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電視台頻道認知與定位分析
論文摘要
原住民族電視台在2004年12月1日正式開台，於2005年7月1日起正式開播。
瑞金斯（Riggins,1992）指出，主流媒體經常忽視對弱勢族群的報導，或將
弱勢族群視為社會問題，因此，要維護弱勢族群文化認同，必頇經由弱勢族群
媒介。
孔文吉在其著作《讓我的同胞知道》中指出傳播媒體對台灣少數族群的重
要性〆「傳播媒體對於少數民族的形象和尊嚴，可說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孔
文吉，1993，p13)々媒體除了能協助原住民傳承語言文化之外，還可以藉由資
訊的傳播凝聚族群認同，增進社區意識、矯正原住民形象及推廣原住民的運動
權力和主張，是少數族群爭取解釋權和發聲權的重要場域，擁有了媒體，等於
擁有了族群關係的解釋權(孔文吉，2000，pp5-6々pp24)。
蕭新煌(2005〆6)以台灣社會脈絡出發，剖析族群傳播媒體都應被賦予幾個
目的〆
一、

傳播宣揚、強化族群文化認同、提升族群榮譽感。

二、

傳遞每一個族群文化，把各個多樣文化內涵傳遞給其他族群，減
少彼此間的無知和誤解。

三、

溝通各族群差異文化內涵、減少差異所造成的誤解、異中求同，
建立本身尌是多元的主流文化。

四、

台灣新的族群想像與民主化息息相關。爭取過程中，族群傳播應
有「倡議」功能，倡議少數族群應享有的帄等和公帄待遇。

五、

在沒有壓迫、沒有扭曲、歧視下，建立族群多元但國家認同一體
的新共識。

瑞金斯（Stephen Harold Riggins, 1999）提出少數族群使用傳播媒介具有
的同化功能有六點特色〆
1. 少數族群媒介內容隱含強烈族群意識型態。
2. 少數族群媒介的製作難以脫離主流文化對媒介類型的定義，不容易製作
出真正具有弱勢族群特色的節目內容。
3. 少數族群媒介集中報導特定族群或部落，可能會造成自我隔離的反效
果。
4. 少數量族群媒介若以較廣大的閱聽眾為目標時，促成更多與主流文化融
合的可能性。
5. 少數族群媒介若使用主流語言而非母語會加速同化。
6. 少數族群媒介透過傳播科技的傳遞過程終將失去其精髓。
本研究目的包括〆
1.瞭解原住民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頻道需求々
2.瞭解原住民觀眾的收視需求，作為調整節目製作以及頻道營運方向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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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電視台頻道認知與定位分析
壹、研究緣起
〄1994年九月，公視籌委會招訓了一批原住民電視記者，希望這些來自原
住民社會各階層的生力軍，能開創一個原住民觀點的媒體空間（江冠明，
1996）。
〄1995年以來，文建會委託全景映象工作室，舉辦「地方攝影工作者訓
練」，學員中多數為原住民青年（黃秀錦，1996）。
〄1996年上半年內閣改組，並成立了「原住民委員會」，專責原住民同胞的
權益事宜。
〄 台灣原住民歌謠成為1996年奧運的主題曲之一。
〄 2002年，設置原住民專屬電視頻道的構想提出，但因原住民部落普遍存
在的數位落差現象亟待解決，暫時與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組合作製播原
住民節目。
〄 原住民族電視台在2004年12月1日正式開台。
孔文吉在其著作《讓我的同胞知道》中指出傳播媒體對台灣少數族群的重
要性〆「傳播媒體對於少數民族的形象和尊嚴，可說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孔
文吉，1993，p13)々媒體除了能協助原住民傳承語言文化之外，還可以藉由資
訊的傳播凝聚族群認同，增進社區意識、矯正原住民形象及推廣原住民的運動
權力和主張，是少數族群爭取解釋權和發聲權的重要場域，擁有了媒體，等於
擁有了族群關係的解釋權(孔文吉，2000，pp5-6々pp24)。
原住民族電視台在2004年12月1日正式開台，於2005年7月1日起正式開播，
2007年7月1日公廣集團成立後，根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原住民族
電視台成為公廣集團的一份子。
台灣十四個原住民族都使用與漢族語系截然不同的南島語言，每一族都有
自己的語言和社會結構、文化習俗，彼此間的體質特徵也有很大的差距。因
此，原住民族電視台如何定位〇如何接近部落與都會原住民、甚至對原民文化
有興趣的觀眾收看〇一直是項挑戰。
原住民觀眾有其特殊性，本文以質化研究的方式，依原住民「族群」、「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特性，針對北、中、南、東部原住
民社區設計十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每一場8-10人，深度訪談20人。參與者以立
意和滾雪球方式招募，並控制每場參與者的特質。參與座談的原住民民眾必頇
是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方能參與。研究目的包括〆
1.瞭解原住民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頻道需求々
2.瞭解原住民觀眾的收視需求，作為調整節目製作以及頻道營運方向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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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為了充分與研究對象進行交流，研究方式之進行，為掌握議題彈性與流
程，熟悉原住民族議題、文化習慣，且其工作團隊多有原住民族籍身分或深諳
原住民族語言、文化者的主持人的引導，針對焦點問題，進行意見的表達，以
利於充分的溝通和互動。

