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拾叁、新聞

一、新聞行政與管理
（一）健全電影事業提升電影片映演業水準 

1.依據電影法及其施行細則，輔導管理本市電影片映演業之電影
分級，目前本市共計有22家電影院。

2.為貫徹執行電影分級制度，依據電影法相關規定督導電影片映
演業確實依法執行電影分級制度，105年 1月至6月實施臨場查
驗共計99家次，未發現違法情事。

（二）錄影節目帶之輔導與管理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4條、第92條及「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管理錄影節目帶分級事宜
針對本市錄影節目帶租售店、ＭＴＶ等地點，輔導錄影節目帶分級
管理義務人依法落實分級制度，105 年 1月至 6月查察共計 41家
次，未發現違法情事。

（三）有線電視業之輔導與管理 
1.加強有線電視系統輔導管理，依據 105年 1月 6日修正公布之
「有線廣播電視法」，輔導本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播送之節目與
廣告自律守法，截至 105 年 6月止查獲 1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35條之行為，刻正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函釋進行後續
裁處作業中。

2.加強有線電視纜線之管理，針對市民及里長反映有線電視系統
纜線爭議，立即請業者派員至現場查勘或會同相關單位予以處
理，並將附掛之纜線重新規劃整理或拆除，105年 1月至6月共
處理156件次（慶聯48件、港都35件、鳳信29件、南國12件、
新高雄32件）。

3.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收視權益保障宣導，共3場，分別於105年 4
月 2日及4月9日於「2016高雄內門宋江陣」、6月10日於「2016
高雄鳳荔季」活動現場進行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收視權益保障宣導

（四）公用頻道之排播及推展
1.利用網路及設備傳輸工具，整合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自製新聞(港
都新聞、鳳信新聞、南國新聞及新高雄新聞)於本市公用頻道排
播，每日於7：00至 09：00、12：00至 14：00、15：30至 16：
00、17：00至 18：00、19：00至 21：00等時段，讓本市有線電
視收視民眾透過公用頻道收看在地新聞。議會開議期間，均全
程轉播部門質詢及總質詢問政實況。另總統、副總統暨立委選舉
期間排播反賄選短片及轉播立委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2.公用頻道節目內容包括：
（1）教學性節目：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美語。
（2）市政影音專題節目：幸福高雄。

針對本市市政軟硬體建設、文化、產業、觀光旅遊等活動，
製作影音專題節目，並考量不同收視族群習慣，製播國、
台語發音版本，截至 105年 7月共製作國語發音 237集、



台語發音 101集。   
（3）行銷在地特色休閒旅遊節目：

高雄38條通－105年度製播70集節目，每集長度30分鐘。
玩客瘋高雄－105年度製播35集節目，每集長度30分鐘。

（4）105年度地方衛教宣導節目：105年度製播 12集，每集長
度5分鐘。

 (5) 地方文化及人文節目：
2016高雄內門宋江陣－初賽及決賽活動錄製共8小時。
好家在高雄－105年度製播20集，每集長度30分鐘。

3.公用頻道行銷宣導：
辦理「有線電視數位化宣導暨公用頻道(CH3)宣傳」廣播廣告，於
6月 8日至7月 7日快樂廣播電台FM97.5播出，每日輪播5檔，
總計播出150檔(每檔 30秒)。

二、新聞發布與新聞聯繫
（一）蒐集輿情反映

每日蒐集各報刊及電視有關市政建設之新聞報導、評論與建議，陳
報各級長官，並分送相關局處參辦，105年 1月至6月計剪輯報紙
新聞資料逾 91,731則、蒐集電視新聞摘要 17,203則。

（二）新聞發佈
配合本府重要市政行程及重要建設、政策、活動發布市政新聞，並
上傳市府全球資訊網供民眾閱覽，105年 1月至 6月共發布370則。
於議會定期大會期間(105年 5月 18日至 6月 13日)，成立議會小
組發布新聞稿共18則，使民眾瞭解議會重大決議與質詢焦點。

三、辦理媒體行銷
（一）電子媒體

1.辦理 105年高雄市政資訊電視廣告時段排播案，透過電視廣告
宣導本市各項市政推動情形、族群多元文化、農漁牧特產、觀光
資源、產業發展、特色慶典及重大活動等，強化市民及全國民眾
對本市市政之瞭解、認同。

