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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旨在（一）建構台灣電視節目之網路資料庫，及（二）提供台灣電視節目類
型變遷之基礎統計數字。
研究的時間範圍從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首播時開始，迄一九八九年止，合計二十八
年。就此時間歷程，本計畫進行：
（一）蒐集台灣地區四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
華視、教育電台）此期間所有播出節目之基本資料（節目名稱、單集名稱、播出電視台、
播出年月日時、節目長度、節目類型）
，建成一可交集查詢之資料庫。並視可回溯之情
況，增補深入資料（節目語言、節目產製國別等）
，本資料庫完成 46 萬 6 千餘種節目之
蒐集，合計資料字數 2 千 3 百萬餘字，自建網站，上網供大眾使用，網站地址：
www.tv.nccu.edu.tw；
（二）根據所蒐錄之基本資料選定項目進行統計，計整理完成總
體基本統計、類型節目統計、產製國統計等圖表，計 114 種，提供台灣電視節目變遷研
究的一些基本參考數據。
中文關鍵字：
網際網路，資料庫，電視節目，節目類型，電視史— 台灣
Abstr 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wofold: to construct a Taiwanese Television program
database and to provide necessary data for future survey to the evolution of Taiwanese TV
genres.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V programs been shown in Taiwan since 1962 to 1989 by the 3
major networks have been gathered into an internet database. The database provides
information of main title, title of each episode, broadcast network, broadcasting time, length
and genre of each program. The in-depth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production country and
contracted copyright, may be included if retrievable.
More than 466 thousand programs and 23 million words have been gathered. And, 114
Selected statistic data have been provided. The growing number of the broadcasting hours
in each year, each network and each genre has been listed. The data of programming
strategy (The length of each program and its time slot categorized by year, network and genre)
have also been provided. The survey has been put on the internet for user to share, along
with the function of hyperlink to the neighbor databases.
Key wor ds：
internet, database, TV program, genre, TV history – Taiwan
二、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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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台灣傳播教育的快速發展與教研人才的大量增加，相關電視研究也蓬勃展
開。從近年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中，我們不難發現各種主題之研究，如電視媒介經營管
理、節目製播策略、類型節目之敘事學研究、兒童閱聽人行為研究，新科技與電視生
態… ，均頗具成果。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目前的電視研究較缺乏時間縱深，研究範
圍多受限於研究之當時，而無法透視長期的發展。
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我們長期忽視基本資料的整理，以致原本應該
輕易取得，並成為研究基礎的材料亦付之闕如。研究者無法回溯整理大量資料，只好範
限於研究當時之現象加以探討。此種困境或造成研究力之重複浪費，或使研究缺少縱深
史觀。
本計畫即試圖為國內的電視研究進行此一鋪石墊土的基礎工作，希望藉著一次的勞
力，省卻未來電視研究工作者的重複建基。因此，本計畫朝向以下之目的努力:
第一、 整理台灣自一九六二年首播電視以來，所有無線電視台之節目資料。唯由
於計畫時間所限，此處，無線電視台係指台視、中視、華視、與教育電台
四家。所謂節目資料，則分為基本資料（節目名稱、單集名稱、播出電台、
播出年月日時、節目長度、節目類型）與深入資料（節目語言、產製國別）
。
基本資料之蒐集力求完整，以利統計分析之準確性。深入資料則視資料可
取得之程度，盡力納入。此處暫排除有線電視之部分，實因時間人力所限；
同時，有線電視播出之節目常因地區而不同（此種情形在第四台時期尤
甚）
，資料準確性較不足。
第二、 本研究就所蒐錄之基本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建立台灣地區電視節目的基礎
研究數據,以提供後續各種相關研究參考。此處，所謂之統計與意圖建立
之數據，乃針對上述基本資料分類分項交叉統計，提供例如電視播出時數
之變遷、各類型節目播出時數之變化… 等圖表。藉以提供爾後節目管理策
略、政府政策與電視節目管理、節目類型與社會變遷關係、類型衰長之生
態… .等等諸多研究之基本參考。咸信能激發許多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出現
第三、 為促使此一基礎工作的成果能充分為國內傳播社群所使用，甚至推廣為一
般閱聽公眾之資訊參考。本計畫研究成果建成一網路資料庫，完全公開免
