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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公聽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06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貳、 地點：本會多功能教室（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8 樓） 

參、 主持人：范副主委佐銘                         記錄：徐正翰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討論事項： 

基於民主原則及開放政府理念，為廣納各界意見，使「財團法人客家公

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內容更臻完善，請與會者提供意見。 

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陳石山先生(與談人) 

公部門資源有限，民間資源無限，本條例應考量公私合作，以發揮

最大效益。 

二、張鎮堃先生(與談人) 

（一）有關第七條 董事長應具客家身分。對於「客家身分」須更明確之

規範。 

（二）客家廣播電臺及客家電視頻道之營運，基金會應有「監督其執行」

的責任。 

（三）使用國家稅收經營的媒體，須具有國家電臺的水準，應落實第四

條第五款有關「客家傳播人才之培育與獎助」。 

（四）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具有發展我國客語傳播之使命，應落實條例

第四條第六款。 

（五）本條例可能在年底以前通過立法，因此應即早協調講客廣播電臺

及客家電視辦理明年節目招標製作，俾利明年一月推出新年度節

目，否則又如往年，接近年中才推出新年度節目。 

三、黃子堯先生(與談人) 

（一）客語同樣也是「臺語」之一，有關多元文化之傳播非僅有客委會

推行，其他政府部門亦應一併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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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委會推動設立之相關單位應要求以使用客語為主要語言。 

四、劉慧真女士(與談人) 

（一）有關人才培育可從基層從業人員的客語能力開始要求，逐步提升，

惟客語能力認證是否為唯一評斷方式應多加思考。 

（二）本草案第 23 條「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加入「等」文字，增加形

式彈性，或加入「評鑑」、「鑑定」之其他方式。 

五、黃永達先生(與談人) 

（一）客家公共傳播應以客家文化教育為主，與公共電視有所區別。 

（二）基金會不應侷限在廣播、電視，業務不一定完全由基金會自行執

行，可與其他傳播單位及更熟絡地方的民間團體合作。 

六、陳板先生(與談人) 

（一）客家公共傳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基金會的設立並應解決客家電

視目前的困境，如在公廣集團的定位、每年以標案形式的運作方

式及無法做長遠規劃的缺點。 

（二）提供客家影像、文字作為傳播媒介。 

七、張正揚先生(與談人) 

（一）建議董監事成員單一性別比不低於三分之一。 

（二）總經理的名稱是否適當，或可稱為「秘書長」等名稱。 

（三）本草案僅訂定總經理相關規範，建議評估其他執行團隊是否納入

規範。 

（四）建議評估未來本條例修正之程序及機制規範。 

八、客家電視副組長楊鈺崑先生： 

（一）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應力求維持公共精神，延續「還我母語運動」

所喚醒之公共意識；族群媒體最大之價值應在於排除政治干預及

商業利益。 

（二）有關董監事產生方式，目前原文會及公視皆由行政院提出候選

人，經立法院同意，雖然反覆、費時但具公共性，希望比照原民

基金會之方式。即使在實務上或有遴選過程反覆討論的情形，但

重要的精神價值仍應予重視，正如原文會設置條例一開始也是由

行政院遴聘，但民國 100年已修法由立法院審查，正足以佐證。 

（三）呼應谷辣斯委員辦公室的發言，其實如比較原文會設置條例與公

共電視法，兩者最大差異就是前者為文化思考，後者為傳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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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因此條例在傳播的諸多規範上顯有不足。我們可以期待比照

原文會的設置條例是低標的，但更希望客委會能參酌公視法訂定

高標，讓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真正為客家及臺灣多元文化造福。

(第二次發言) 

（四）轉陳客家電視員工意見書。 

九、寶島客家廣播電臺顧問魏錦芳 

請依據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對民間經營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

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獎勵或補助，請貴會依據基本法第 12

條擬定獎勵及補助相關施行細則或辦法。 

十、新客家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羅能平 

（一）草案第 1 條，修正文字「推動客家文化」替代「多元文化」，彰

顯以客家文化為主要目的。 

（二）第 6 條基金會經費之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改列第 1 條，

以彰顯其重要性。 

（三）第 17 及 18 條，總經理如何能私下處分自有不動產?董事會如何

監管? 

