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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臺調頻網節目自 1994年 9

月 1日開始，正式延長為全天

24小時播音，全年無休，造

福廣大的聽眾朋友。

24 小時全年無休

1999年 7月 1日，教育廣播

電臺正式啟用衛星傳送訊號，

大幅提升節目的收聽品質。

衛星廣播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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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容辭，為同仁爭取記大功表揚

2003年，教育部推行了國立社教館所升級計畫，陳克允知道這是個
大好機會，立刻籌劃了一個專案，定名為「彰化分臺數位資訊中心計
畫」，不過，艱苦的磨練也正式開始，無論是經費或用地，都不是計
畫寫完就可以手到擒來，「行政院只核准這個計畫的經費4千多萬元，
可是工程進行時難免物價波動，超過 5千萬必須要由行政院審查，所
以就要設法控制在 5千萬以下。」他解釋說。

用地取得極為艱鉅，為什麼呢？因為原址是公園、都市計畫用地，改
建為數位資訊中心，必須變更成計畫用地，此外，電臺剛好位於八卦
山風景特定區範圍內，加上範圍橫跨彰化跟南投兩個縣市，所以核定
程序的費時也較為漫長，陳克允描述說：「都市計畫變更的法定程
序一定要經過內政部核定，2006年報到內政部，又再交給營建署審
查，我跟當時的陳志雄分臺長與幾位同仁一起參加，在現場與委員說
明。」

審查通過，計畫再依據委員給的建議做修正，直到 2007年才核發建
照，陳克允提及這段籌建的過程，因為涉及各領域的專業，電臺可以
說是精銳盡出，一棒接一棒完成任務，「先調派高雄分臺長張明陽到
彰化，工程完成以後，他又回到高雄，接下來活動廳的設計與裝修等
等，就由黃素員分臺長負責。」陳克允娓娓道來，並感謝曾經一起戰
戰兢兢、日夜不休的全體夥伴。

彰化分臺數位資訊中心 2010年 8月 2日正式啟用，始終站在第一線
為電臺爭取項目的陳克允，也積極為同仁爭取實質的獎勵，他回憶說：
「對投入特別多的同仁，我報到教育部給他們一個人記一次兩大功，
一個是張明陽分臺長，另一位就是當時的戴炎旭副工程師。」看似平
凡無奇的表揚，但對於公務體系來說，一次記上兩大功是非常不容易
的紀錄，對陳克允而言，這絕對是他身為臺長的義不容辭。

順應潮流，教改議題開放 Call-in 討論

成長期的電臺硬體逐步到位，並在 2012年成立臺中節目製播中心，
除了加強服務當時升格後的臺中市市民，更是打造專屬於中區教育界
的訊息溝通平臺，包括臺中、彰化、南投、苗栗及雲林的聽眾都能夠
接受到服務。

聽眾與時俱進，節目內容也持續進化，加上政府逐步開放天空，加速

上｜陳克允認為，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圖為 2008年新

建之 301播音室。

下左｜彰化分臺數位資訊中

心，陳克允用心良苦，歷經多

年，終於在 2010年 8 月 2日

正式啟用。

下右｜教育廣播電臺要能夠繼

續成長，第一個就是要解決硬

體設備的陳舊。圖為 2004年

新建之 205播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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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務獎

因應數位時代的服務創新發

展，第 3屆「政府服務獎」

以「創新、包容的政府服務」

為主題，鼓勵機關以人為本，

提出善用數位科技、公私協力

且具多元包容性之創新服務，

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永續發

展，進而提供民眾優質服務，

樹立機關之標竿學習楷模；為

了讓競賽過程透明及公開，民

眾更瞭解政府部門提供的優質

服務內容，也建置專屬網頁，

邀請民眾上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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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校園中的感動

             劉文珍

在工作時是採訪員，在家裡也是家長，因此，在新聞工

作上，十分關心教育議題，從幼稚園到大學，從校園安

全問題到校園溫馨故事，從國內到國外，全是中部文教

新聞關切的焦點。

上山下海，看見臺灣新聞的真實面，記錄臺灣教育的現

實面，還要報導臺灣教育的多元面，讓聽友跟著中部文

教新聞，認識臺灣的教育面。

（ 節錄《教育之聲 飛揚 50》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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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頻率

