無機)

是否有
電視機

收視測試
是否良好

區處查核安裝
確認單及照片

是

調整機上
盒及天線
否

1.照相 4 張,安裝戶於確認單簽名確認
2.如安裝戶原無連絡電話，前往現場
可聯繫，請於確認單備註連絡電話

退回不符契約
之安裝確認單
1.核對完工名
冊與安裝名
冊是否相符
2.電話查核補
助安裝結果

拒絕或放
棄安裝，提
供清冊及
佐證資料

有盒無機安裝戶
收受機上盒天線

1.廠商建置進度控管網頁，每日上網填寫安裝數量及進度
2.廠商每週提供安裝確認單及照片予本會初步查核

廠商提供補正安裝確認單及照片再送本會查核
本會驗收小組辦理實地驗收 ：
1.規則確定及名冊選定
2.設備型號、數量
3.安裝工法及訊號品質

申請驗收文件

申請驗收：
1.安裝數量統計清冊 2.
完工名冊 3.
安裝確認單 4.
施工照片

圖六：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發放安裝及驗收細部作業流程

33

NCC NEWS

頭條故事

採購契約規定機上盒安裝時廠商安裝人員應穿

盒實際完成安裝已達7成，惟安裝過程中可能因受補

著制服及配戴識別證，依現場實際數位無線電視電波

助安裝戶遷移地址、戶籍設於戶政事務所、安置於醫

涵蓋情形及組裝環境，徵求受安裝戶同意，選擇在屋

院安養機構、主動放棄拒絕安裝或無法聯繫致無法順

頂、外牆、陽台、室內或其他合適地點使用符合規範

利完成補助安裝機上盒，其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

之天線組，連接機上盒測試可收視數位無線電視，並

盒無法安裝原因分析，如表七。

於安裝完成後拍攝地面廣播數位電視接收設備安裝確
認單編號照片、門牌照片、機上盒照片及天線組照片

為提升機上盒無法安裝戶之安裝率，本會研議處
理如下：

(共4張)存證，並請受安裝戶(或其代理人)於確認單上
確認簽名。

安裝名冊資料錯誤部分，已請內政部轉請各縣市
政府更正送回本會。

政府政策補助低收入戶安裝機上盒，低收入戶免
經申請程序，係本會請得標廠商主動到府免費安裝機
上盒及天線並測試到可看數位無線電視，安裝過程也
衍生一些問題，本會與安裝廠商開會協調解決方式，
如表六。

100年無法安裝戶意願調查。
100年4月10日送新聞局函請民政系統協尋。
100年4月16日雙掛號通知，附回執及意願調查，以
確認安裝意願。
本會再就無法確知安裝意願部分全面清查。

經統計至101年6月止，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

加強廠商履約進度之控管及查核。

表六：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安裝現場問題及解決方式
安裝問題

解決方式

1

安裝戶只接受機上盒及天線，但不願廠商安
裝作業。

廠商仍應向安裝戶說明且測試安裝機上盒天線確認可收
視，並於安裝確認單載明。

2

安裝戶現無電視機收視或電視機故障。

請廠商攜帶行動電視於安裝機上盒天線後測試收視情
形，安裝確認單詳細載明。

3

安裝戶住所沒有門牌。

請村里長或幹事帶路，並以白板書寫安裝地址照相。

4

安裝戶不接受或拒絕安裝機上盒及天線。

由本會電話再確認，並告知如事後願意安裝者，於101
年4月30日前可再行補助安裝。

5

安裝戶住療養院或醫院，現未居住戶籍地
址。

尊重安裝戶意願及安養機構規定。

6

安裝戶經常不在家或找不到人，造成安裝及
連絡困難。

請村(里)長或幹事協助連繫，若確定無法連絡，廠商張
貼門首通知單7日內聯繫。

7

安裝戶已遷移戶籍地址，無法聯絡。

暫不安裝，廠商於安裝確認單載明。

8

部份鄉鎮市區門牌地址重編，與安裝名冊戶
籍地址不符。

請鄉鎮市區公所再確認安裝名冊。

9

安裝名冊查無此人、查無此址、聯絡電話空
號等安裝戶資料錯誤 。

請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再確認安裝名冊。

10

安裝戶位於數位無線電視弱訊號區域。

請廠商依契約，採室外全向性天線、主動式天線或強波
器，以提升收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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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有安裝意願民眾主動約裝，降低聯繫困難。