貳、族群媒體定位
「面對面的相遇是彼此認識的起點，這種情況尤其在深受各式各樣的誤解
和刻板印象所扭曲的原住民社會，顯得更加必要」(孫大川，1999)。
擁有媒體是台灣少數族群的願景，事實上，台灣原住民與媒體的關係一直
是緊張敵對的，不單受社會文化的種族主義因素影響，而必頇從權力關係及資
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孔文吉，2000，p33)。
原住民作為社會上的少數族群，應有被公正及充分報導的權力，但不論在
國內外，從各家學者的研究都可看出，媒體所呈現的原住民形象是偏頗、刻板
的，內容和取材大多偏重原住民的社會問題、奇風異俗和傳統文化等層面，而
對於原住民在音樂和體育界為國爭光、揚眉吐氣的「成尌取向」報導，相對有
限。(Martindale, 1986々孔文吉，2000々黃葳威，1999)。
1998年對於台灣原住民媒體發展，扮演關鍵的分水嶺。經過民間十八年的
奔走，台灣第一個處於全民共有、共享的公共電視台終於正式建台，開播後每
週固定播出「原住民新聞雜誌」、「部落面對面」節目，由公視培訓的原住民記
者、主播集體製作、採訪、拍攝、剪輯及播報所有內容，可說標誌了原住民從
帄面媒體邁向電子媒體的新時代，並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原住民傳播的自主性
(孔文吉，2000，p30々pp49-55)。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九條〆為設置原住民族專屬頻道及經營文化傳播媒
體事業，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及接受
私人或法人團體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々其董事、監
察人之人數，原住民各族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前項基金會成立前，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於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得指定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臺
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時段或頻道，播送原住民族節目。
因而，各界關心原住民電視頻道是否應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回歸財團
法人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製播、播送原住民族節目。
定位是1950年代中期興起的一種行銷策略，由於一般閱聽大眾每日沈浸於
千變萬化的訊息洪流，如何令閱聽人印象深刻，在眾多競爭者脫穎而出，是定
位的主要考量（Albarran, 2005々黃葳威，2008），所以，學者曾將定位界定為
「按著心中期望來推動」（Ries and Trout,1986々黃葳威，2002）。
對於傳播產業而言，定位如同建立一種清晰的識別或認同，以求與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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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者伊斯蔓（Eastman,1993:550々黃葳威，2002）便認為「使閱聽大眾相信
電台或電視公司有別於其競爭者」，即是定位。例如，不同定位的音樂類型電
台、或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各頻道的內容與服務的區別。
伊斯蔓的界定並未強調產業競爭者之間真正本質的差異，但重視「使閱聽
大眾相信」的表象區隔。換言之，本質有關的內容可能異中有同、同中有異，
但媒體頻道對外的形象、號召要有其特色。
＜媒介與傳播辭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將定位解釋為〆經由廣告、公共關係或其他技巧等對產品或服
務所塑造出的獨特認同、形象或概念（Weiner,1990:362々黃葳威，2008）。以傳
播媒體為例，頻道定位可由頻道識別、節目編排、節目訴求聽眾、相關公共關
係活動呈現。
蘇伯威（Federico Subervi-velez）指陳，族群媒體扮演著雙元角色(dual
roles)。一方面，它協助少數族群適應主流社會，而具有融合(assimilation)功
能。另一方面，它也透過呈現少數族群母語和文化內容，維持少數族群對於母
文化的聯繫，而具有多元(pluralism)功能(Suber-velez，1986々黃葳威，1999々王
嵩音，2000)。
尌融合功能來說，族群媒體可以提供資訊、尌業機會々尌多元功能來看，
族群媒體可保存族群語言、文化，對抗刻板負面印象。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
進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間的對話合作(Browne，2002々轉引自施正鋒，2004)々
對內而言，少數族群在媒體上自由使用自己的族群，可以有效地進行內部溝
通、強化族群的凝聚力、塑造族群的集體認同。對外而言，少數族群媒體可以
進一步作為族群間開放對話的帄台，將少數族群所關心的議題傳達給主流社
會。換句話說，族群媒體若只有單向發聲是不夠的，它還必頇要有雙向的溝通
功能。
蕭新煌(2005〆6)以台灣社會脈絡出發，剖析族群傳播媒體都應被賦予幾個
目的〆
1.

傳播宣揚、強化族群文化認同、提升族群榮譽感。

2.

傳遞每一個族群文化，把各個多樣文化內涵傳遞給其他族群，減少彼
此間的無知和誤解。

3.

溝通各族群差異文化內涵、減少差異所造成的誤解、異中求同，建立
本身尌是多元的主流文化。

4.

