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0210210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一一一一季公關季公關季公關季公關中心觀眾意見調查報告中心觀眾意見調查報告中心觀眾意見調查報告中心觀眾意見調查報告    

本公司的客戶服務小組隸屬於總經理室公關中心，服務平臺包括華視主頻道、華視教育文化

頻道、華視新聞資訊頻道、華視 HD 頻道及 MOD 新聞頻道等五大平薹，負責閱聽人電話、電子信箱

意見回覆或疑難排除等工作，針對 102 年第一季閱聽人意見統計與分析如下說明所示。 

一一一一、、、、閱聽人意見樣本描述閱聽人意見樣本描述閱聽人意見樣本描述閱聽人意見樣本描述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華視客服小組閱聽人意見調查統計所得，觀眾撥打

0800 免付費專線與華視觀眾服務專線總計共 2678267826782678 通﹝含電子信箱郵件 210210210210 封﹞，與上一季的來電

總數 4561 通﹝含電子信箱郵件 467 封﹞相比較下，與本季的總來電通數減少許多。第一季觀眾意

見統計總表請見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如下： 

根據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中部門別與意見內容的交叉表結果顯示，觀眾意見數主要集中在「「「「新聞部新聞部新聞部新聞部」」」」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節目內容查詢節目內容查詢節目內容查詢節目內容查詢、「「「「教學部教學部教學部教學部」」」」的教材教材教材教材、、、、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DVDDVDDVDDVD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及「「「「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的節目表詢問節目表詢問節目表詢問節目表詢問。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102102102102 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季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季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季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季觀眾意見調查統計表 

 
節目表詢

問 

教材、節目

DVD 購買 
意見表達 

活動、節目

內容查詢 
收訊問題 網路問題 

批評或申

訴意見 
其它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節目部 330 27 253 219   1 28 858858858858    

教學部 121 391 26 65  22  19 644644644644    

新聞部 6  117 719  4 1 7 854854854854    

工程部     77   13 90909090    

資科處    2  15  11 28282828    

其它單位   4 11   1 188 204204204204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457457457457    418418418418    400400400400    1016101610161016    77777777    41414141    3333    266266266266    2678267826782678    

    觀眾意見以活動節目內容查詢、節目表詢問、教材購買、意見表達為多，比例分別為 37%、17%、

16%、15%，總和佔所有來電內容的 85%。 (如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 

觀眾意見依部門別交叉統計可得，致電意見與新聞部、節目部、教學部有關為最多，比例分別

為 32％、32％、24％，總合佔所有觀眾意見的 88％。 (如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    

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 102 102 102 102 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季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季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季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季觀眾意見類別比例圖                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附圖三 102 102 102 102 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季觀眾意見各部門分配圖季觀眾意見各部門分配圖季觀眾意見各部門分配圖季觀眾意見各部門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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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如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所示，一月份為本季觀眾意見數最多

的月份；部門別則以節目部、新聞部的觀眾意見數為多，如下：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102  102  102  102 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表 

 節目部 教學部 新聞部 工程部 資科處 其它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一月份 328 273 347 44 12 74 1010101078787878    

二月份 295 166 226 27 9 60 783783783783    

三月份 235 205 281 19 7 70 817817817817    

本季本季本季本季    858858858858    644644644644    854854854854    90909090    28282828    204204204204    2678267826782678    

前一季前一季前一季前一季    1213121312131213    916916916916    1844184418441844    159159159159    13131313    416416416416    4561456145614561    

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附圖四  102  102  102  102 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年度第一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圖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圖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圖季各月份各部門觀眾意見交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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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季閱聽人主要詢問內容與意見分析季閱聽人主要詢問內容與意見分析季閱聽人主要詢問內容與意見分析季閱聽人主要詢問內容與意見分析    

((((一一一一))))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新聞新聞新聞新聞））））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查詢查詢查詢查詢或節目表索取或節目表索取或節目表索取或節目表索取－－－－以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為多。此部份由客服人員直接針對問題