（四）第 24 條稱「因情勢變更…由客委會解散之」，為避免政黨惡鬥，

應條列式明訂相關條件。 

十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薦任視察談如芬 

（一）考量目前客委會經營之電臺，未來基金會成立後將由基金會經營

廣播業務，爰建議草案第 4 條第 4 項除敘明經營廣播業務外，將

核發客委會之廣播執照及核配頻率移轉供其使用外，並敘明不受

廣播電視法第 4 條第 2 項有關不得租賃、借貸或轉讓限制之規定。 

（二）第 14 條第 3 款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或其主管人員不得擔任

基金會董事規定，其規範源由似為避免其他同業相關人員亦涉

入該基金會之廣播電視業務經營，惟法規文字上未明確說明，

恐產生基金會廣播負責人(含董監事)不得擔任基金會董事之情

形，爰建議法規文字再予清楚說明避免疑義。 

十二、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王燕杰 

（一）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工會代表出任董事應明列由工會推派，

及工會代表辭職時之處理方式。 

（二）董事會之組成，不宜由客委會提名行政院同意，而未經立法機



4 

關；由行政機關提、行政機關聘，不符黨政軍退出媒體原則。 

（三）現有客臺同仁移轉之工作權保障，應與現屬工會協商(現為公視

工會)。 

（四）希望客委會的公共政策與法律公聽會能注意與談人性別比例。 

十三、立法委員 Kolas Yotaka 國會辦公室助理林衢成 

（一）本草案多數參酌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

以現行條文為基礎時始可行，惟該條例多數架構於 97 年制定，

現行時空環境多數已不合時宜，且規範不完整。 

（二）第 16 條所謂因疾病不能執行職務，會否有中暑不能執行職務就

解職的情況；第 16、18 條，目前法律已無禁治產之用語。 

（三）客家廣播電視臺成立後，僅 1 名總經理是否足夠(放寬限制)。 

（四）草案第 16 條，辭職是否為解聘事由。 

（五）其他建議，健全本條例草案部分： 

1.節目製播規範，如客語比例，個別董監事不得干涉，訂定新聞

製播公約、節目製播原則、新聞報導原則、分級原則，圖書

館之設置保存節目資料、字幕。 

2.救濟規範，如報導錯誤之責任，損害他人權益程序，用字用語

錯誤更正，獨立委員會設置。 

3.附則，如用字用語資料庫、營建規劃報告。 

十四、凱旋電台主持人李瑞英 

針對養成、培養客家傳播人才，有利客家傳播媒體發展、傳承

文化內涵，滿足閱聽眾多元需求，提升客家廣電公共服務品質，

是否請基金會恢復「客家新聞獎」節目競賽。多給予獎勵及經費

讓我們在民營電台下可以製作節目。 

十五、書面意見： 

（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 有關董事、監察人之人選擬提請行政院院長遴聘一節，本總處

無意見。 

2. 財團法人若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且董(監)事應報行政

院，即適用「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

(以下稱遴聘派作業規定)。依該規定第 2 點、第 3 點規定，財

團法人除由公務人員兼任，隨本職異動不受任期限制，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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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規定者外，其董(監)事任期以連任 2 次為限。另財團法人

應於董(監)事任期屆滿前 3 個月辦理改聘(派)作業；另依第 6

點規定，主管機關應督促財團法人於一定期間內依前 4 點規定

修正捐助章程。 

3. 第 10條規定董事、監察人任期期滿得續聘 1次，符合遴聘派作

業規定第 2 點規定。惟有關董(監)事任期屆滿前 3 個月辦理改

聘(派)作業相關規範，仍請於本條例或另於章程明定。 

4. 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3 年 6 月 24 日局給字第 0930062864

號函規定略以，茲以兼職費及出席費之支給規定、支給要件、

數額標準均不相同，各機關兼任委員如合於「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或「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

規定」(按：現修正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

要點」)之支給要件，即可逕依相關規定支給，為免爭議及誤解，

爰規定各機關爾後訂定或修訂組織法規時，有關兼職人員兼職

酬勞之條文，請統一訂定為「…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5. 復查行政院 106年 4月 17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法」

(草案)第 52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

給職。但董事長係專職，且未支領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

月退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不在此限。 

6. 為避免支領雙薪爭議及期體例一致，第 11條建議參照財團法人

法(草案)第 52條相關文字，修正為「董事、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但董事長係專職，且未支領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月退職

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者，不在此限。」 

7.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之 2、14條之 3規定，公務員經許可得

兼任財團法人職務。至第 17條限制現任公職人員不得擔任總經

理一節，本總處無意見。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 草案第 5條第 2項規定：「本基金會設立時，因業務必要使用之

公有財物，由客委會依法定程序捐贈設置，不受預算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財產，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外，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

規定，不得辦理贈與，建議刪除該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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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草案第 24條涉財政部國庫署業務部分，建請洽詢該署。 

（三） 公視工會理事長張世傑：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後，目前客家電視員工如何安置，工作

權如何保障；建議請客委會針對客臺員工與公視工會、公視基金

會一起協商。 

（四） 中央廣播電臺副總臺長李重志 

1. 講客電臺或未來客家電視臺，其本質為公營電視臺，其預算

皆由政府支應，理應受預算法制與主管機關監督，若不察此

根本要項，超越行政統轄權責，實非民主政治問責精神。若

謂董事人選須由立法院依比例決定，何不客委會委員亦比照

辦理，如此縱然抹煞了責任政治原則，恐將形成內部傾軋或

怠惰卸責之狀況。 

2. 另研議財團法人草案第 48-59 條，關於政府設置財團法人董

事遴派規定並請參酌。 

3. 工會推派之員工代表(員工董事)，不應同時擔任職務主管，

應於條文或相關規則明訂。 

（五） 人人廣播公司徐翌哲 

1. 第 9條第 1項，董事和監察人員應由工會或立法院提名遴聘，

且需 9-13人。 

2. 第 17條，總經理應有更細項規定，如傳播背景、客家背景等。 

3. 基金會內人員與主管機關，需有客家背景、客語能力或傳播

專業，且以傳播專業為主。 

4. 設置條例中應更多電視(臺)內容製播之規範，非僅由未來基

金會設立後才急就章。 

捌、主席裁示：本次會議所蒐集之意見，將納入本會修正及推動本草案之參考，

如還有其他補充意見，歡迎以書面方式提供。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中午 12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