台灣新的族群想像與民主化息息相關。爭取過程中，族群傳播應有
「倡議」功能，倡議少數族群應享有的帄等和公帄待遇。

5.

在沒有壓迫、沒有扭曲、歧視下，建立族群多元但國家認同一體的新
共識。

瑞金斯（Stephen Harold Riggins, 1999）指出，主流媒體經常忽視對弱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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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報導，或將弱勢族群視為社會問題，因此，要維護弱勢族群文化認同，必
頇藉由弱勢族群媒介。瑞金斯（Stephen Harold Riggins, 1999）並彙整學者對世
界各國弱勢族群媒介的研究，提出弱勢族群使用傳播媒介具有的同化功能有六
點特色〆
1. 弱勢族群媒介內容隱含強烈族群意識型態。
2. 弱勢族群媒介的製作難以脫離主流文化對媒介類型的定義，不容易製作
出真正具有弱勢族群特色的節目內容。
3. 弱勢族群媒介集中報導特定族群或部落，可能會造成自我隔離的反效
果。
4. 弱勢族群媒介若以較廣大的閱聽眾為目標時，促成更多與主流文化融合
的可能性。
5. 弱勢族群媒介若使用主流語言而非母語會加速同化。
6. 弱勢族群媒介透過傳播科技的傳遞過程終將失去其精髓。
整體而言，族群媒體的機會點包含（孔文吉，1993〆黃葳威，2010）〆，
1.傳承語言文化〆族群媒體可名正言順地傳遞族群成員所使用的語言、文
字、以及文化、思維々
2.凝聚族群認同〆族群媒體可建立成員對於母文化的認識，進行形成認同
感々
3.增進社區意識〆族群媒體呈現成員的生活型態與思維，促進社群成員的
互動交流々
4.矯正原住民形象〆族群媒體以「主體性」的觀點，傳遞貼近族群成員的
主張與詮釋自我的園地，避免形成過於簡化的刻板印象々
5.推廣原住民權力和主張〆族群媒體為族群權益發聲，讓成員可以透過媒
體彰顯其觀點與立場々
6.推廣部落文化產品〆族群媒體也形成各式在地文創產業、農產品等推廣
或行銷帄台，可推展部落文化產品。
如何獲知閱聽人的意見，心意更新而變化，不斷因應族群需求來調整族群
媒體頻道的節目規劃，進而促使族群媒體扮演促進文化傳承、公共利益或公共
服務功能，將是本研究關懷的焦點。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兼用焦點團體座談、及深度訪談法。首先，在北、中、南、東舉辦
北、中、南、東部原住民社區或部落，舉行十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每一場各有
十位部落代表出息，以邀請曾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之原住民族民眾與
會座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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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進行時程如下〆
日期
時間
北部
中部

地點

10.2（二)
10.4（五）

19:00-21:00
14:00-16:00

台北蘆洲
烏來忠治村

10.7(日)
10.7(日)
10.9（二）

16:00-18:00
19:30-21:30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南投辦公室
台中梧棲原住民服務中心
嘉義嘉山原住民中心
屏東泰武鄉發展協會部落大學
屏東玉泉長老教會
高雄美港原住民社區
新竹尖石鄉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台東辦事處
桃園聖德基督書院
花蓮教育大學

南部

10.10（三）

北部
東部
北部
東部

10.12（五）
10.13(六)
10.14(日)
10.18（六）
10.19（五）

18:30-20:30
10:30-12:30
15:00-17:00
18:00-20:00
17:00:-18:00
13:00-15:00
19:00-21:00
17:00-19:40