做回覆。 

1. 戲劇及綜藝節目表詢問：八點檔【軒轅劍之天之痕】【隋唐演義】，再次排播的【後宮甄嬛

傳】，周日偶像劇【愛情睡醒了】【K歌情人夢】，過年特別節目【永遠的星星】，綜藝節目

【POWER 星期天】【週六大挑戰】【天才衝衝衝】，皆有喜愛的觀眾來電詢問播出時段，已直

接告知。 

2. 華視教育文化頻道節目表詢問：教育頻道安排許多學習課程，其中以日文課、生活日語的詢

問量最高。阿法貝樂園、國中基測課程、繪畫天地以及各式職訓課程也皆有觀眾來電詢問播

出時段。因教育頻道於報紙無刊登節目表，故觀眾多是直接來電詢問，皆直接線上告知播出

時段或提供網址查詢。 

3. 新聞節目表詢問：觀眾來電詢問【華視新聞雜誌】【華視在地新聞】的播出時段，皆已直接

告知。 

((((二二二二))))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新聞新聞新聞新聞））））內容或本公司活動查詢內容或本公司活動查詢內容或本公司活動查詢內容或本公司活動查詢－－－－以新聞部新聞部新聞部新聞部為多。此部份由客服人員直接針對問題做出

回覆，或提供相關單位電話諮詢。 

1. 新節目、新戲的上檔日期與活動詢問：八點檔【軒轅劍之天之痕】劇中演員於 1/25-27 來台進

行宣傳活動，以及手機簡訊抽獎活動，吸引許多粉絲焦點；偶像劇【K歌情人夢】的上檔試片

會及見面會宣傳活動。皆已直接告知。 



2. 新聞報導內容詢問：由於新聞報導許多超值優惠的好康資訊，尤其【好吃夯仔內】【南北大不

同】單元中的美食及特賣新聞最讓許多觀眾致電詢問店家聯絡方式等資訊(如：台南網購年貨

街、彩妝 1折等)，以及各地急需救助的社會新聞(如一月份屏東中風妻募紙尿褲、三月份小大

人照顧媽媽等)，皆引起觀眾來電詢問新聞資訊或欲予協助之資訊。已直接告知或提供新聞部

電話讓觀眾洽詢。 

3. 綜藝節目內容詢問：觀眾會來電詢問節目中介紹的資訊等問題，如【週六大挑戰】【點燈】；

以及詢問綜藝節目錄影的參加方式，皆已直接告知或提供製作單位電話洽詢。 

4. 教學節目資料索取：教頻播出的各式職訓節目，因廣受一般觀眾學習而來電詢問節目資訊索取

及線上影音收看等問題，如：【職場達人 show】【證照在手-中餐丙證篇、烘焙丙證篇】、【地

方特色小吃】【白色 20 變】等，皆已直接回覆或提供新北市職訓局專線洽詢。 

((((三三三三))))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DVDDVDDVDDVD 購買詢問購買詢問購買詢問購買詢問－以教學部教學部教學部教學部為最多。此部份由客服人員直接針對問題做出回覆，或

提供相關單位電話或網站查詢。 

1. 教學課程教材購買：以日文、生活日語教材購買為最高詢問量，空專英文類的課程亦有不少觀

眾詢問，皆直接回覆或提供教學處的專線電話讓觀眾洽詢。 

2. 網購商品購買查詢：詢問商品內容、訂單寄送進度、運費查詢、匯款確認等相關問題，皆已直

接回覆或提供網購網址、網購單位電話讓觀眾洽詢。 

3. 節目影帶購買：受觀眾喜愛的戲劇會吸引觀眾來電洽詢是否出版影帶販售等問題，如【後宮甄

嬛傳】【鎖夢樓】【點燈】等；還有教頻各式職訓課程及繪畫課程皆吸引觀眾學習而來電洽詢

是否有 DVD 出版事宜。皆已直接回覆或提供網購網址、網購單位電話讓觀眾洽詢。 

 

((((四四四四))))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或新聞或新聞或新聞或新聞））））意見表達意見表達意見表達意見表達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以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節目部為多。此部份由客服人員將觀眾意見轉達相關單