2.製播 105年度大型活動行銷短片 1支，加強宣傳各局處大型節
慶活動，包含高雄購物節、岡山燈會藝術節、高雄燈會藝術節、
國際馬拉松、國際遊艇展、2016高雄內門宋江陣等活動。

3.辦理105年國際媒體行銷廣告案，透過國際電視頻道廣告、機場
燈箱及飛航運輸工具廣告、網路媒體廣告、交通據點燈箱或電子
看板，以香港澳門、東南亞、日本、韓國、與中國等亞洲地區為本
案行銷區域，強化海外地區對高雄的認識，並延續「翻轉高雄」
之城市形象，以達推廣市政建設及施政成果之目的，提升城市
競爭力。

4.辦理 105年高雄城市行銷短片製作及行銷事宜，以高雄水岸輕
軌建設、產業轉型為主軸，讓世界看見高雄持續推動城市改造、
產業升級，並於高雄款臉書、推特、YOUTUBE、本市有線電視公用
頻道、戶外電視牆、各大電視頻道播出宣傳。

5.辦理春節電視行銷廣告，行銷本市旅遊景點，邀請民眾春節假
期遊高雄。

（二）平面及網路媒體



1.辦理平面雜誌廣告刊登，行銷「高雄型農新勢力」主題。
2.與平面媒體合作刊登「夏季旗津一日遊」廣編，邀請民眾至高雄
旅遊。

3.為展現本市產業轉型的方向與成果，與平面雜誌合作刊登廣告。
4.運用遠見數位廣編主題：「輕軌遊高雄 看見不一樣的城市美
景」行銷輕軌 C5~C8通車，邀請民眾多搭乘，包括遠見每日報
App、電子報-熱門文章選文、FB粉絲團-延伸閱讀發文。

（三）多元媒宣
1.運用台鐵高雄站跨站長廊文化棧道刊掛燈箱廣告，進行市政活
動宣傳。

2.運用戶外媒體刊掛賀年宣傳帆布，進行城市行銷之宣導。
（四）道路安全宣導

執行105年度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運用各
項宣導管道及創新作為，加強用路人重視道路交通安全政策與維
持良好交通秩序，相關宣傳列述如下：
1.媒體宣傳
（1）運用高雄捷運車廂、燈箱、戶外帆布看板及手扶梯等張貼

懸掛廣告，呼籲多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強化宣導道
路交通安全。

（2）辦理道路交通安全平面廣告，運用平面媒體的宣傳效益，
倡導「兩段式向左，高雄更好轉」，呼籲市民騎機車應依規
定兩段式左轉，以維護行車安全與秩序，有效減少交通意
外事故。

（3）製播105年度交通安全廣播宣導節目，加強宣導道路交通
安全政策與維持良好交通秩序，宣導主題為「騎機車二段
式左轉」、「不超速」等，藉由電台廣播之管道及製播創意，
向市民宣導正確的道安觀念。

（4）採購印製交通安全標語之「野餐墊」、「彈蓋保溫杯」道安宣
導品，宣導不酒駕、機車安全等交通政策，並以活潑行銷
方式，適時於戶外交通安全宣導活動贈送參與民眾，或與
地方社團合辦活動，贈送社區居民，以達寓教於樂，擴大
宣導效果。

（5）運用本市公車候車亭燈箱及版面，宣導「不超速」、「機車
二段式左轉」廣告，加強民眾正確駕駛觀念，減少交通事
故。

(6) 透過臉書、Line不定期宣導及發布道安訊息，民眾隨時
又快速在手機上即可接收道安相關資訊，並藉由非制式
刻板的方式宣導道安觀念，更能在無形中將道安觀念深
化民眾心中。

 (7) 藉由地方有線電視排播道安跑馬訊息，針對在地民眾加
強宣導交通安全政策、觀念。

 (8) 結合各局處及社區活動進行道安設攤宣導，透過有獎徵
答互動方式發送道安宣導品及摺頁，讓大家自然地瞭解
交通規則，深受民眾喜愛，宣導對象包含社區民眾、長者
青年朋友及一般社會大眾等多元族群。