其衛星(DVB-S2)機上盒設備，以維護其收視權益，

協助廠商克服困難，並配合及早驗收，以找出無法安

辦理「衛星機上盒設備組裝技術採購招標」，依北、

裝戶及問題。

中、南區數位無線電視訊號未涵蓋之低收入戶數量，
擬採購衛星機上盒設備預估數量為1,000套，預估本

加速採購，俾利儘早完成調查有願意安裝戶之安
裝，預估無法安裝率由3成降至2成。

案採購金額為新臺幣624萬元。

101年度新增低收入戶機上盒採購招標

補助小結

因應立法院99年12月10日三讀通過社會救助法

依行政院核定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為使

部分條文修正實施，重新定義並調增我國社會救助制

數位轉換工作順利進行，減少收回類比無線電視頻道

度的貧窮線，將低收入戶的審查門檻再合理的放寬，

阻力，政府政策補助低收入戶1組機上盒，低收入戶

經統計全國新增低收入戶約2萬7仟戶，本會爰辦理

免經申請程序，由本會請廠商主動到府免費安裝機上

101年度新增低收入戶之「數位無線電視機上盒設備

盒及天線，針對機上盒採購契約、招標規範及現場安

及組裝技術採購」案，本會業於101年6月28日公告

裝過程所衍生問題，本會經過檢討、因應現場安裝實

招標，並訂於101年8月7日開標，本案採購金額為新

際狀況，修正更新機上盒採購契約及招標規範，設計

臺幣6,635萬元。

各種現場安裝態樣，如本會先以雙掛號附回函方式，
調查低收入戶接受安裝意願，俾利本會統計真正需要

衛星機上盒設備組裝技術採購招標

補助之低收入戶民眾，再請廠商到府安裝，廠商另依
本會推動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政策，自99年以來

現場數位無線電視收訊狀況及安裝條件，向低收入戶

積極建置數位改善站53站提升數位電視訊號人口涵蓋

說明，並依低收入戶意願決定履約標的物之交付及安

率至96.77%，惟仍有數位無線電視訊號未涵蓋區或

裝，本會期望儘早完成全國低收入戶安裝機上盒之補

弱收視區之低收入戶無法收視數位電視，爰規劃補助

助政策，保障低收入戶收視數位無線電視基本權益。

表七：100年度及101年度機上盒無法安裝原因分析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全區

機上盒無法安裝原因

100年 101年 100年 101年 100年 101年 100年

101年

1.遷移地址或重複安裝地址

19.0% 11.5%

8.7%

7.3%

2.2%

4.1%

3.5%

7.8%

11.0%

2.主動表明不接受、放棄或拒絕安裝

9.0%

7.1% 20.8% 46.4% 25.4% 17.3% 10.6%

3.數位無線電視訊號未到達或無法收訊

0.1% 27.7% 0.1% 15.5% 0.7%

0.0%

0.2%

13.4%

4.家中沒有電視放棄安裝

0.1%

0.4%

0.2%

0.5%

1.3%

0.2%

0.4%

5.安置於醫院、安養機構或類此單位

8.3%

1.2%

8.0% 20.1% 8.2%

4.6%

8.2%

4.0%

6.戶籍地址設於戶政事務所或類此單位

2.8%

0.2%

1.1%

7.7%

1.7%

0.3%

1.3%

0.0%

0.2%

7.無法聯繫

60.7% 51.7% 81.4% 38.1% 40.6% 53.3% 61.4% 62.6%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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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溝通 消弭地方疑慮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
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成為
協力合作夥伴關係的典範
■陳永華、黃護文

前言

中遭遇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略述如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完成行政

第一類「無線電視改善站建置」問題：

院核定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以下簡稱數位
轉換計畫），需同時進行之重要事項包含「數位無線
電視改善站之建置」、「低收入戶數位電視機上盒補
助安裝」、「辦理數位轉換宣導」、「分區分階段關
閉類比無線電視主站」等工作。由於在執行任務過程
中經常需與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等機關部門有業務上
牽連及協調關係，因此惟有建立良好互動之溝通管
道，經由各相關機關單位相互協助，才能既分工又合

無線電視改善站之建置，由本會編列補助預算，
補助地方政府發包建置，因地方政府專業人力不足，
對於建站技術規範不甚明瞭，以致影響承接發包意
願，另站臺土地使用同意取得不易、改善站訊號源不
穩定、地方民眾及民意代表對電磁波有疑慮，致而反
對建站等，皆影響工程建置進度。

第二類「低收入戶機上盒補助安裝」問題：

作，確實達成國家施政任務。
受補助戶接獲補助通知時，常會懷疑是詐騙集團

執行數位轉換計畫面對問題之探討
由於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業務，原由行政院新聞局
主政，並委由公共電視辦理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以
下簡稱數位改善站）之建置，惟相關配套措施尚未齊

的行徑，而拒絕安裝，因此需有地方政府社政與民政
單位配合，以及基層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協助，方
能順利進行，然本會執行本項補助政策前，即已面臨
地方政府社政及民政系統對補助政策事權不明而無協