位。    

1. 戲劇、綜藝的播出建議：因【軒轅劍之天之痕】的排播方式不同於以往，為晚間八點重播前一

集，晚間九點為首播，導致觀眾來電反應希望恢復一次播兩集的意見；二月份【松藥局的兒子

們】停播引起原收視觀眾反應未事先公告通知，不尊重觀眾收視權益，並希望能完整播畢等意

見；另有觀眾不間斷來電建議製作資深藝人的綜藝節目或安排重播以前的閩南語連續劇。皆已

與觀眾說明並將意見轉達相關單位。 

2. 反應節目異動意見：基於節目排播順暢或各項因素考量，會進行調整節目排程。如一月份【警

世劇場】更改成星期一~四播出、【射雕英雄傳】增加星期五播出時段、二月份排播過年特別

節目、三月份【勁歌金曲精裝版】停播等，皆有觀眾反應未事先公告損害收看權益。客服皆已

說明節目異動訊息於電視上有跑馬公告，對於觀眾意見會轉達相關單位並虛心改進。 

3. 新聞播出內容指正：對於新聞報導中的內容有誤或錯字，會有熱心觀眾來電指正。如反應新聞

內容有誤﹝題目"博愛座" 英作文考倒一堆人﹞，內文最後一段將最後一科自然科寫錯成社會

科。已請新聞部協助處理並進行修正。 

4. 發表新聞意見：觀眾會來電表達個人對於新聞報導內容或方式等相關意見。如反應新聞的字幕

顯示太快，台語新聞的氣象講解太快，老人家會觀看來不及；台語主播在講台語時會帶有尾音，

有不尊重之意。皆已轉達新聞部，新聞部表示會進行檢討改進。 

5. 給予支持與表達鼓勵之意：客服時常會接獲喜愛華視節目的觀眾來電表示讚美與支持。如八點

檔戲劇【軒轅劍之天之痕】【隋唐演義】、新聞節目【華視新聞雜誌】、除夕特別節目【永遠

的星星】，皆是獲得觀眾喜愛，來電表達對此節目的支持與鼓勵之意。 



((((五五五五)))) 訊號相關問題查詢訊號相關問題查詢訊號相關問題查詢訊號相關問題查詢─由於住戶天線接收、環境影響收訊、有線電視業者設備等問題，造成觀

眾來電反應華視訊號的相關問題，如收訊不良、沒有聲音等，皆於第一時間由客服人員詢問

狀況，留下觀眾資料後，再電聯工程人員查詢處理並追蹤後續處理狀況。 

((((六六六六)))) 網路問題查詢網路問題查詢網路問題查詢網路問題查詢─觀眾來電詢問網路使用相關問題，如會員帳號無法登陸、影音頻道節目收看

方式、資料畫面購買、網站影片無法收看、線上影音付費使用等問題。客服人員皆直接回覆

或轉交資科處協助處理。 

((((七七七七)))) 批評或申訴意見批評或申訴意見批評或申訴意見批評或申訴意見─ 

※ 新聞部 

� 一月份：「WIN 網路單 e 窗口」申訴小組來信表示於近日收到民眾申訴關於【華視新聞網—青

少年暴力】的陳情案。新聞標題：網咖變戰場!幫派互毆 8 重傷。該影片內容詳細描述霸凌細

節，因涉及暴力行為，對整體社會風氣有負面之影響，恐有引發其他青少年仿傚暴戾氣息之虞

慮，且對於受暴當事人更是一種持續的傷害，懇請貴網站再細思兒少身心的重要性，對此類新

聞採取合宜的處理，避免在網路繼續流傳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已請新聞部協助處理並已將此