高雄．屏東

FM101.7

恆春 FM99.3

澎湖 FM99.1

FM105.3

嘉義．臺南

FM107.7

inf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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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一個更好的自己

             張明陽

有人說，工作是一場修行，願我們都能在這場修行裡，

遇到一個更好的自己！祝福教育廣播電臺 60歲生日快

樂、臺運昌隆！希望電臺 100週年時再一起參與盛會！



76



77



78



79



80

播出頻率

花蓮分臺 FM-1

花蓮 FM103.7

玉里 FM100.3

花蓮分臺 FM-2

花蓮 FM97.3

玉里 FM88.9

inf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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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機為轉機，贏在有想法

             黃凱昕

其實，《部落繁星》是政策宣導節目，節目就是報導各

部會在偏鄉的動人故事，但是溫暖的敘事、深刻的訪談

與精緻的剪輯，讓聽眾不著痕跡地了解行政院自 2005

年起推動的數位偏鄉應用推動計畫。

在偏鄉，青壯人力外移嚴重、人口老化。透過一步一腳

印地採訪，我們發現，有一句廣告詞說，「科技、始終

來自於人性。」或許我們更應該說，科技、永遠不能離

開人性。數位的機會，擺在眼前，但是並不是人人都能

必然享有，部分銀髮偏鄉，化危機為轉機，贏在有想法。

（ 節錄 2017成果專輯 ）

我們的廣播圓夢筆記

             林文玲

歷經長達 4個月的廣播實務基礎課程與見習實作，14

位參加花蓮分臺辦理的「2018年新住民廣播人才培訓」

的新住民「聲」力軍，終於正式結業，未來可望加入教

育電臺廣播主持人行列，在空中為族群發聲。

看著原本害羞、膽怯的學員，如今能大方站在臺上自信

地分享學習歷程，文玲心中充滿悸動。很多姐妹感謝我

一路陪伴她們學習成長，給予許多協助和指導，其實，

在她們身上我看到永不放棄、挑戰自我的韌性和勇氣，

還有相互扶持、心心相惜的溫暖。畢業不是結束而是新

的開始，希望每位學員都能持續這份熱情 ,從此刻起，

讓夢想起飛、逐夢踏實。（ 節錄 2019成果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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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槓銀髮族，樂齡DJ 開麥

             林文玲

《左岸咖啡館─上流人生》邀請樂齡大學銀髮長輩，每

月一次輪番上陣，擔任素人廣播 DJ，除了分享退休生

活規劃、理財、健康養身、膳食調理、醫療照護及終身

學習等議題外，也鼓勵銀髮聽眾，透過不斷學習及挑戰

自我，活出精彩的上流人生。

每位樂齡學員都十分珍惜這次意外的學習機會。為了扮

演好廣播 DJ的角色，開播前就召開好幾次節目製播會

議，擬定每個月的主題，排定輪值表。因應主題，自己

找題材，寫腳本，還花時間到電臺練習，那份認真和熱

情真叫人感動！

（ 節錄 2019成果專輯 ）

聆聽北坡面植生的故事

             吳采璋

那一年，從一篇退休林務人員的報導中，我發現了一個

陌生的名詞「北坡面植生」，也因此觸動我的節目單元

新構想，開啟了一系列的花蓮手記；在臺灣的森林裡，

南面的山坡是充滿陽光又溫暖，相對地，在北面的山坡

則是比較陰暗潮濕的，所以南坡面的植物通常都生長得

比較風光，而北坡面卻往往被忽略了，大自然如此，人

世間也是如此！

我們社會北坡面基層的角落裡，也有許許多多的人，默

默從事著相當具有價值的事，卻很少受到重視，就好像

「北坡面的植生」一樣；以說故事的方式，我採訪了花

蓮獨特的事蹟，探討現實社會隱藏的溫馨，或許衍生的

扭曲質變，這樣的報導讓我的人生充滿意義，也是我在

電臺工作的「紅利」。

（ 節錄《教育之聲 飛揚 50》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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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頻率