備，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管道亦未建立。本會奉

辦意願、或對本會補助範圍質疑、或回應村(里)長或

行政院核定自民國99年起開始承接是項業務，並訂定

村(里)幹事系統無配合義務等狀況。

「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同時啟動各項子計畫之

第三類「關閉類比無線電視主站訊號時程」問題：

實施，如增建數位改善站、機上盒補助、數位轉換宣
導、分區分時關閉類比站臺等等，然而該項工作涉及

本會於101年初，決定自5月7日起分區分階段關

地方政府權責事項甚多，並非本會得以獨力完成，尚

閉類比無線電視主站訊號，本會說明本項政策時，即

須仰賴地方政府的協助，方能畢竟其功，惟在推動初

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強烈質疑與疑慮，亦有民意代表反

期，地方政府對轉換計畫內涵不甚明瞭，以致迭有疑

應關訊前本會需先擴大補助機上盒範圍，致使本會關

慮，因而衍生執行扞格，經就業務面分析，推動過程

訊進程增加不少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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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問題之因應措施
本會承接辦理數位轉換計畫後，為深入瞭解地
方政府疑慮，積極拜會各縣市長、地方政府相關單位
主管及民意代表，就數位轉換政策相關議題進行研討

二、安裝作業補助作業初期，先行與各地方政府相關
局處室召開安裝補助說明會，透過社政及民政系
統，告知村(里)鄰長相關補助作業程序，轉知受
補助戶機上盒補助事宜，以減少民眾疑慮。

與整合，以消弭歧見，同時展開溝通協調作業，重新

三、部分受補助戶因個人因素，時常難以連絡通知安

建立橫向溝通管道，並針對各類問題，提出具體因應

裝作業時程，除利用早、中、晚及夜間不間斷連

措施，提供專業技術協助與諮詢服務，且採因地制宜

絡外，必要時再到戶籍地詢問其鄰居請求代為轉

積極作為，直接下鄉面對民眾召開協調說明會或宣導

達，以提高安裝完成率。

會，確實獲致民意支持，有效化解各方疑慮，也促進
中央與地方政府成為密切協力合作的夥伴關係，為順
利完成數位轉換計畫，奠下成功的基石。本會與地方
溝通後，就各類問題採行因應措施說明如下：

第一類問題因應措施：

第三類問題因應措施：
一、本會規劃分區分時關閉類比無線電視主站訊號時
程時，參酌日本在2011年7月24日同時關閉全國
類比訊號，關閉當日約有18萬通申訴及諮詢電
話，造成該國技術服務中心電話接通率降低，影

一、本會規劃建置之無線數位電視改善站，除提供全
額經費補助地方政府發包建置外，並針對地方政
府疑慮，提供契約草案、設備規格，以及相關專
業技術支援，建置完工後，本會亦派員協助辦理
審查、驗收及結算作業，本會提供制度化支援服
務，讓地方政府承辦單位在接辦此類案件時，得
以依循辦理，並減輕承辦人員心理壓力，使業務
能順利推動。

響服務品質，及約有20萬機上盒需求，造成民眾
搶購之經驗。本會採取分區分時關閉類比訊號策
略，除可提供民眾較好的電話服務品質及技術諮
詢品質外，亦可避免造成民眾搶購機上盒，以及
機上盒供貨不足等問題。
二、本會主動積極多次拜會各縣市政府、地方首長及
相關新聞業務局處室主管，說明分區分時關閉之

二、至於數位改善站用地取得過程中，遇有民眾或地

必要性及相關配套措施，化解地方政府看待關閉

方民意代表反對建站者，除派員前往說明溝通

時程不一之誤解，在獲得地方政府同意後，依地

外，必要時召開公聽會，公開說明建站之必要性

方需求不同，採取符合地方特性的宣導措施，如

及站臺安全性，化解民眾疑慮，並另行規劃第2

辦理下鄉宣導會、逐戶發放宣導單、沿街播放宣

預備地點，以順利完成站臺用地之取得。

導帶、垃圾車掛置紅布條、地方中小功率電臺託

第二類問題因應措施：低收入戶機上盒補助安裝
相關問題

播及地方報紙廣告、利用地方村里廣播系統加強
宣導、鄉鎮(市)公所以LED跑馬燈作為宣導等，
中央與地方協力完成轉換宣導政策。

一、本會辦理低收入戶機上盒補助安裝政策時，對於
列冊之受補助戶，全面發出安裝通知單，並就無
法連絡者寄發雙掛號，請受補助戶表達其安裝意

三、主動積極拜會各區立法委員服務處說明關訊時
程，並配合關訊時程派員進駐提供相關專業諮詢

願，以減少受補助戶疑慮，遇有受補助戶因害怕

服務外，請立法委員服務處人員轉知民眾，如有

受騙而拒絕安裝者，即連絡村里長協助說明安裝

不明瞭關訊政策情事者，可利用本會技服中心免

數位電視機上盒的好處，化解受補助戶疑慮順利

付費電話0800-2012-06，獲得相關協助及技術

完成安裝作業。

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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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地方協力完成任務實例
值此完成數位轉換之際，本會所推展之改善站建
置、機上盒補助安裝、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