則新聞從網站撤除，也已回信說明。 

※ 節目部 

� 二月份：客訴【松藥局的兒子們】為何要臨時取消，沒有在星期五事先公告通知，表示華視常

這樣臨時取消節目播出，非常不尊重觀眾。已與觀眾解釋節目排播調整，並委婉說明華視未來

將著重台灣戲劇的排播。觀眾表示能理解，但希望客服能確實將意見轉達相關部門，否則將對

外客訴。已將觀眾意見轉達節目部排播單位，由於此觀眾未留聯絡資料，客服已製作客服處理

單以作留存。 

※ 其他 

� 二月份：客訴華視大廳警衛態度不良，表示中午到華視欲購買空專教材，但警衛說午休時間不

讓她進入，爭執中警衛還出手推她，希望主管立即與她回應，不然要報警。公關主任已立即與

觀眾聯繫安撫，並於第二天回覆說明華視將對此警衛進行懲處，公司並會進行內部檢討，未來

將更加注意警衛接待的相關問題。經溝通說明後，觀眾已無問題。 

((((八八八八)))) 其它問題查詢其它問題查詢其它問題查詢其它問題查詢─詢問各類訓練班報名方式、課程內容相關問題，已提供華視訓練中心電話洽

詢。其它與本公司無直接關係之意見，如找藝人、友台訊息，以及純粹胡言亂語，不知所云

等等，客服人員皆以本公司客服意見調查 SOP 規定之時程內協助解決問題。    

三三三三、、、、重點抽樣之閱聽人意見處理結果說明重點抽樣之閱聽人意見處理結果說明重點抽樣之閱聽人意見處理結果說明重點抽樣之閱聽人意見處理結果說明    

處理單編號處理單編號處理單編號處理單編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觀眾姓名觀眾姓名觀眾姓名觀眾姓名    

電話及地區電話及地區電話及地區電話及地區 
觀眾來電內容觀眾來電內容觀眾來電內容觀眾來電內容 負責單位處理回覆說明負責單位處理回覆說明負責單位處理回覆說明負責單位處理回覆說明 

102010202 

1/2 

基隆市  

施小姐 

 

反應華視數位訊號每天都會不定時

斷訊。 

1/4 09：24 再次來電表示華視數位

訊號又斷訊。 

14：45 電聯工程部徐先生請協助處

理。 

1/4 09：26 電聯工程部徐先生請協

助處理。 

1/91/91/91/9 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1/81/81/81/8 派員前往基隆派員前往基隆派員前往基隆派員前往基隆

轉播站進行維修轉播站進行維修轉播站進行維修轉播站進行維修，，，，於於於於 AM11:00AM11:00AM11:00AM11:00 修復修復修復修復，，，，

住戶已經可以進行收視住戶已經可以進行收視住戶已經可以進行收視住戶已經可以進行收視，，，，相關故障狀相關故障狀相關故障狀相關故障狀

況已通知轉播站管理人員與台視主況已通知轉播站管理人員與台視主況已通知轉播站管理人員與台視主況已通知轉播站管理人員與台視主

責台責台責台責台。。。。    

11111111：：：：02020202 客服電聯施小姐確認華視數客服電聯施小姐確認華視數客服電聯施小姐確認華視數客服電聯施小姐確認華視數



位訊號已恢復正常位訊號已恢復正常位訊號已恢復正常位訊號已恢復正常，，，，表示華視工程人表示華視工程人表示華視工程人表示華視工程人

員已有與她連絡說明員已有與她連絡說明員已有與她連絡說明員已有與她連絡說明，，，，並感謝華視的並感謝華視的並感謝華視的並感謝華視的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1020109 

1/9 

黃太太 詢問英文課播出時間，請傳真一份教

頻節目表。 

10:5210:5210:5210:52 已傳真教頻已傳真教頻已傳真教頻已傳真教頻一週的節目表至一週的節目表至一週的節目表至一週的節目表至

觀眾提供的傳真號碼觀眾提供的傳真號碼觀眾提供的傳真號碼觀眾提供的傳真號碼。。。。    

1020117 

1/17 

廖先生 反應華視網站上的「聯繫我們」送出

後卻顯示"POP3 伺服器錯誤"。 

10:05 電聯資科處謝先生，資科處檢

測系統運作正常，應為觀眾家中電腦

網路問題，已將觀眾聯絡資料提供資

科處請協助回覆處理。 

資科處已與觀眾聯繫處理資科處已與觀眾聯繫處理資科處已與觀眾聯繫處理資科處已與觀眾聯繫處理，，，，客客客客服檢測服檢測服檢測服檢測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聯繫我們聯繫我們聯繫我們聯繫我們」」」」的操作為正常的操作為正常的操作為正常的操作為正常。。。。    