 (9) 運用戶外媒體刊掛交通安全宣導帆布，宣導「機車二段式
左轉」，並提醒民眾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禮讓行人，減少
交通事故發生。

2.配合活動宣導：
配合各局處活動、深入社區進行道安宣導：配合2016高雄鳳荔
季、2016高雄國際馬拉松活動，進行道安設攤宣導，強化民眾
正確道安觀念，並持續配合市府大型活動加強道安宣導，透過
與民眾互動擴大宣導效益，現場反應熱絡。

四、錄製市政行程活動影片
錄製市政各項重要活動，做為市政建設視聽資料，提供各局處及媒體
運用，以利市民瞭解本市施政作為及成果。

五、媒體公共關係
（一）國內媒體 

1.配合市府各局處大型活動舉辦，設立媒體服務中心，協助發送
活動媒體採訪證，並提供媒體通訊錄、局處主管通訊錄等，以
利市府與媒體建立雙向聯繫溝通。

2.協助市府各局處處理新聞媒體聯繫事宜，並透過即時新聞訊息
揭露，提供民眾了解市政建設及政策。

（二）國際媒體
國際媒體人員參訪本市或至本市拍攝時，提供接待、拍攝景點建議、
相關市政建設參訪行程安排聯繫等服務。本局協助外交部「105年
總統就職典禮國際記者採訪團」參訪高雄，共計 30員於5月 21日、
22日前往市立圖書總館、駁二藝術特區、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國家體育館等地參訪。

六、網路新聞分析
為促進民眾對於本市各項建設與市政議題的瞭解，快速獲得相關市政
資訊，針對新媒體如網路媒體、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格等進行新聞
議題分析，並擬定相關之操作策略，透過網路行銷廣告等宣傳本府施
政措施，強化市民對高雄建設之瞭解。

七、辦理城市行銷活動
(一) 2016「藝想嘉年華」

1.由統正開發（股）公司（夢時代購物中心）主辦，本局提供行
政協助。

2. 「2016藝想樂園嘉年華」活動，至今已第6年在高雄舉辦，於3
月26日和 3月 27日在時代大道熱鬧登場，自下午 2點半至6點
止，舉辦花車大遊行，今年活動以「馬戲叢林森浪勢起」為構想，
三座主花車分別為「里約狂歡」、「ogoh森巴女郎」、「巴西先生」，
載滿巴西森浪盡情搖擺，HIGH翻高雄。另有「藝想聚落」，集結
美加、巴西、峇里島、印度、台灣的原住民等一次感受 5大國家文
化市集與表演的豐富與多元性，讓所有市民朋友都感受到熱鬧
繽紛的異國風情。

八、編印定期刊物，加 行銷高雄強
(一) 企劃發行「KH STYLE高雄款」電子期刊及印製紙本定期刊物，並建

置於本局官網。
1.「KH STYLE高雄款」電子期刊採每月發行，以介紹市政活動、都



市風貌、人文風情、觀光旅遊、在地美食、藝文展演及地方特色等
資訊為主，提供讀者認識高雄發展現況與願景，加強都市行銷，
1月至6月共發行6期。

2.將每2期「KH STYLE高雄款」電子期刊內容，選擇並再編輯成雙
月刊的紙本刊物，定期寄贈機關學校、駐外單位、全國圖書館等
單位提供閱覽，並放置機場、觀光飯店、旅遊中心、觀光景點、各
捷運站、藝術文化展演場所、本市圖書分館、連鎖餐飲、藝文空間
等定點，供民眾免費索閱。紙本刊物內容另轉成 PDF電子書上傳
本局官網供大眾閱覽，另於 IOS版本 itunes store上架高雄款
電子書，擴大讀者接觸面。1月至6月共發行3期，每期印製2
萬 2千冊。

3.《KH STYLE高雄款》電子期刊每期均上傳以下網路合作平台：聯
經電子報、聯合文學電子報、聯合文學雜誌官網、聯合文學臉書、
中央社電子報、中時電子報、鉅亨網、高雄款臉書(不定時分享期
刊內容及連結)、高雄市政府官方 LINE(不定時分享期刊內容及
連結)。