三、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及車城鄉四重溪地區原本依賴
石門類比電視改善站提供收視訊號，將石門站提
升為數位電視改善站，為本會完成數位轉換之重
要一環，但牡丹鄉公所以建置案會占用該公所承

訊號及辦理下鄉宣導等工作，皆為本會與地方成功建
立夥伴關係並協力合作執行之典範。而本會與地方建
立合作經驗成果，列舉南部地區數例簡述如下：

辦人力及行政資源為由，無意發包建置。為使轉
換能順利進行，本會南區監理處除不斷努力溝
通，並派員進駐該鄉提供專業技術協助外，本會

一、嘉義縣政府因該縣有線電視收視比例不高及地方

蘇主任委員蘅亦偕同劉崇堅委員、張時中委員南

民眾多以農為生，經濟條件較為不佳，無法額外

下拜訪鄉長，終使鄉長首肯並協助石門站發包興

負擔機上盒購置費用等因素，對本會5月7日率先

建，迄今該站完工後，地方鄉親得以享受高品質

關閉該縣類比訊號政策尚有不同意見，為與該縣

的數位無線電視節目。

政府達成政策共識，並維護民眾權益及避免引發
民怨，本會張委員時中、翁主秘柏宗、南區處劉

四、金門縣烈嶼鄉因地形阻擋因素，長期以來無線電
視收訊不良，本會所查勘規劃列嶼陽山做為數位

處長豐章等長官多次前往嘉義縣，主動積極拜訪

改善站建置之最佳地點，然因該處土地為林氏宗

嘉義縣張縣長花冠、余議長政達、張副議長明達

親會所有，且已租給電信公司興建行動電話基地

及地方媒體等，本會除提出嘉義縣類比收視比例

臺，在金門縣政府協助下，本會多次拜會相關單

調查結果及加強辦理嘉義縣下鄉宣導等配套措施

位進行磋商，終獲林氏宗親會及中華電信公司同

外，並就相關議題取得共識，在雙方積極主動及

意支持公益，無償借用土地及基地台天線鐵塔，

同心協力下，順利完成該縣5月7日及6月11日兩

讓陽山數位改善站完成建置啟用，使金門鄉親與

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訊號，且幾無民怨反應，

臺灣本島同步跨入高畫質數位收視新時代。

此為本會與地方攜手合作，創造多贏之典範實
例。

五、澎湖縣七美數位改善站，本會原規劃站址已獲縣
政府同意土地撥用，然因當地民眾及鄉民代表對

二、臺南市政府原本對本會以捐補助方式建置改善站

站臺電磁波疑慮甚深，使得澎湖縣政府及七美鄉

有所質疑，經本會張委員時中、魏委員學文及劉

公所不敢逕予發包，在鄉公所及縣政府協助下，

委員崇堅主動拜訪台南市賴市長清德及市府相關

本會另洽商中華電信公司同意無償出借電信機

業務處後，說明本會將提供技術規格及驗收協

房，改善站經發包建置完成後，七美鄉全鄉都已

助，賴市長即指示市府單位協助本會辦理。市府

能收看到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團隊除主動解決建站用地取得問題，順利完成南

本會為因應實施分區分階段關閉類比無線電視

化區關山及玉山改善站建置外，亦對台南市所有

主站訊號，依蘇主委指示於關訊前，加強拜訪各縣市

里長發出手機簡訊，通告配合本會機上盒安裝作

政府相關局處首長及各地區立法委員服務處，說明關

業。本會能於台南市完成改善站建置、機上盒補

訊時程及配套措施，並請轉知民眾本會免費電話提供

助及辦理宣導會等工作，與台南市政府之密切合

諮詢服務，如今本會已圓滿完成數位轉換計畫相關任

作係為成功主因。

務，施政作為，獲得地方政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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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會為推動數位轉換政策，需與各地方政府密切
合作，在碰到阻力致影響業務推展時，無法完全以補
助經費方式建立合作模式，故更需運用彈性及智慧，
展現本會誠意與積極，方能建立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
之良好對話機制及夥伴關係，在處理跨政府或跨部門
之各項議題，避免引起更多反彈與對立，有效進行溝

本會張委員時中拜會台南市賴市長清德，感 謝支持

通與消弭歧見。

協助辦理「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相關事宜。

因此，「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之溝
通，強化中央與地方及民意代表之良好夥伴關係」，
不僅為「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畫」成功之處，更是圓
滿完成政策任務之具體有效施政作為。(本文作者為
南區監理處簡正陳永華及技士黃護文)

本會張委員時中、魏委員學文拜訪澎湖縣王縣長乾
發，洽談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事宜。