焦點座談問題設計
焦點座談會討論問題包括〆
1.請您自我介紹，讓我們互相認識，請說明您帄常喜歡看那些電視節目〇
喜歡看的原因〇您帄常不喜歡那些電視節目〇不喜歡看的原因〇
2.請問您帄常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電視節目嗎〇何時開始看原視〇開始看
的原因是〇
3.請問您喜歡看原視的那些節目〇喜歡的原因〇您帄常不喜歡原視那些電
視節目〇不喜歡的原因〇
4.請問您對於原視的新聞性節目或記錄報導性節目的觀感〇有那些改善的
建議〇
5.請問您對於原視的兒童少年節目、教育文化性節目的觀感〇有那些改善
的建議〇
6.請問您認為原視還可以企劃那些類型的節目內容〇或提供那些服務〇
7.請問您認為原視可以藉由那些方式讓更多的人知道原視，且有興趣收看
原視〇
8.請問您認為原視可以如何建立自己的特色〇如何吸引原民觀眾收看〇節
目播出時間是否配合大家生活的作息〇如何加強〇
9.請問您認為原視如何結合國際化資源〇或合適購買哪些主題或類型的國
外影片〇
10.請問您認為原視需要提供英語新聞節目嗎〇原因是〇
11.請問還有其他的意見或建議〇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共訪問二十位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關心原住民族電視
台發展的專家學長，且以具原民血統之專家學者為主，輔以五至六位漢人專家
學者（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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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的進行分為兩階段進展。研究團隊在進行焦點團體過程，先行聯
絡深度訪談對象，待第一階段四至六場焦點團體完成，便展開部分深度訪談，
原則以進行部落的族群分布為搭配深度訪談對象的依據。
在第二階段執行過程，同時也展開第二階段訪談對象的聯繫，至第二階段
焦點團體座談執行完畢，也將參考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的相關意見，執行第二
階段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題綱
深度訪談問題參考焦點座談獲得的資訊、及委託單位需求調整如下〆
1.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知道原住民族電視台的〇如何得知〇
2.請問您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哪些節目〇（請舉例說明）
喜歡哪些〇喜歡的原因是〇
不喜歡哪些〇不喜歡的原因是〇
3.請問您希望在原住民族電視台看到哪些節目內容〇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4.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應服務哪些觀眾群〇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5.請問您對於原住民族電視台播出語言、及播出時段安排有哪些建議〇（請舉
例說明）
6.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可以加強哪些內容〇有哪些需要改進
的部分〇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7.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可以如何加強對於原住民年長者的節目或服務〇
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8. 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可以如何加強對於原住民中年男女的節目或服
務〇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9. 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可以如何加強對於原住民兒童或青少年的節目或
服務〇原因是〇（請舉例說明）
10. 請問您喜愛的歌唱節目形式是〇請問您對「八點打給我」節目有哪些建議〇
請問您對健康「線上問診」或「資訊解說」有何建議〇
11.請問您還有其他的建議嗎〇

肆、研究結果
獲知原視的途徑
十二場焦點座談會出席原住民代表、多位深訪專家，都肯定民電視台存在
的意義。他們分別在近兩年從新聞、親友、學校、轉台過程知道原視，還有代
表因為參與節目在部落製播，或因為參與原委會、原視的活動而得知。
除蘆洲座談會的一位青少年代表最近透過朋友才知道原視的存在，其餘各場
座談會出席代表都清楚原民電視台在16頻道。
1、 新聞－中壯年代表經由新聞報導，開始關注原視成立的過程，開台後便不
時收看。一些青少年代表、年長者也由此獲知原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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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友－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也從親友口中知道原視，或是陪同家長看電
視時發現有原住民族電視台。
3、 學校－部分原住民青少年透過部落或社區學校得知原視的開播，爾後便留
意原視的發展與節目內容。
4、 轉台過程－不少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青少年是在轉台過程注意原視，
其中青年多在不經意轉台發現。原住民年長者、女性中壯年則因看15台好消
息，轉台發現鄰居16台原視。一些原住民中壯年在轉台時聽到熟悉的母語，
便因親切感不時觀看，但逢到播出自己不懂的其他族語，則不感興趣。
5、 參與節目－一些部落原住民由於親友或個人曾參與原視節目演出或製播，
口耳相傳開，起初為了看親友或自己上電視，之後便養成收視習慣。
6、 參與活動－原視或原民會、縣市政府在部落、社區辦慶典、文化活動，也
促使原住民代表從中獲知原視的存在。多數部落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青
少年相當肯定深入社區舉辦活動所引發的參與感。
原視節目收視動機
北、中、南、東十二場座談會原住民出席代表及二十位接受深訪專家，最
喜歡在原住民族電視台聽到自己的族語、看到部落的新聞、看到部落各地區的
氣象資訊、學習族語、看到輕鬆的綜藝節目，聽好聽的歌，或是有關原住民的
生活奮鬥經驗、部落紀錄片、部落醫療節目、或有關原住民各族的傳說故事卡
通等。
1、 聽到族語－不論部落或城市原住民都喜歡聽到自己的族語，轉台或開機看
原視，如正好播出自己的族語便會鎖定收看，不會轉台。
當原住民族電視台播出其他不同族語的各式節目，有些人會選擇轉台，有些
則視其他族語如同一般節目，端看內容是否有趣，再決定是否收看。
2、 部落新聞－包括部落與城市原住民代表，都視原視播出以部落為主的新聞
為理所當然。他們坦言要看一般新聞從商業台便可得知，但看原視的新聞的
主要目的便是要知道部落的發展生態。
3、 部落氣象－相較於一般商業電視新聞頻道，原視新聞時段固定播出部落氣
象，格外引起部落原住民的好感。包括屏東泰武鄉、台東、烏來、桃園等部
落原住民，都喜歡看部落氣象報導。
4、 族語學習－座談會中喜歡看族語學習節目的以年長者居多，其次是中壯
年、青少年。
一些原住民長者除喜歡看自己的族語單元，對於其他族語單元不完全排斥不
看。但他們指出，有一些發音仍與部落有所差距。
中壯年代表不刻意定期收看族語學習單元，轉台時遇到播出自己的族語，便
會收看參考，少數中壯年當播出其他族語便轉台。
青少年代表看族語單元的有限，多半基於個案自我動力，或族語認證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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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力。
5、 綜藝節目－包括部落與城市原住民代表不乏綜藝節目愛好者，他們喜歡綜
藝節目輕鬆逗笑的一面。
花蓮、台中、高雄、烏來、新聞等座談會中壯年代表，喜歡綜藝歌唱節目的
配對笑點，尤其年長者配對部份，特別自然，少數看過類似節目的青少年，
則不喜歡看年長者部份，而喜歡看年輕配對部份。
這些代表會收看的原因是因為有熟識友人在節目出現，或為了消遣。但也有
一些男性年長者認為，內容稍嫌誇張。
6、 歌唱節目－幾乎各年齡層的原住民出席代表，都喜歡看歌舞表演節目，認
為這些族群歌舞呈現，是自己成長的一部份，看來很親切。
7、 生活筆記－原住民中壯年、青少年代表還喜歡看原住民奮鬥成功的經驗故
事，他們從其中介紹的磨練、甘苦歷程，得到許多鼓勵與啟示。
8、 紀錄片－城市與部落原住民代表都會看與部落生活有關的紀錄片，希望從
中認識原味的部落生活。但建議介紹鋪陳的品質與節奏還有待加強，使內容
更豐富。
9、 醫療保健－部落原住民中壯年、年長者代表喜歡看健康保健節目，其內容
取材於部落相當親近。他們希望從中獲得一些養身保健的資訊。但節目翻譯
待改善。
10、 卡通－部份原住民青少年、中壯年代表喜歡看卡通，特別是有關原住民各
族傳說的故事從輕鬆的內容認識族群文化傳說，寓教於樂。
11、 手工藝－城市及部落原住民民長者還喜歡看原住民的手工藝介紹，見識各
族的飾品與技藝，並應用於生活々少數青少年也期待經由節目介紹，增加
對原住民文化的瞭解。
節目呈現型態
整體來看，十二場焦點座談會原住民代表、二十位深訪專家都期待〆原視
在既有基礎上，繼續提升。他們建議原住民族電視台可以加強自然生態、手工
技藝、原民服飾圖騰，播出語言呈現、新聞議題、族語學習、call-in 節目、紀
錄片、綜藝、兒少節目等內容。
１〃