(二) 發行「海洋首都高雄」中英文雙月刊
1.刊物報導內容：
以中、英文兩種語言，主題規劃報導高雄城市交流、重大建設、
觀光旅遊、農林漁牧、特色產業、藝術文化、美食、風土人情等報
導，藉由本刊的介紹，讓讀者了解高雄多元而豐富的面貌。

2.發行情況：
  每雙月發行 12,000份，1月至 6月共發行 3期，放置地點包括
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鐵及台鐵旅客
服務中心、高雄捷運站、本市觀光飯店、本市藝文場所（如文化
中心、美術館等）、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日本交流協會等駐
台外事單位、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本市設有華語學習的大專院
校等約 84處地點，提供讀者免費索閱本刊物。

3.《海洋首都中英文雙月刊》電子期刊每期均上傳以下網路合作平
台：
(1)聯合新聞網(雜誌-地方采風)。
(2)聯合電子報(地方采風)。
(3)中央通訊社(品閱雜誌)。

九、網路行銷
（一）高雄款臉書

以生動活潑的文字、圖片或短片，分享高雄在地資訊，包含市府重
大政策與建設、自然景觀、人文風情、節慶活動、藝文展演、小吃美
食等多元城市風貌，以及停限水民生資訊、天災和其他災害應變處
理及停班課通知等訊息，截至 105年 6月底，粉絲人數已超過 30
萬 2千餘人。

（二）高雄市政府 LINE
即時提供高雄市市政建設、藝文活動、觀光旅遊、節慶活動、以及停
限水民生資訊、天災和其他災害應變處理及停班課通知等訊息，截
至105年 6月底好友人數計62萬 4千餘人。

十、加 高雄廣播電臺市政行銷功能強



（一）加強製播優良節目，落實高雄電臺服務功能
1.製播優良精緻節目參加廣播金鐘獎競賽爭取榮譽。
2.開放電臺參觀落實社區經營：
(1)105年 2月 23日及3月1日內惟國小共5班 150人參觀本臺。
(2)105年 4月 28日三民高中廣播社 30人參觀本臺。

3.105年 1月 16日製播第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9屆立委選舉選情
報導，報導高雄地區選舉開票結果。

4.105年 6月 27日辦理擴大交通安全有獎徵答活動，宣揚交通安
全觀念。

5.配合高雄過好年、春安工作、2016高雄燈會藝術節、2016高雄內
門宋江陣、2016高雄鳳荔季等活動或重要施政，製播專訪、現場
記者連線、製作行銷宣傳帶及全節目配合口播等，全方位報導
行銷本府大型活動。

6.與本府客委會、社會局、勞工局、環保局及衛生局合作製播「我愛
高雄」節目，擴大市政雙向溝通，配合市府各局處重要施政，
以小單元、公益廣告及短劇等活潑多元手法加強市政宣導。

7.分享頻道資源、廣結民間資源，持續徵選公益社團參與製播節
目，105年 1月－6月計有高雄市生命線協會、喜願協會、高雄
市街友關懷協會、星星兒文教基金會、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及臺灣
消保會等團體，並協助露出藝文團體演出訊息，推廣藝文活動。

8.關懷弱勢及服務少數族群
(1)為關懷弱勢族群，製播關懷外籍配偶、外籍移工、同志議題

及原住民文化節目。
(2)每日播出3小時客語節目，服務客語族群聽眾。
(3)為營造外語學習環境，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作開闢「打狗

英語通」英語節目及與永漢日語合作「三分鐘日語」單元，每
日同步聯播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節目0.5小時。

(4)每日播出古典音樂節目160分鐘，服務愛樂者。
(5)開闢「活力高雄」節目，提昇藝文、閱讀及運動風氣。

9.因應颱風來襲或重大災變，機動調整節目提供颱風及災變最新
動態、防颱及交通等相關訊息。遇颱風來襲或重大災變，立即調
整節目內容並改為全日24小時播音，播報即時相關訊息、避難
措施及市政因應措施。