本會主任委員蘇蘅偕同委員劉崇堅、張時中與屏東
縣副縣長鍾佳濱、及鄉長陳英銘共同主持牡丹鄉無
線數位改善站啟用典禮盛會。

本會張委員時中與烈嶼鄉代表會蔡副主席、烈嶼鄉
指揮部劉少指揮官、金門縣吳副縣長、烈嶼鄉洪鄉
長、中華電信金門營業處姜經理，共同啟用陽山數
位無線電視改善站。

本會張委員時中、魏委員學文、翁主秘柏宗及劉副
處長豐章拜訪嘉義縣張縣長花冠，洽談無線電視數

本會張委員時中與南區監理處長劉豐章拜會高雄市

位轉換事宜，感謝協助辦理「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

李副市長永得及高雄市新聞局主秘洪建隆洽談無線

畫」相關事宜。

電視數位轉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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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

加速有線電視數位進程

打通數位匯流任督二脈
張進福談「數位轉換」願景與策略

馬 總統在去(100)年的總統大選政見提出了兩
項超高目標，分別是寬頻上網民國102年100Mbps普
及到家戶、及103年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為了讓人
民邁向未來數位匯流生活，數位匯流專案小組現階段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迎接「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

類比訊號關閉 完成D Day
談了超過十年的無線電視數位化，在前行政院政
務委員張進福手中才成功做到了關閉類比訊息的「D
Day」（指關閉類比訊號的確切時程），推動全臺灣
無線電視訊號的數位轉換。台視、中視、華視、民
視、公視等五家無線電視台的類比訊號已在民國101
年6月30日關閉，轉換為數位訊號播送。
7月1日起進入數位無線電視時代，無線五台也
將合作轉播倫敦奧運賽事，全民將可觀賞到高畫質的
影音節目。然而，數位訊號的轉換和「數位匯流」關
係為何？一般人可能有聽沒有懂，張進福舉例說，此

無線電視數位化 無縫接軌
這次數位轉換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無線電視數位
改善站的建置、低收入戶機上盒的發放及加強宣導，
NCC在例行業務以外，包括技管處，含北中南三區處
至少動員兩三百人，幾乎占全會半數人力，希望能盡
最大的努力，做到「無縫接軌」。
數位轉換並不容易，NCC主委蘇蘅表示，為了
順利完成，她與魏學文委員先於去(100)年7月赴英，
訪問負責執行數位轉換的digital UK（數位電視組
織），也拜訪了Ofcom和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了解
英國如何從政策規劃到落實數位轉換，特別是如何照
顧民眾的感受，發現英國動員龐大民間資源和政府通
力合作，使民怨降到最低。
接著，日本無線電視也於去年7月24日關閉類比
訊號，張時中和劉崇堅兩位委員亦於9月下旬赴日，
拜訪NHK電視台和總務省，他們不約而同表示，政府
於轉換期間加派了許多人手做準備，並呼籲廠商多多

次倫敦奧運轉播，即使用不同的網路、手機、平板電

因應；日本發現最棘手的問題不是資金，而是轉換後

腦，仍可看到相同資訊，而不受工具限制，這就是

需要打電話給20萬戶趕不及轉換的民眾，一一確認他

「匯流」的精神。

們的需要，共約打了100萬通電話。

民國99年10月，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正式

臺灣因為內政部調整標準增加新的低收入戶名

成立，由政務委員張進福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國家

單，從原定補助的12萬戶機上盒再增加2萬多個，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經濟部、交通部、新聞局等

NCC為此增編5、6千萬元的預算。因為了解到宣傳

相關部會，六大主軸包括「整備高速頻寬網路、推動

的重要，除目標區外，更針對較不容易接觸到的老年

電信匯流服務、加速電視數位化進程、建構新興視

人口，配合他們的習慣，動員地方電台播送宣導錄音

訊服務、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調和匯流法規環

帶，請地方首長錄製宣導短片，甚至用宣傳車在村里

境」，共涵蓋21項推動策略與78個辦理措施。

部落廣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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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機上盒發放與裝設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不屬

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計畫中，就將高畫質轉播奧運

於低收入戶的族群，有些卻屬於近貧的弱勢，如獨居

這件事當作是「引火點」，台灣一旦拿到轉播權，就

老人、單親家庭等， NCC擬透過社會公益團體，如

能利用政府力量，將轉播權釋出給民間。

台灣數位電視協會、獅子會、家扶中心等協助處理。

抓緊進度 拚有線電視數位化

這個策略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公共電視台是否
有把握讓全臺民眾都看到，公視總經理曠湘霞當時表
示，承諾全力促成這件國家重大決策。此點火效應策

數位匯流帶給民眾的好處，首先是收視品質的提

略成功了，有線電視台開始緊張，有線電視市占達三

升，其次是同時可以寬頻上網，另外就是各種互動服

分之一的凱擘化被動為主動，開始迅速布局數位化。

務，讓電視成為一種管理物流、金流、影音流的系統
平台，從這點看來，因為有線電視舖線到府的普及率
高，所以有線電視也算是數位匯流建設的最後一哩。

法令匯流 更能加速轉換
然而，現行法規規定有線電視系統商的全國用戶

數位訊號的轉換為推動數位匯流當中的一個里程

比例上限為三分之一，但是同樣的影音，用IPTV，

碑，根據NCC的規畫，有線電視數位化要在103年全

電信法並無限制，但匯流是指影音、電信都融合在一

面普及，進度一定要盯，主委蘇蘅表示，今年5月約

起，導致業者抱怨與電信市場管制標準不一。

達13%，透過高畫質轉播奧運，年底目標希望能衝到

在電信及傳播產業跨業經營及競爭的過程中，需

20%，102年希望達到50%甚至75%，如此一來，要

要法令的鬆綁與調整管制規定，但修法尚未完成，如

在103年達標就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何達成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目標，張進福全力達成府院