費提供公眾分享。網路資料庫之優點，除能達到隨時隨地之資訊服務外，
亦可以其線上即時編輯更新之特性，提供最新最完整之資訊。本資料庫設
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之 www.tv.nccu.edu.tw 之網址下。網址已登記完成，
並獲政大許可使用。
三、其他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相關之研究，包括「建構傳播資料庫之研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此
一研究亦包括建立一網路資料庫，其內容以傳播書目文獻與傳播產業統計資料為主，涵
蓋主題範圍較廣，但不包括電視節目之內容。此外，「亞太媒體中心網頁」亦包括國內
有線與無線電視資料，唯其資料為廠商名錄，並不包含節目內容。另「卓越商情資料庫」
蒐羅傳播媒體之財經資訊；「中華民國海關電子電機資訊產品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提供電視硬體設備進出口數據，但兩者均不涉及節目之財經或輸出入等資料。
至於，提供節目情報之網頁或資料庫則相當多。一般國內有線或無線電視台（如中
視、華視、超視、東森、非凡、三立、TVBS、春暉… .）
，國外有線頻道（如 Disney、
HBO、NBC、Fox、CNN… .）
，或地區系統（如北桃園有線電視、萬發有線電視、… .）
、衛
星系統（如世代國際）均分別成立網頁，提供當日節目。而綜合各電視台節目，提供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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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查詢的資料庫雖不多見，但亦已存在（如 HYTV:www.hytv.com.tw）
。目前網上可數之
動或凍態網頁網站經整理如附錄一。但所有這些網站，均僅提供當日之節目表（含節目
名稱與播出時間）
，並無法追溯前日、甚至前此之節目；同時，亦不提供查詢。其功能
接近每日報紙之電視節目單，可供生活資訊參考，但較難作為學術使用，與本計畫之目
的亦相去甚遠。
四、研究過程與成果：
(一)研究過程：
1.資料蒐集：本計畫所涵蓋之資料回溯至一九六二年，其間資料散逸極大。唯本計
畫綜合利用歷年「中央日報」
、
「聯合報」
、
「電視年鑑」
、
「電視週刊」四種刊物，
大致完整補齊一九六二年以來之所有電視節目基本資料（節目名稱、單集名稱、
播出電台、播出年月日時、節目長度）
。同時，本計畫訪視國家圖書館、政治大
學總圖書館、社資中心、台視文化公司，湊齊上述四種刊物之各卷期，影印備用。
2.資料鑑核與分類：本計畫就所獲得之資料予以檢查，計算節目長度，並就節目性
質予以註明「類型」
。此處「類型」之界定，係參照「The Complete Directory to
Prime Time Network TV Shows （
」Tim Brooks ed.）
、
「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
（Les Brown ed.）
、
「TV Genres」(Brian G. Rose ed.)、
「Genre」
（Stephen Neale）
並配合我國電視節目特質設計一類型分類表（如附錄二）
。分類工作由訓練過之
研究生進行，並由專案主持人檢核。
3.資料欄位與結構設計：依基本資料之各項內容，設計單筆資料之各個欄位長度、
性質… .等等。範示請見附錄三。
4.資料校對：輸入之資料由研究生助理逐日校對，以確定輸入格式與內容無誤，並
確認節目長度之計算與類型分類正確。
(二)研究成果：
1.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執行起，迄九十一年七月底，兩年期間，計蒐集與
輸入 1962 年至 1989 年台視、中視、華視與教育電台之播出節目 46 萬 6 千餘種，
全部資料字數 2 千 3 百萬多字。
2. 本計畫就前述資料，進行各類統計分析，計完成總體統計（如播出時數、節目
筆數… … ）
、類型統計（如新聞、戲劇、綜藝… … 節目產量、播出時數、各年變
遷… … 等）與國別統計等，合計統計圖表 114 種（如附錄九）
。
3. 前述所有節目資料與統計均已完成建構於一個網路資料庫內，供使用者上線查
詢，網址為：www.tv.nccu.edu.tw。
五、檢討與改進：
1. 本計畫限於時間人力因素，僅完成迄 1989 年之 28 年的資料建構，未來將努力
延伸至 2000 年後，以使資料完滿度更與時俱進。
2. 本計畫受限於人力規模，以及國內資料散佚情形嚴重，許多深入資料（例如節
目製作人員、節目內容描述… … 等等）尚無法追溯，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研究人
員投入，共同建立一更完整的台灣電視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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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一：目前相關之電視網頁或電視節目資料庫:
一, 無線電視(共 5 個)
1. 華視 http://www.cts.com.tw/
華視節目表單 from1998
欄位有：時間、節目、內容
http://www.cts.com.tw/vlist/vmenu.htm
華視台史館
有詳細大事紀(編年形式)
歷任主管及以類型區分的經典節目介紹
http://www.cts.com.tw/ctsmuseum/
2. 民視 http://www.ftv.com.tw/
民視簡略大事紀(非編年形式)
http://www.ftv.com.tw/aboutftv.htm
民視節目表(只有當週)
欄位有：時間、節目、內容說明
http://www.ftv.com.tw/schedule.htm
3. 中視
中視節目表(只有當週)
簡略建台沿革及現任主管介紹
http://www.chinatv.com.tw/
4. 台視
http://www.ttv.com.tw/
台視節目表(只有當週)
欄位：時間、節目
無台史
5. 公視
http://www.pts.org.tw/~web/index.htm
公視節目表(當週及未來兩週)
欄位有：時間、節目
http://www.pts.org.tw/%7Eprgweb4/programing/index_2.htm
有詳細台史(編年)及理念介紹
二, 有線電視頻道(共 39 個)
1. JET 日本台
http://www.jettv.com.tw/
2. MUCH TV