1020128 

1/28 

小姐 留言：詢問軒轅劍上檔日期。 15:17 未接。 

17:5017:5017:5017:50 已電聯回覆觀眾已電聯回覆觀眾已電聯回覆觀眾已電聯回覆觀眾。。。。    

102020102 

2/1 

「WIN網路單e

窗口」申訴小

組 

客服信箱來函：我們是「WIN 網路單

e窗口」申訴小組，是行政院跨部會

受理民眾網路申訴的專案辦公室，目

前著重在關心兒少身心影響的議題

上。於近日收到民眾申訴關於【華視

新聞網—青少年暴力】的陳情案。新

聞標題：網咖變戰場!幫派互毆 8 重

傷。經我們察看，該影片內容詳細描

述霸凌細節，因涉及暴力行為，對整

體社會風氣有負面之影響，恐有引發

其他青少年仿傚暴戾氣息之虞慮，且

對於受暴當事人更是一種持續的傷

害，懇請貴網站再細思兒少身心的重

要性，對此類新聞採取合宜的處理，

避免在網路繼續流傳影響青少年身

心發展。 

2/4 已 mail 至新聞部請協助處理，

並回信「WIN 網路單 e窗口」申訴小

組：「您好：感謝您的來信，華視客

服已將來信意見轉達至華視新聞

部，並請華視新聞部盡快將此則新聞

從華視網站撤除，華視客服也會追蹤

華視新聞部撤除進度，再次感謝您的

來信，謝謝！」 

2/5 電聯新聞部總機請協助確認並

盡快將新聞從網站下架。 

2/62/62/62/6 客服已確認新聞部將此則新聞客服已確認新聞部將此則新聞客服已確認新聞部將此則新聞客服已確認新聞部將此則新聞

從網站撤除從網站撤除從網站撤除從網站撤除。。。。 

1020211 

2/11 

先生 留言：詢問新聞內容﹝花蓮民宿﹞。 2/13 15:052/13 15:052/13 15:052/13 15:05 已已已已電聯電聯電聯電聯觀眾觀眾觀眾觀眾回覆回覆回覆回覆新聞資新聞資新聞資新聞資

訊訊訊訊。。。。    

102022001 

2/20 

基隆  

賴先生 

 

反應華視數位訊號今早又收看不到 11：35 電聯工程部徐先生請協助處

理。 

2/212/212/212/21 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連絡基隆觀眾賴連絡基隆觀眾賴連絡基隆觀眾賴連絡基隆觀眾賴

先生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訊不先生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訊不先生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訊不先生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訊不

良良良良，，，，因該地區接收紅淡山補隙站訊因該地區接收紅淡山補隙站訊因該地區接收紅淡山補隙站訊因該地區接收紅淡山補隙站訊

號號號號，，，，工務中心立即前往轉播站檢查維工務中心立即前往轉播站檢查維工務中心立即前往轉播站檢查維工務中心立即前往轉播站檢查維

修修修修，，，，經改善後經改善後經改善後經改善後，，，，目前觀眾收視華視訊目前觀眾收視華視訊目前觀眾收視華視訊目前觀眾收視華視訊

號已正常號已正常號已正常號已正常。。。。    



1020225 

2/25 

李小姐 留言：詢問松藥局的兒子們為何取消

播出。 

10:42 觀眾外出。 

14:2314:2314:2314:23 回電觀眾說明異動原因回電觀眾說明異動原因回電觀眾說明異動原因回電觀眾說明異動原因，，，，並對並對並對並對

節目異動致歉節目異動致歉節目異動致歉節目異動致歉，，，，觀眾表示觀眾表示觀眾表示觀眾表示體諒體諒體諒體諒，，，，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希望未來要記得事先公告希望未來要記得事先公告希望未來要記得事先公告希望未來要記得事先公告，，，，最主最主最主最主

要還是不要臨時取消節目要還是不要臨時取消節目要還是不要臨時取消節目要還是不要臨時取消節目。。。。    

客服已將意見轉達客服已將意見轉達客服已將意見轉達客服已將意見轉達節目排播節目排播節目排播節目排播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1020305 