近幾年隨著科技進步及各國間數位匯流競賽白熱

長官交辦的任務，同時回應產業需求。凱擘董事長鄭

化，張進福體認到，相關政策落實必須採取滾動式管

俊卿認為，短期內若能將MOD、Internet TV計算在

理方式，在第一版方案通過後一年多，即必須因應新

內，就能夠解套，也是提供業者推動轉換的誘因。

的局勢即將發展，擬訂第二版方案，增加“內容”的

要達成有線電視百分百數位化的目標，蘇蘅表

主軸，包括英、美、歐盟第一代數位匯流版本都碰到

示，首先是修法一定要過，對於有線電視的經營，

類似的問題，我國不僅必須跟時間賽跑，也要急起直

NCC必須同時運用推與拉的力量，除了修法的推力，

追才能跟上國際腳步。

也擬擴大經營區域，引入新業者帶入新的商業模式來

雙軌政策點火 引燃業界

賺錢，讓業者加速數位化進程。
在傳播業多年的鄭俊卿強調，如果內容沒有差

推動數位化受到產業結構、規模經濟和歷史因素
影響，特別是有線電視市場遲遲難以突破，除非修改
《有線廣播電視法》，採取強制手段；然而修法曠日
費時、緩不濟急，面臨國際競爭，臺灣已經沒有時間

異，不論是用類比或數位，消費者並不會在意，只有
媒體的表現方式或內容的表現方式不同，才真正能讓
用戶感覺到差異，他認為數位匯流應包括電信、傳播
和文創產業，產業鏈必須有成功的商業模式。

等了。
他指出，若不投資上游，數位化有什麼用，上百
交通部長毛治國向張進福及蘇蘅建議，採取點火
策略，設立一個引火點成為標竿，其他業者基於輸人
不輸陣，就會以此目標順著去做，最後就可以到位。
因此，除關閉無線電視類比訊號之外，在「101

個頻道也不好看。對數位匯流產業來說，軟硬體環境
再OK，沒有好的內容也沒用，就像當時《今周刊》
「電視亡國」報導所說，台灣自己沒有好的內容，只
是仰賴舶來品如日、韓、美以及大陸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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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店門更要鋪上好貨」
於是，100年9月張進福將「豐富電視節目內

億元，在張進福大力協助下，前新聞局也匡列9億元
預算，全方位提升數位內容高畫質環境整備工作。

容」納入，成為方案的第七大主軸，第二就是規劃

今年四月底「經濟部數位媒體發展中心正式揭牌

「產業策略發展論壇」(SDF) 希望能集結產官學代

啟動」，這一步即是「豐富電視節目內容」的具體落

表，整合意見，凝聚共識。

實。另外，發展產業若只有內需市場，是長不大的，

張進福在論壇中致詞表示，「我們要同心合力把
餅做大，餅做大之後，還要變厚，不能變薄」，並說

張進福希望新興視訊及內容產業能夠外銷，創造新的
產值。

明，「即使很多平台、通路、載具，如果內容做得很

中國科大企管系教授王弓就表示，參考日本補助

差，就像是店門開得很漂亮，還要鋪上好貨，客人才

NHK製作高畫質節目行銷全世界的作法，可由文建會

會上門，還要讓客戶樂意額外掏錢出來，如此不僅可

提撥預算給公視拍攝優質節目。另外，考慮挪用部分

以把餅做大，也做得更厚了。」

公視基金，鼓勵其他業者製作「曲高和眾」的優質節

要有好的內容，必須要有好的配套措施鼓勵業
者，曾在中視待過，對於無線及有線電視相當同情的

目，如透過和Discovery團隊合作製作節目，取得部
分版權來豐富國內的節目內容。

彭芸就說：「三家無線電視台都快活不下去了，怎麼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石世豪則認為，鼓

有能力協助推動數位化，及提供高畫質及高品質的節

勵業者增加本土節目的製作固然重要，但頻道是集合

目？」

多數節目持續播送，除了自製的HD節目外，還得搭

擔負富邦集團數位匯流布局重任的鄭俊卿表示，
凱擘加上台固媒體有線電視即占了三分之一的市場規
模，在數位化方面因而備受期許，但數位化對有線電
視而言仍是虧本生意，因為目前提供的高畫質節目，
都是境外節目。
若採本土自製HD節目的方式，以臺灣最具優勢
的偶像劇為例，過去拍成標準畫質20集，每集約100