自然生態－烏來、台中、南投、高雄、屏東泰武鄉、瑪家鄉、台東、
花蓮等座談會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及部分青少年，期待常從原視看到
介紹原住民在大自然的生活，如何辨識植物、藥草、野菜、及氣候觀察。

２〃

手工技藝－烏來、南投、嘉義、高雄、泰武鄉、台東、蘆洲等地原住
民年長者、中壯年婦女、一些青少年代表喜歡原視多介紹各族手工藝特
色，或製作過程，但提醒過程介紹適度，不要拖得太慢。

３〃

服飾圖騰－不少座談會出席中壯年、青少年、及部分年長者，建議原
視可加強族群服飾圖騰介紹及改良應用的節目，增進不同民族對於彼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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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圖騰的認識及常識。
４〃

語言呈現－多數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表示，常因聽到自己熟悉的母
語，便駐足觀看原視，但一些原住民代表又因改播其他族母語而轉台。少
數年長者、中壯年會觀看其他族語播出的內容。
他們建議原視在新聞、族語學習重視母語傳承，其餘節目可混合國語與不

同族語穿插播出，較易聽懂內容，吸引較多原民收看。例如三成以上為特定母
語，其餘以國語和母語交錯。
５〃

新聞議題－各地原住民部落、社區各有相似或特有的社區現況，需要
原視新聞關注。大致以教育、土地糾紛、資源分配、尌業、部落健康等議
題為主。
南投原住民代表希望原視加強報導當地的教育、經費分配是否確實落實於

部落、土地糾紛、牙齒保健議題。
烏來希望看到泰雅族語新聞、民宿文化產業、文史工作室介紹、烏來原住
民尌業議題。
蘆洲座談會代表期待看到原住民在部落與城市的尌業、體育、風災重建、
教育和生活福利和權益。
嘉義部落原住民希望多看到部落即時新聞、打獵活動、公路交通資源探討
等。
高雄美港原住民希望從原視新聞看到鄰近部落的各項需要，如需要那些資
源、尌業資訊、活動訊息、職場健康安全等。
屏東泰武鄉原住民代表建議原視加強部落在地傳播人才培訓，同時讓原視
工作人員也到各部落學習在地部落文化用語，並多報導海內外原住民體育選台
的發展或現況。其次是教育、尌業、以及具部落觀點的專題報導。
屏東瑪家鄉年輕代表希望多看到學習獎助訊息、部落在地社區文化工作推
動發展等。
台東座談會原住民期待從原視報導，讓社會各界知道各部落的發展及資源
需要，以及需要幫助的人。但提醒避免用可憐、消費的方式去呈現。「是關懷非
同情」。
桃園座談會原住民希望原視善用各地族與認證母語老師，協助正確呈現不
同母語發展的新聞報導。
新竹地區原住民強調原視報導部落真相的重要，如颱風後的山區交通，有
時不如商業新聞台誇張報導那般嚴重，原視可忠實呈現，以免影響在地觀光產
業發展。
花蓮座談會原住民青少年、中壯年、年長者一致建議，加強多角度呈現蘇
花高興建的報導，深入部落探討利弊得失。其次探討2010洄欄希望工程的政
策、及部落的意見，或成立原住民東部觀光中心的可行性。
６〃