臺東分臺 FM-1

臺東 FM102.9

臺東分臺 FM-2

臺東 FM100.5

inf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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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成效與
資訊創新

達到節能省電之目標

發射機房熱氣導流系統（2011）

            陳建和

榮獲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102年政府機關及學

校節能減碳創新應用獎」全國第一名殊榮。

改善市區與偏鄉收聽品質

完成鯉魚山發射臺架設（2015）

            陳建和

將地方網遷移至臺東市區鯉魚山，與漢聲電臺共塔共天線

運作，機務互相支援，節省人力負擔；如此不但讓市區聽

眾獲得優質之收音品質，並且提升偏鄉廣播收訊品質。

節目製播系統提升

分臺Winmedia 節目製播系統建置（2019）

提升節目製播品質暨製播環境

播音室隔音暨殘響改善整修工程（2020）

解決活動人潮需求

增置預鑄式鋼筋混凝土移動式廁所（2019）

             譚  浩

近年於戶外廣場舉辦聽友活動，廁所使用需求大增，但坊

間的移動廁所多為塑膠材質，不易維持清潔，造成民眾觀

感不佳；在綜觀種種優缺點後，「預鑄式鋼筋混凝土移動

式廁所」成為解決安全管理及廁所不足之最佳解決方案。

設置完成後，順利通過 2019年《幸福「新」生活》聽友

會的人潮考驗。

卑南發射臺順利修復

天秤颱風災損（2012）

錄播系統數位化

主控室暨錄音室數位化節目
控制系統建置（2015）

尼伯特颱風的危機與轉機

發電機房新建工程順利完成（2017）

            陳信吉

2016年7月8日尼伯特強颱侵襲，臺東分臺遭受嚴重災損，

亟需修繕設施與更新損壞之設備，經專案向教育部申請「尼

伯特颱風災損修繕計畫」，將危機化為轉機，「臺東分臺

發電機房及庫房改建工程」就是經典案例。

發電機房原為一鋼架結構鐵皮屋，颱風侵襲後，鐵捲門、

側門不銹鋼門毀損變形，人員無法進入發電機房應變，爰

將發電機房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之房舍。經由同仁一年

半的努力，發電機房新建工程在 2017年 12月 26日完工

驗收啟用，讓臺東分臺有了一棟小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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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聽友，我們相見歡

            胡紹謙

感謝聽友的支持與愛護，電臺以回饋聽友的心來舉辦年

終聽友會，自 2017年開始，分臺首次下鄉舉辦聽友會

活動，獲得熱烈迴響，之後再度串連閩南語節目主持

群，讓多位聽友遇見平時只在參加節目 call-in時才認

識的主持人，現場彷彿一場認親大會。

(節錄 2019成果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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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發聲的管道

            胡美足

臺東縣在綠能電源產業上起步稍慢，藉由「陽光臺東 

邁向綠能自主」專題報導，讓更多民眾認識綠能相關知

識，並喚起以綠能產業友善土地，建立環境保護意識。

此專題在時間非常緊迫的情況下生出，所幸自己不放棄

的性格，加上平日追蹤蒐集相關議題，若需要再補充音

源資料時，便要急速地與達魯瑪克部落族人及專業人士

聯繫，安排時間、開車前往，順利完成專訪並在截稿前

投件。

平常就要關心臺東的各種議題，同時累積素材；有時候

在別人眼中，或許只是偏鄉小事，但對當地人來說，卻

是影響臺東生活的大事件，若這不是新聞，那什麼才是

新聞呢？而我們就是發聲的管道！

（ 節錄 2018成果專輯 ）

感謝各分臺支援前線

            李思瑩

「幸福消費，婚秒必爭」系列報導，因為涉及廣泛的專

業領域，就需要採訪各樣的專業人士，但是我在臺東較

少有可受訪的人，此時就得想方設法，公差或請假到外

地找人，剛好有臺北同仁的幫忙，接觸到相關人士順利

完成採訪，有時候，製作一個節目還真的需要許多的資

源及恰巧的時機呢！

（ 節錄 2018成果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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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4  