配其他現有的HD節目，才能吸引民眾經常觀看以創
造商機，所以對於達到某種條件的業者，應允許其進
口國外好的HD頻道節目。
電信與媒體模糊化，內容與應用的管制也該要跟
著調整，王弓認為，要讓數位匯流到位，就要讓相關
部會盯住數位匯流相關應用，設計時程與目標，並要
求達成，才能看得到成果。

萬，HD則要300萬，一齣戲成本就高達6、7千萬元，

張進福表示，推動數位匯流發展是自己行政院工

而一齣戲無法撐起一個頻道，要做一個原創HD頻道

作的「第三個孩子」，儘管已提出了完整方案，訂出

恐怕要花上好幾億元資本，鄭俊卿說：「這是一個大

了行動目標，但他表示，目前只進行不到20%，還有

大燒錢的生意。」

很多事項待辦，還需要接棒者繼續「呵護他、陪他長
大」。

掌握數位內容 掐主導權
對於內容優質化的重要性，現任交大電信工程研

張進福

究所教授李大嵩以蘋果為例，蘋果沒有掌握到營運平

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數位匯流

台，卻令所有電信業者追著他跑，因為他掌握最上端

專案小組召集人，「數位匯流方案」是其繼

內容、應用及終端的位置，兩頭一掐，中間只能跟著
跑，原本該是中間的電信平台商主導，結果號令者卻
是蘋果，媒體業者一定要有這樣認知，政府也應出面
輔導鼓勵做數位內容。
事實上，政府自95年起每年投入1至2億元資
金，補助業者製作高畫質節目，101年補助金額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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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新興產業」、「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
動方案」的第三個方案，是推動臺灣數位匯
流的總舵手，成功達成無線電視類比訊號關
閉、全面數位化的時程。

國際瞭望

數位轉換趨成熟 全球邁向新紀元

英國無線電視數位轉換現況
■蘇俊吉

前言

英國數位轉換準備

數位電視技術演進類比轉成數位訊號技術成熟，

2006年DTG更新D-Book數位電視標準，針對數

數位訊號經過壓縮處理後，原來類比電視使用頻道可

位轉換做準備。2007年在科普蘭所進行的數位轉換試

以傳送更大量的訊號，使頻寬效益大幅提昇。電視的

驗，發現消費者需面臨使用機上盒接收或者直接使用

數位轉換(digital switch-over)推動政策，是各國通訊

電視接收的選擇。因此DTG更新D-Book 到7.0版本，

傳播監理機關極為重視的議題。全球數位電視技術發

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主要針對地面數位電視射頻

展超過十餘年，數位電視發展的重要轉

點是在類比

接收性能、節目服務資訊、中介軟體（MHEG-5）、

訊號停播完成數位轉換。荷蘭、芬蘭於2006~2007年

影音格式進行一致性要求；第二部份主要為聯網電視

完成數位轉換，美國也於2009年完成，2012年英國

傳輸標準、互動中介軟體(MHEG-5)、網路節目服務

和臺灣都將停播類比訊號，全球將正式走向電視數位

資訊、網路影音格式進行一致性要求，如圖1所示。

化新紀元。

「數位轉換行動計畫」鼓勵電視及機上盒的製造商，
遵循D-Book規範並取得數位電視或機上盒認證標

英國數位轉換行動計畫
英國在進行數位轉換時，先行建立跨各部門

章，如圖2所示。
圖1.英國無線/有線及網路數位電視接收共同規範

的行動計畫（Action Plan for Switchover），其中
整合了通訊管理局(Ofcom)、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數位電視集團
(DTG)、英國工業貿易部(DTI)、數位電視實驗室
(Digital LAB)、商業/企業和管理改革部(BERR)、無
線電視營運平台(Freeview)等單位。目的在鼓勵市場
納入數位電視接收器，做為數位轉換做準備，包括：
機上盒（STB）、數位電視錄像機（DTRS）和數位
電視機（iDT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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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標誌認證，代表轉換後設備仍
可繼續工作。

包括「獨立電視網」(Independent Television，
ITV)、「第四頻道」(Channel 4)、「第五頻道」
(Channel 5)等無線電視頻道成立「數位聯盟」(digital