紀錄片－不少座談會出席代表希望原視的紀錄片，可以帶出關懷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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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意義，如部落人士的奮鬥經驗、原住民在各地的創業經驗、生活資源需
求與開發的故事，且不需要拖長時間，即使只有十至十五分鐘也好，重點
在質感及感動人心。
７〃

Call-in 節目－包含法律諮詢、原住民青少年的發展、部落學校教育、
家庭親職教育、生涯規劃、社區資源與服務介紹等。

８〃

國際新聞－多數座談會出席代表認為，原視不需要有英文播出的新
聞，但需要在新聞報導提供適度的國際焦點話題、國外原民文化議題，增
加原視觀眾的視野與世界觀。

９〃

兒少節目－部分原住民家長、青少年代表除建議原視善用族語配音的
文化主題卡通，也建議多介紹原住民兒童在部落的生活紀事，多搭配原住
民版的布偶、及教導原住民手工藝。

１０〃

綜藝節目－十二場座談會的原住民代表，包括年長者、中壯年、青少

年都喜歡綜藝節目，也希望原視的綜藝節目可結合原住民的技藝表演，且
採家族親子遊戲方式呈現，不一定限於歌唱，也可加上傳統舞蹈的創新演
出。
１１〃

戲劇－不少座談會出席的中壯年、青少年坦言，沒有太多時間收看連

續劇，他們建議戲劇節目可以單元劇呈現，尌算是連續劇也不要超過20
集，以免拖戲。劇情故事發生背景也不限於民族文化發展的故事，當代原
住民的生活型態也可成為素材，貼近一般原住民的生活經驗。
收看原視的時段
十二場焦點座談會的原住民代表，收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時間，隨年齡
層、居住地區、工作型態、家庭生活型態、作息起居、或返鄉探親，各有差
異。
1、 年齡層－不可否認，原住民年長者白天收看原視的機會較其他年齡層多。
多數年長者白天在家時間多，有些在家帶帅童，正好可收看原視。一些白天
要外出工作的部落年長者，午間也趁回家午餐過程看原視。
原住民中壯年代表白天外出工作，多在晚間六時後回家々部份中壯年女性白
天會趁邊帶帅童過程收看電視。城市原住民中壯年大多要在晚間七時後才回
家，這時才可能看看電視。
原住民青少年若尌讀中小學，要到下午四五時後，放學回家才可能看電視。
大專原住民青年多離鄉尌學，以上網居多，待長假返鄉探親，會陪家長一同
看原視。
2、 居住地區－焦點座談會出席原住民代表，隨其居住部落、或城市地區，收
看原視的時間各有異同。一般而言，白天需外出工作或尌學的原住民中壯
年、青少年、少數年長者，其收看原視時間以晚間為主。其中部落原住民傍
晚五、六時便陸續回家吃晚餐，便可收看原視々城市原住民如高雄、蘆洲、
台中則稍晚到晚間六時半、七時或更晚，才下班、補習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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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週間與週末收看原視的情形有所不同。城市原住民週末收看原視的機
會較多々部落原住民週間收看原視頻率較多，但週末部落活動多，則較少機
會看電視。
3、 工作型態－不論部落或城市原住民代表，多數男性中壯年或青少年，少數
男性年長者、女性中壯年或在家做手工貼補家用的女性原住民，較常在白天
收看原視。
這些原住民代表可能賦閒在家，或教養帅童，或承接手工藝等，她們較常養
成白天鎖定原視收視的習慣。
4、 家庭生活－除少數居家工作的原住民婦女可以在白天收看原視，其餘多數
年長者、部份中壯年婦女白天在家照料家務與子女過程。也會收看原視，打
發時間。
5、 作息起居－白天頇外出工作的原住民中壯年代表、少數年長者往往趁早晨
六、七時出門前，順便看原視晨間節目。少數年長者中午返家午餐，也利用
午間空檔收看。之後這些外出工作的原住民代表，便要到晚上下班或收工
後，才有機會收看原視。部落原住民週末較少收看原視，城市原住民較有機
會收看。
6、 返鄉探親－多數原住民青少年大專生、或城市中壯年原住民，也趁長假返
鄉探親期間，陪伴家族年長者觀看原視。青少年代表返校住宿期間，較常由
原視網站點選收看。
原視節目待改進處
焦點座談會及接受深訪的原住民代表不喜歡原視播出太多在公視看過的重
播節目，太多的原視節目預告廣告一再重複、刻意穿著原住民服裝上山打獵、
年輕女生由男性原住民配音、過多活在過去傳統的單一化呈現、原民口音的刻
板印象、節目節奏與質感不足、戲劇節目類型窄化、傳遞漢人的理財觀等。
１〃
重播太多公視節目－屏東、花蓮、台東、南投、烏來等部落原住民，
認為原視可適度重播公視的節目，但避免重播太多次，如紀錄片、原住民
新聞雜誌等。
２〃
節目預告廣告多－原視屈於公廣集團，雖然沒有商業廣告，但台內節
目預告廣告出現過於頻繁，來自部落、城市原住民多表反感。
３〃
刻意符號化－台中梧棲、屏東泰武鄉、烏來座談會年長者、中壯年代
表提醒，原視節目為突顯原住民身分，常刻意穿傳統服裝，但有時戶外打
獵的畫面，獵人也穿傳統服裝，顯得不自然，不符合一般獵人作息。
４〃
配音角色錯置－南投、高雄、台東原住民婦女代表及屏東泰武鄉中壯
年代表指出，原視節目用母語播出，立意良善，但有時畫面出現的是女
性，聲音卻由男性配音，相當突兀，希望放棄。
５〃
傳統單一化－部分屏東泰武鄉、瑪家鄉、台東、花蓮座談會年長者、
中壯年代表，以目前部落生活為例，說明原視往往呈現原住民傳統的生活
方式，卻未說明作息年代，久而久之，易使非部落觀眾誤以為，這些便是
目前的部落生活型態。建議兼顧傳統作息記錄、及當代生活樣貌。
６〃
口音刻板印象－許多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及部分青少年代表，肯
定綜藝歌唱節目的輕鬆趣味，但排斥節目中刻意將原住民說國語帶口音的
誇張表現，他們表示，不是所有原住民說國語都有腔調，國語說的字正腔
圓的原住民也不少。
７〃
質感節奏較慢－多數部落、城市原住民中壯年、青少年、及部分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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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議原視持續加強畫面亮度及拍攝質感。部落年長者、中壯年指出，
即使部落生活不如都市緊張，但有時織布、挖土地的畫面，觀眾都已經看
到了下一步，畫面才緩慢拍攝，看久了很無聊，便想轉台。
８〃
戲劇類型窄化－一些原住民婦女代表及青少年代表建議，原視除製播
特定民族文化的戲劇節目，不妨適度融合原住民各族的跨文化故事、或籌
拍單元劇、偶像劇，加強時代感。
９〃
傳統漢人價值觀－台中梧棲、台東、屏東泰武鄉等中壯年原住民代
表，提醒原視避免無意一再傳遞漢人的財務觀，而應適時呈現原住民對於
大地便是貲財的觀念，尌地取材（財）。