3/5 

高先生 留言：詢問綜藝節目現場錄影的參加

方式。 

13:4113:4113:4113:41 已電聯回覆觀眾並提供製作已電聯回覆觀眾並提供製作已電聯回覆觀眾並提供製作已電聯回覆觀眾並提供製作

單位聯絡電話單位聯絡電話單位聯絡電話單位聯絡電話。。。。    

102031301 

3/13 

台北市北投區 

蔡先生 

反應華視數位訊號會 LAG。 16：00 電聯工程部徐先生請協助處

理。 

3/133/133/133/13 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連絡台北北投區連絡台北北投區連絡台北北投區連絡台北北投區

觀眾蔡觀眾蔡觀眾蔡觀眾蔡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收看數位節目華視頻道

收訊不良收訊不良收訊不良收訊不良，，，，經查北投地區接收丹鳳山經查北投地區接收丹鳳山經查北投地區接收丹鳳山經查北投地區接收丹鳳山

補隙站訊號補隙站訊號補隙站訊號補隙站訊號，，，，建議觀眾檢查自家接收建議觀眾檢查自家接收建議觀眾檢查自家接收建議觀眾檢查自家接收

系統調整天線接收丹鳳山方位並重系統調整天線接收丹鳳山方位並重系統調整天線接收丹鳳山方位並重系統調整天線接收丹鳳山方位並重

新搜尋記錄新搜尋記錄新搜尋記錄新搜尋記錄，，，，工務中心已於工務中心已於工務中心已於工務中心已於 3333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前往檢查丹鳳山發射情形並協助日前往檢查丹鳳山發射情形並協助日前往檢查丹鳳山發射情形並協助日前往檢查丹鳳山發射情形並協助

觀眾收視改善觀眾收視改善觀眾收視改善觀眾收視改善。。。。 

1020326 

3/26 

沈小姐 詢問【史溫侯福爾摩沙哺乳動物紀

行】是否有出版 DVD。 

與節目部查詢節目資訊。 

11:4511:4511:4511:45 已電聯觀眾回覆華視只有電已電聯觀眾回覆華視只有電已電聯觀眾回覆華視只有電已電聯觀眾回覆華視只有電

視播出版權視播出版權視播出版權視播出版權，，，，無法得知是否出版無法得知是否出版無法得知是否出版無法得知是否出版

DVDDVDDVDDVD，，，，已提供製作單位資訊供觀眾自已提供製作單位資訊供觀眾自已提供製作單位資訊供觀眾自已提供製作單位資訊供觀眾自

行聯繫行聯繫行聯繫行聯繫。。。。    

102032701 

3/27 

臺中市太平區 

徐小姐 

反應華視數位訊號接收不到 11：22 電聯工程部徐先生請協助處

理。 

3/283/283/283/28 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工程部回覆：：：：連絡臺中市太平連絡臺中市太平連絡臺中市太平連絡臺中市太平

區觀眾徐小姐收看共同天線數位節區觀眾徐小姐收看共同天線數位節區觀眾徐小姐收看共同天線數位節區觀眾徐小姐收看共同天線數位節

目華視頻道收訊不良目華視頻道收訊不良目華視頻道收訊不良目華視頻道收訊不良，，，，因本台發射台因本台發射台因本台發射台因本台發射台

數位訊號發射正常數位訊號發射正常數位訊號發射正常數位訊號發射正常，，，，因觀眾地近山區因觀眾地近山區因觀眾地近山區因觀眾地近山區

受地型地物影響收訊不良受地型地物影響收訊不良受地型地物影響收訊不良受地型地物影響收訊不良，，，，故建議觀故建議觀故建議觀故建議觀

眾眾眾眾，，，，使用標準數位天線使用標準數位天線使用標準數位天線使用標準數位天線，，，，調整最佳華調整最佳華調整最佳華調整最佳華

視收訊方位或加強收訊改善收視視收訊方位或加強收訊改善收視視收訊方位或加強收訊改善收視視收訊方位或加強收訊改善收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