該產品可以接收收看Freeview平台
的數位化服務。

coalition)，推動數位無線電視的資源共享外，還主動
推動機上盒的贊助，推動免費收視(free to view)，有

收看Freeview +是一個Freeview電

利數位無線電視的發展。目前英國免費收視數位無線

視錄像機

電視平台Freeview─其內容包括娛樂、兒童、音樂、

收看Freeview 高畫質電視服務

互動、新聞與生活等六種不同的頻道屬性，共有48

收看Freeview 高畫質電視服務並且

個頻道(Freeview，2008)。2011年9月數位電視組織

可以錄影

(Digital UK)公佈，英國63％家庭超過四百萬切換到數

可以接收來自freesat衛星服務

位電視。BBC已為近百萬老年人和肢障者人進行安裝
數位電視設備。2012年其餘四個地區：倫敦，英格蘭

可收看freesat 高畫質
可收看freesat並且可以錄影
電視/顯示器是準備一個外置的高

南部，英格蘭東北部和北愛爾蘭，將全部完成數位轉
換。

數位轉換與未來4G行動通訊服務

畫質輸入源，例如，藍光播放器，
Play station 3或天空高清高清畫面

在未來面對數位電視與行動通信服務使用頻率

顯示。

接近，所可能產生的干擾問題，Ofcom於2011年3月

電視/顯示器是準備一個外置的高畫

22日宣布將於2012年拍賣800 MHz頻譜，以提供4G

質輸入源並可顯示有1080畫質。

行動通信服務。但800 MHz緊鄰於無線數位電視的頻
率，未來將可能導致行動通信站台的訊號會干擾到數
位電視接收。為了解決干擾問題，Ofcom提出以下的

各製造商與高畫質特定標誌

建議方案：
收視戶的電視天線可能必須加裝濾波器，以達到

各種聲稱更好的視頻，可運行在

阻絕干擾訊號。加裝濾波器的方法，應可以解決大部

100Hz的顯示器

分的干擾情形。

圖2. 英國數位電視及機上盒認證標章

執行有關協助消費者，提供相關的訊息及協助。
Ofcom提議處理干擾費用應由未來800Mhz執照的得

英國數位轉換進展

標廠商負擔。

因為發展數位電視相當順利，使得英國的數位

電視天線所加裝的濾波器無法解決干擾的問題。

電視訊號普及率在2004年時就已經突破50%。根

思考採取其他可行的技術，包括要求無線數位電視的

據Ofcom的「2008年第一季英國電視數位化進展報

收視戶更換至衛星或有線電視。

告」顯示，英國家戶擁有數位電視者高達87.1%(大約
2,220萬戶)，普及率較前一季86.3%增加0.8%。
英國數位電視主要是由BBC主導，在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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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將確保行動通信服務能有效的使用
800MHz的頻段，同時無線數位電視廣播亦能正常運
作。(本文作者為電信技術中心工程師)

會務側寫

101.6.1-101.6.30

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日

期

事

項

照案通過第33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

101年6月6日

不予許可台灣優視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台灣兒童台」頻
道執照。
審議通過下列事項：
一、華視新聞台(主頻)101年2月12日播出之「晚間新聞」，其內容違反廣告應與節目明顯
分開規定，依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鍰。
二、TVBS歡樂台101年2月25日播出之「星聞蒐得妙」節目，其內容違反節目應與廣告區
分規定，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鍰，並應立即改正。
三、衛視電影台101年2月28日播出之「陰屍路」廣告，其內容違反不得播出妨害兒童或
少年身心健康節目之規定，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鍰，並應立即改
正。
四、衛視西片台101年2月29日播出之「陰屍路」節目預告，其內容違反不得播出妨害兒
童或少年身心健康節目之規定，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鍰，並應立即
改正。
五、中天綜合台101年4月16日播出之「大學生了沒」節目，其內容違反不得播出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規定，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鍰，並應立即改
正。
六、國家地理頻道101年2月23日播出之「驚奇時刻—戰慄刺激」節目，其內容違反不得
播出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節目之規定，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罰
鍰，並應立即改正。
七、三立新聞台101年1月22日播出之「三立整點新聞」及ESPN頻道101年2月28日播出
之「SBL：達欣VS台啤」，其編審作業應注意節目與廣告區分之規定，發函促其改
進。
核准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陳報有關6月30日前類比無線電視訊號關訊之措施，以配合
行政院「101年7月台灣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計畫目標。
照案通過第33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計畫」公告事項部分內容修正草案之發布事
宜。

101年6月13日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暨受理申請案」後續預告及公聽會事宜。
核准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所陳報有關6月30日前類比無線電視訊號關訊之措
施，以配合行政院「101年7月台灣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計畫目標。
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報光世代電路、HiNet（光世代）上網服務資費項目，
及光世代（VDSL）電路批發價格項目。
照案通過第33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

101年6月20日

除U-Life 1至5與東森購物1至5等頻道上下架變更外，許可陽明山、新台北、金頻道、大
安文山、全聯、新唐城、北桃園、新竹振道、豐盟、新頻道、觀昇、大新店民主、屏南及
南天等14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營運計畫類比及數位頻道之變更申請。
審議通過公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為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
照案通過第33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
審議通過「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及第18、19、20條修正草案公
聽會事宜。

101年6月27日
審議通過以附負擔方式核准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民間全
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3 家無線電視業者有關高畫質轉播奧運之營運計畫變更，核准期間
為自2012年7月28日至8月13日。該期間之播出內容，均為倫敦奧運賽事之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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