http://www.eracom.com/muchtv.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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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大電視台
包括八大綜藝，八大綜合，八大戲劇
http://www.gtv.com.tw/
4. GTV 八大電視台 節目表 timetable 查詢系統:
提供當月綜藝台、戲劇台及綜合台的節目表查詢
http://www.gtv.com.tw/program/timetable/indexframe.htm
5. HBO 節目表 HBO Program:
HBO、cinemax、hallmark、Kermit 節目時間表線上查詢。
http://www.tv-time.com/explore/ch-hbo.htm
6. 三立電視台
包括三立都會 三立台灣 三立新聞 三立國際台
http://www.settv.net/
7. 三立各頻道節目表
http://galaxy.settv.com.tw/service/channels/metro/
8. 好萊塢電影台
提供好萊塢院線強檔西片、節目表下載、影片介紹、巨星檔案介紹等。
http://www.hollywood.com.tw/
9. 佛光衛視
http://www.bltv.com.tw/index2.htm
10. 佳聯有線電視
包括公司簡介、視訊服務、寬頻網路、節目表、佳聯商場、最新消息等。
http://www.cltv.com.tw/html.htm
11. 東森電視台
12. 春暉電影台
http://www.sunmovie.com.tw/
13. 國興衛視
http://www.goldsuntv.com.tw/
14. channelV
http://www.channelv.com./
15. 超級電視台
http://www.supertv.com.tw/
16. 衛視電影台
http://www.startv.com/big5/channel/starmovie/
17. 龍祥電影台
http://www.lsmovie.com.tw/
18. 緯來電影台
http://movie.videoland.com.tw/
19. 年代電視各頻道節目表
TVBS、TVBS-N、TVBS-G、ERA SPORT 頻道播放時刻表。
http://www.era.com.tw/code/life/schedule/index.asp
20. 東森各頻道節目表查詢
http://www.etwebs.com/pg9030/timetable_back/timetable.asp
21. 東森幼幼台
http://yoyo.ettoday.com/ettv_yoyo/
22. 東森綜合台
http://tv.ettoday.com/ettv_tv/
23. 東森電影台
http://etmovie.ettoday.com/ettv_movie/
24. 東森洋片台
http://emovie.ettoday.com/ettv_emovie/
25. 東森新聞台
http://ettvs.ettoday.com/ettv_s/
26. 緯來電視網
http://www.videoland.com.tw/
27. 緯來綜合台
http://ontv.video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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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緯來體育台
http://sport.videoland.com.tw/
29. 緯來電影台
http://japan.videoland.com.tw/
30. hallmark 電影台
http://www.videoland.com.tw/hallmark/hallmov.asp
31. Discovery 頻道節目表查詢
http://chinese.discovery.com/dsc/tvlistings/tv.html
32. 國家地理頻道節目表
http://video.ngv.com.tw/ngvkimc.htm
33. 亞洲國家地理頻道
http://www.startv.com/big5/channel/nationalgeo/
34. 迪士尼頻道當月的卡通節目表。
http://www.taiwan.disney.com/disneychannel/schedule/index1.html
35. 中視衛星節目表
http://www.ctvs.com.tw/menu.htm
36. 霹靂電視台節目表
http://www.pili.com.tw/pili-program.php
37. 中天頻道家族
http://www.powertv.com.tw/
38. 歐朋電視台節目表
http://www.opentv.com.tw/opentv/open-001.html
39.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
http://www.goodtv.com.tw/
40. 太陽衛視
http://www.suntv.com.tw/
三, 單一節目網站
1. 公共電視台節目「紀錄觀點」
，播放華人紀錄片，提供線上播映。
http://viewpoint.pts.org.tw/
2. 公視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
內容包括節目簡介、各週新聞精華、意見交流和全球原住民連線。
http://abori.pts.org.tw/
3. 民視連續劇「飛龍在天」網站
http://www.ftvet.com.tw/Drama/dragon/
四, 系統業者
1. 天外天有線電視公司
內有頻道總表及各頻道連結
http://www.twt.com.tw/
2. 北桃園有線電視
提供各頻道節目表下載
http://www.ntycatv.com.tw/ntynew.asp
3. 港都有線電視
內有頻道總表及各頻道連結
http://www.gdcatv.com.tw/
五, 電視節目資料庫(共 7 個)
1. 雅虎台灣電視節目表
http://tw.tv.yahoo.com/
2. 開眼電視網
查詢電視時間，電視節目精選，個人化電視頻道設定以及節目選擇。
http://www.attv.com.tw/attv/html/home.shtml
3. 開眼電影網
提供中、西電影台節目表和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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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movies.com.tw/tv/