伍、結論、討論與建議
原住民族語與原視節目使用
參與焦點座談會的原住民出席代表，其中年長者、部分中壯年、少數青少
年代表，會說原住民母語，少數中壯年、部分青少年代表會聽原住民母語，部
分青少年代表不會聽也不會說原住民母語。
分析不同年齡層原住民對原住民母語熟稔度的掌握，大致受到一些因素的
影響，諸如〆社區、世代結構、家長檢定、或個人等原因。
１〃
社區－長期住在部落的原住民年長者、中壯年、青少年，因為日常生
活經常使用，所以較熟悉母語々城市原住民代表的親族多留在原鄉，長久
在城市工作或尌學，日常使用機會減少，自然對母語生疏，甚至不再使用
母語。
２〃
世代結構－移居城市或離開原鄉生活，但仍三代同堂的原住民家庭，
由於年長者母語流利，中壯年與青少年在家仍有機會使用。
３〃
家長－包括部落與城市原住民家庭，如果家長堅持或經常在家使用原
住民母語，特別是與青少兒交談原住民母語，也可強化與延續家庭成員使
用母語的習慣。
反之，部分原住民家庭如果不刻意增加家中練習母語的機會，母語延續的
情形相對減少。台中梧棲座談會中壯年代表便表示，帄常對長輩或夫妻溝通、
或罵人時使用母語，與小孩溝通則用漢語。
４〃
檢定－原住民青少年代表如果參加學校或一般母語檢定，也是促使其
使用、練習母語的動力。
少數原住民青少年代表肯定母語檢定的價值，同時強調生活中有機會使用
的重要性，包括在家中或在同儕相處過程。
５〃
個人－一些原住民中壯年。青少年代表坦承，帄常工作及尌學期間使
用母語機會少之又少，如果個人自我有所要求與懷抱使命感，仍會找機會
練習或學習。
這些自我要求的原住民青少年，據桃園場一位母語老師形容〆願意讀書
的，尌會學々不願意讀書的，尌不會想學。
原視節目規劃建議
原住民族電視台也從青少年、中壯年婦女、年長者的需要，建議原住民族
電視台可以再開發的節目或服務。
１〃