10.加強交通路況連線報導
於交通尖峰時段加強交通路況連線報導，並於105年 6月 27日

擴大辦理交通安全 call in有獎徵答，全日現場節目開放聽友

call in互動回答交通安全題目，強化交通安全宣導。
11.跨域行銷南台灣觀光文化活動及資源
(1)為促進南台灣生活圈資源共享，與屏東縣政府合作製播「高

雄新風貌」及「發現高屏」節目，與台南市及嘉義縣合作製播
「南台灣即時通」單元，以專訪或連線方式，行銷南台灣觀
光文化活動，促進城鄉交流。

 (2)為擴大民眾生活訊息提供，與消基會、高美館、高雄市電影
館、高雄市圖書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讀冊生活網路書店、聯合醫院、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行政院農糧署及各大出版社固定合作，提供即時食衣
住行育樂各項生活訊息。

12.重要施政加強宣導
重點包括「十二年國教」、「禽流感」、「防疫宣導」、「防腸病毒」、

「防酒駕及交通安全」、「節約用水」、「新移民服務」、「太陽能政

策及綠能城市」、「重大活動」、「城市行銷」、「大眾運輸」、「檢肅

貪瀆」、「肅清煙毒」、「公共安全」、「勞工教育」、「防治登革熱」、

「稅務宣導」、「人口政策」、「勞工安全衛生」、「社會福利及安全」

「人權」、「生態環保」、「防溺」、「防火」、「菸害防制」、「調解委員

會」、「消費者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等。

    （二）強化新聞採訪報導，提昇新聞性節目品質
1.每日開闢 9個新聞時段報導高雄市重要市政工作及在地新聞，
提供市民、聽眾最多的高雄市政新聞。

2.全程實況轉播高雄市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
告」與「市政總質詢」，並加強報導市議會新聞，提供民眾即時
資訊、增進民眾對市府及議會之瞭解。

3.製播「Live943新聞晚報」、「新聞廣場」及「高雄十分話題」節目，
加強市政建設、活動及在地新聞專題報導。

4.加強報導「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暨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各項選
務工作，及製播選情報導節目，連線報導選情及播報最新開票
結果。

5.加強報導縣市合併後「高高平等」各項施政工作執行成果。
6.加強報導高雄輕軌建設、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工程、亞洲新
灣區建設等新聞。

7.加強報導防汛、食品安全、消費安全、治安、交通安全、校園安全、
公共安全、老屋健檢、勞工安全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相關新聞。

8.加強報導防治登革熱、腸病毒、茲卡病、流感各項措施及市民應
注意事項相關新聞。

9.報導「104年度施政與財政考核全國第一」、「衛福部社福績效考
核 3度特優」、「動保評鑑全國第一」、「警政署治安督導評核高
雄市獲評六都甲組第一」、「工程查核績效全國第一」、「2016國
家卓越建設獎高市府獲16項獎」、「高雄招商成果奪地方政府第
一名」、「推動綠色交通運具」、「推動數位內容等新產業」、「陽光
屋頂」、「屋頂立體綠化」、「推動婦女及生養孩子友善城市」、「普
設公共托嬰中心」、「多元性別友善城市」、「無障礙宜居城市」、
「高齡友善城市」、「殯葬服務業務革新」、「宗教活動友善環境」、
「彌陀公園完工啟用」、「曹公圳第六期工程完工」、「阿公店森林
公園完工啟用」、「旗山糖鐵故事館啟用」、「崗山之眼園區動土」、
「永安滯洪池啟用」、「大魯閣草衙道開幕」、「溪洲排水抽水站完
工啟用」、「佛陀紀念館景觀天橋啟用」、「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
復」、「全國首例包租代管公共住宅完工啟用」…等軟硬體施政成
果新聞。



10.配合高雄市「2016高雄燈會藝術節」、「高雄過好年」、「2016高
雄國際馬拉松」、「2016高雄內門宋江陣」、「2016高雄國際遊艇
展」、「高雄乞龜祈福觀光節」、「客家六堆尖炮城」、「那瑪夏水蜜
桃千人路跑」、「高雄鳳荔季」、「大社三寶農特產觀光季」、「端午
龍舟賽」、「高雄春天藝術節」、「國際貨櫃藝術節」、「青春設計
節」、「高雄漾藝術博覽會」、「2016藝想樂園嘉年華」等重要城市
特色行銷、藝文活動，加強相關新聞採訪並製播專題深入報導。


	錄製市政各項重要活動，做為市政建設視聽資料，提供各局處及媒體運用，以利市民瞭解本市施政作為及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