4. HyTV 電視王
5.

提供電視節目網路資訊，可立即掌握最新的節目簡介、精彩劇照。
http://www.hytv.com.tw/
TV Guide 電視節目查詢
http://ap1.ettoday.com/tvshow/tv_guide.html

六, 生活娛樂網站
1. 提供電視節目表查詢
http://www.cableguide.com.tw/
2. 潛水及海洋生態電視節目播出時間及頻道一欄表。
http://www.water-world.com.tw/new/tv.htm
七, 電視文化研究資料庫(共兩個)
1. 媒體識讀推廣中心
電視文化研究資料庫、
「TQ 教室」兒童媒體教育諮詢中心、優質電視節目推薦。
http://www.tvcr.org.tw/
2. 廣電基金
提供廣電基金節目介紹 當週節目時間表 金鐘獎歷年得獎名單與簡介
廣電媒體研究資料與分析
http://www.bdf.org.tw/
八, 其他
1. 戲劇小站
電視連續劇的討論區
http://club.kimo.com.tw/clubs/bb-stop/
2.電視大觀園
提供電視連續劇劇情簡介與劇照，演員資料及相片、留言討論區
http://uuu.to/ptv/
九, 國外電視資料庫
1.電視指南(美國)
可依頻道 類型查詢電視節目
http://www.tvguide.com/

七、附錄二：電視節目類型表
編號

第一層分類

1

新聞

2

戲劇

3

綜藝

編號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24
25
31

第二層分類

新聞報導
新聞雜誌
訪談/座談
評論
新聞紀錄片
氣象
連續劇
單元連續劇
單元劇
傳統戲曲
電影
綜合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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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2
33
34
35
36
37
41
42
43
51
52
53
54
55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1
72