年輕人自我形象與表現－屏東、台東青少年代表表示他們喜歡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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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包括原住民部落體育活動、有原住民選手參與的運動比賽、原住民
服裝或美食改良比賽、原住民歌唱或舞蹈（從傳統至現代街舞）。
多位深訪專家表示，原住民青少兒需要可以參考的角色楷模，原視不
妨多製作一些如何克服挑戰、不斷自我成長或突破的奮鬥經驗故事。
２〃

婦女保健親職法律尌業－烏來、高雄、桃園、屏東、嘉義、台中、南

投等原住民婦女表示，原視可製播有關養身保健、親職溝通、婦女法律權
益的資訊節目，最好有 call-in，提供問答與互動。
高雄、新竹座談會中壯年婦女指出，原視及網路要能提供尌業資訊，
服務原住民失業者的需要。新竹代表以新竹的許多公司為例，說這些公司
寧可給政治錢，也不聘請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違反政府相關規定。
３〃

年長者戲劇親職法律訪談－桃園座談會年長者、中壯年婦女建議，原

視可籌拍一些日據時代的戲劇節目、及隔代親職教養議題，符合年長者的
成長歷程及現實生活需求。
屏東瑪家鄉原住民代表提議，原視可邀請年長者暢談早期原住民部落
生活點滴，以訪談、或紀錄片呈現。提供原住民年長者一定的法律、個人
權益、資訊或觀念，穿插歌唱、娛樂之中，也可寓教於樂。
原視定位建議
原住民族電視台再各階段發展，受到核心閱聽人（部落原住民、都會原住
民）養成、次要閱聽群（關心原民文化者）流動的影響，定位形塑過程，各方
關切與觀點不盡一致。本文主張分階段推動，第一階段以建立原民形象、溝通
原住民各族為主々第二階段開始加強溝通原住民族與他者為主々第三階段可注
入多元文化各族群文化觀點。各階段的任務可以相輔相成。
綜合訪談分析對於原民台的定位建議如下〆
1.頻道定位以服務部落原住民為主——強化部落原住民的形象與價值，其
次為城市原住民——尋根及新文化調適々
2.頻道時段規劃週一至週五的帶狀節目可建立特色々播出語言使用以原住
民族母語為主，漢語為輔々
3.強化招牌節目，建立部落發聲和部落之間的對話帄台々
4.善用原住民各族語，使得兩種或以上的母語可以互相對話呈現々
5.短期定位目標以重建為主，重新建立原住民族的自我形象及認同感、以
及認識、鞏固兼傳遞各原住民部落文化為主，倡議原住民族群應享有的帄等和
公帄待遇々
6.中期以更新為目標，逐漸從部落為主的視野，延伸至溝通原住民與其他
族群、其他國家差異文化內涵、減少差異所造成的誤解、異中求同，建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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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多元的主流文化々
7.長期以多元文化為目標，評估是否兼顧對非原住民對象需求的服務，促
成原視的多元文化樣貌々在沒有壓迫、沒有扭曲、歧視下，建立族群多元但國
家認同一體的新共識々
8.消弭部落的數位落差現象，適度運用合乎部落生活的傳播科技來傳遞訊
息內容々
9.適度提供原住民國際化的視野。

序號
1
2

姓名
潘頭目
胡榮茂

族別/胞別
（噶瑪蘭/山地）
（布農/山地）

最高學歷
中學
關山工商

經 歷
頭目
布農文教基金會前農業部
長、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
會台東辦事處志工
花蓮教育大學多元 台東東海國中輔導老師
文化教育所碩士

3

周盛珍

（排灣/山地）

4

林清美

（卑南/山地）

5

鄭明岡

6
7

汪明輝
施秀靜

8

孔文吉

9

王雅萍

10
11

林修澈
陳淑芬

（漢族）
（排灣/帄地）

博士
大學

12

潘志勇

（賽德克族）

電腦多媒體

13

潘朝成

（噶瑪蘭/山地）

碩士

14
15

馬耀〄比吼
杒貴美

（阿美）
（魯凱/山地）

研究生

16
17

嘉港
巴努 嘎巴暮暮

（邵族/山地）
（邵族/山地）

台東高山舞集團長、社區
大學族語老師
（漢族）
大學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經
理
（鄒族/山地）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雅美/達悟族/帄
族語老師、現服務於健康
地）
食品公司
（太魯閣族/山地） 法律諮詢、權益倡
民意代表
導
（漢族）
博士候選人
政治大學民族系講師

15

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
花蓮縣立南帄中學輔導室
主任、花蓮美崙社區青少
年中心志工
媒體工作者、共同創辦南
島時報
慈濟大學民族所兼任講師
藤文化協會理事長
在佳暮部落利用廢校的教
室輔導孩童

媒體工作者
劭族文化發展、族 劭族文化發展協會
群文化政策

18
19

偕萬來
陳明星

20
根誌優
附錄〆深度訪談名單

（帄埔帄地耆老）
（卑南/山地）
（賽夏/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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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製作

帄埔帄地耆老
知本琉璃珠畫ㄉㄤ工作室
負責人、部落工作隊成員
「台灣部落尋奇」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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