音樂

5

文化

6

社教

7

體育

競賽益智遊戲
流行娛樂資訊
交友聯誼
喜鬧劇/脫口秀
軟性訪談
節慶特別節目
歌唱
演奏
MTV
藝術欣賞
地方采風/民俗
文化紀錄片
宗教
藝文報導
教學
兒童
婦女
生活資訊
休閒旅遊
公共服務
政令宣導
技藝新知
科學
競賽轉播
體育教學

8 動畫/偶戲
9 其他
10 不明
八、附錄三：資料輸入項目,格式
年月日時分

星 節目
期 長度

節目名稱

單輯名稱

節目 播出 節目 色
集數 台 類型 彩

備註

分類

國別

67 5 29 12 0 一

5 新聞及氣象

華視

新聞

11.新聞報導 1.國內

67 5 29 12 0 一

15 新聞及氣象

中視

新聞

11.新聞報導 1.國內

67 5 29 12 0 一

10 卡通世界

台視

卡通

8.動畫/偶戲 2.國外

67 5 29 12 10 一

30 「巧媳婦」閩南
語連續劇

台視

戲劇

恬娃、沛小 71.競賽轉播 1.國內
嵐、鄭小芬、
曾國峰等合演

67 5 29 12 20 一

10 「快樂公主」布
偶劇集

67 5 29 12 30 一

30 「法律劇場」

明星貓
7

裝瘋賣傻假
離婚（上）

華視

8.動畫/偶戲 3.不明

中視

22.單元連續 1.國內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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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時分

星 節目
期 長度

節目名稱

單輯名稱

節目 播出 節目 色
集數 台 類型 彩

備註

離婚（上）

分類

國別

劇

67 5 29 12 30 一

30 「母淚滴滴情」
閩南語連續劇

華視

戲劇

陳笑、馬如 21.連續劇
龍、劉秀雯、
陳秋燕等合演

67 5 29 12 40 一

20 新聞報導、氣象
報告

台視

新聞

67 5 29 13 0 一

5 晚間節目預告

台視

9.其他

1.國內

67 5 29 13 0 一

5 晚間節目預告

中視

9.其他

1.國內

1.國內

11.新聞報導 1.國內

67 5 29 17 30 一

30 國中數學

華視

61.教學

1.國內

67 5 29 17 40 一

20 檢驗圖、節目報
告

中視

9.其他

1.國內

67 5 29 17 50 一

10 檢驗圖、節目報
告

台視

9.其他

1.國內

67 5 29 18 0 一

30 「科學小飛俠」
卡通影集

中視

卡通

8.動畫/偶戲 2.國外

67 5 29 18 0 一

30 街頭巷尾

台視

社教

22.單元連續 1.國內
劇

67 5 29 18 0 一

30 「小海獺」卡通
世界

華視

卡通

8.動畫/偶戲 2.國外

67 5 29 18 30 一

30 「終身大事」閩
南語連續劇

華視

戲劇

67 5 29 18 30 一

30 「鄉情」閩南語
連續劇

中視

67 5 29 18 30 一

30 「分秒世界」益
智趣味競賽

台視

戲劇

傅影主持

32.競賽益智 1.國內
遊戲

67 5 29 19 0 一

30 「萬花筒」綜藝
節目

中視

綜藝

楊美蓮主持

31.綜合娛樂 1.國內

陳雲卿、范鴻 21.連續劇
軒等合演

1.國內

21.連續劇

1.國內

九、附錄四：本計畫資料統計圖表一覽
表 1.1.1 歷年播出時數表
表 1.1.2 各台歷年播出時數表
表 1.1.3 各台每月播出時數表
圖 1.1.1 歷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圖 1.1.2 各台歷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圖 1.1.3 各台每月播出時數曲線圖
表 1.2.1 歷年播出節目筆數表
表 1.2.2 各台歷年播出節目筆數表
表 1.2.3 各台每月播出節目筆數表
圖 1.2.1 歷年播出節目筆數曲線圖
圖 1.2.2 各台歷年播出節目筆數曲線圖
圖 1.2.3 各台每月播出節目筆數曲線圖
2.類型統計 表 2.1 各類型節目歷年總表(分為新聞、戲劇、綜藝、音樂、文化
、社教、動畫/偶戲、其他、不明等十大類，含筆數、時數與平均長度)
圖 2.1.1.1 新聞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圖 2.1.1.2 新聞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圖 2.1.2.1 戲劇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1.總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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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2
圖 2.1.3.1
圖 2.1.3.2
圖 2.1.4.1
圖 2.1.4.2
圖 2.1.5.1
圖 2.1.5.2
圖 2.1.6.1
圖 2.1.6.2
圖 2.1.7.1
圖 2.1.7.2
圖 2.1.8.1
圖 2.1.8.2
表 2.2.11
表 2.2.12
表 2.2.13
表 2.2.14
表 2.2.15
表 2.2.16
表 2.2.21
表 2.2.22
表 2.2.23
表 2.2.24
表 2.2.25
表 2.2.31
表 2.2.32
表 2.2.33
表 2.2.34
表 2.2.35
表 2.2.36
表 2.2.37
表 2.2.41
表 2.2.42
表 2.2.43
表 2.2.51
表 2.2.52
表 2.2.53
表 2.2.54
表 2.2.55
表 2.2.61
表 2.2.62
表 2.2.63
表 2.2.64
表 2.2.65
表 2.2.66
表 2.2.67
表 2.2.68
表 2.2.69

戲劇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綜藝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綜藝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音樂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音樂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文化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文化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社教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社教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體育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體育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動畫/偶戲類節目歷年時數變遷曲線圖
動畫/偶戲類節目歷年筆數變遷曲線圖
新聞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新聞雜誌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訪談/座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評論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新聞紀錄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氣象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連續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單元連續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單元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傳統戲曲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電影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綜合娛樂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競賽益智遊戲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流行娛樂資訊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交友聯誼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喜鬧劇/脫口秀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軟性訪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節慶特別節目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歌唱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演奏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MTV 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藝術欣賞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地方采風/民俗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文化紀錄片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宗教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藝文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教學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兒童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婦女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生活資訊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休閒旅遊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公共服務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政令宣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技藝新知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科學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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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別統計

表 2.2.71
表 2.2.72
表 2.2.8
表 2.2.9
表 2.2.10
圖 2.2.11
圖 2.2.12
圖 2.2.13
圖 2.2.14
圖 2.2.15
圖 2.2.16
圖 2.2.21
圖 2.2.22
圖 2.2.23
圖 2.2.24
圖 2.2.25
圖 2.2.31
圖 2.2.32
圖 2.2.33
圖 2.2.34
圖 2.2.35
圖 2.2.36
圖 2.2.37
圖 2.2.41
圖 2.2.42
圖 2.2.43
圖 2.2.51
圖 2.2.52
圖 2.2.53
圖 2.2.54
圖 2.2.55
圖 2.2.61
圖 2.2.62
圖 2.2.63
圖 2.2.64
圖 2.2.65
圖 2.2.66
圖 2.2.67
圖 2.2.68
圖 2.2.69
圖 2.2.71
圖 2.2.72
圖 2.2.8
圖 2.2.9
圖 2.2.10
表 3.1.1
表 3.1.2
圖 3.1.2.1

競賽轉播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體育教學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動畫/偶戲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其他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不明類節目各台各年統計表
新聞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新聞雜誌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訪談/座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評論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新聞紀錄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氣象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連續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單元連續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單元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傳統戲曲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電影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綜合娛樂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競賽益智遊戲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流行娛樂資訊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交友聯誼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喜鬧劇/脫口秀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軟性訪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節慶特別節目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歌唱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演奏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MTV 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藝術欣賞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地方采風/民俗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文化紀錄片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宗教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藝文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教學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兒童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婦女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生活資訊報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休閒旅遊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公共服務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政令宣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技藝新知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科學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競賽轉播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體育教學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動畫/偶戲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其他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不明類節目各台各年播出時數曲線圖
歷年國別節目數及時數一覽表
歷年每月國別節目數及時數一覽表
歷年國別節目時數變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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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 歷年國別節目筆數變遷曲線
表 3.2歷年各類型數入節目筆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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