1960.3.29  

1966.6.23  

1971.9.1  

1973.12.19  

1975.10.20  

1978.5.1  

1982.4.16  

1982.12.1  

1983.2.1  

1984.2.15  

1987.4.1  

1987.6.15  

1987.12.16  

1988.9.30  

1991.1.30  

1992.8.25  

1993.8.24  

准予籌設教育廣播電臺

教育廣播電臺正式開播（上圖）

宋乃翰擔任第一任臺長（左圖）

劉家駿擔任第二任臺長

開播 FM節目

俞濱擔任第三任臺長

詹利美擔任第四任臺長

「本臺組織規程修訂案」

奉教育部轉行政院核准

張俊傑擔任第五任臺長

本臺印信及臺長之章正式啟用

彰化分臺正式開播

朱振昌擔任第六任臺長

高雄分臺正式開播

本臺出版《教育廣播網》年刊

臺東分臺及花蓮分臺正式開播

俞光澤擔任第七任臺長

宜蘭轉播站正式開播

本臺教育廣播月刊創刊號發行

1994.3.1  

1994.9.1  

1996.3.11 

1998.6.15  

1998.10.21

 

1999.2.23  

1999.7.1  

1999.9.20  

2001.1.16  

2003.6.30  

2003.7.7  

2004.6.23  

2007.6.29  

苗栗轉播站正式開播

總臺延長二十四小時播音

澎湖轉播站正式開播

臺南關子嶺轉播站開播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組織條例》公布

電臺改制為教育部一級機關

本臺改編新制之掛牌典禮

正式啟用衛星傳送訊號

基隆轉播站正式開播

陳克允擔任第八任臺長

金門轉播站正式開播

恆春轉播站正式開播

主辦首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

本日舉行頒獎典禮

馬祖轉播站正式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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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本臺肩負推動音樂教育之任務，負責辦理 9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從本日開始，歷

時一個月，參賽隊伍多達 1,160隊，頒獎典

禮在 4月順利舉行。(上圖 )

花蓮分臺第二調頻文化網開播

花蓮分臺第二調頻文化網舉辦開播茶會暨記

者會，近百位嘉賓共襄盛舉。

彰化分臺之數位資訊中心啟用典禮

由臺長陳克允主持，共有教育部次長吳財順、

社教司長柯正峰、總務司長蘇德祥及彰化縣

長卓伯源等貴賓參與典禮。

本臺獲頒教育部 99年度政府服務品質獎

教育部部務會報舉行「教育部 99年度政府服

務品質獎」頒獎典禮，本臺在受評之 19個教

育部所屬機關當中取得優等，獲得教育部長

吳清基的表揚。

本臺獲頒第 45屆廣播金鐘獎 4項獎座

臺東分臺《生活 PDA－後山鄉土記事》榮獲

教育文化節目獎、彰化分臺《鳴哩哇啦尋寶

隊》榮獲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臺北總臺

《摩登原始人》榮獲社區節目主持人獎及《世

界夢想音樂廳》榮獲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本臺獲頒第 46屆廣播金鐘獎 2項獎座

臺北總臺《人人都是科學人》榮獲教育文化

節目主持人獎、《柔軟心人間情》榮獲社會

服務節目獎。（上圖）

臺東分臺舉辦年終聽友會

分臺長頒發節目志工與兒童新聞小主播感謝

狀，並安排各項表演與摸彩活動，分臺同仁

全體出席、共同合作，聽友會圓滿落幕。

花蓮分臺編導吳采璋榮獲金舵獎

花蓮分臺編導吳采璋因常年投身青少年輔導

工作，績效卓著，獲中華民國觀護協會評選

通過，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屆金舵獎得獎人。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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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公布教育廣播電臺組織法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組織法業經總統 101年 2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100022861號令公布。

教育廣播電臺完成組織改造

本臺組織改造後處務規程及編制表奉核定自本

日施行；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教育電臺內部單位

設有 5組 3室，原所屬 4個分臺改為派出單位，

完成機關瘦身，讓電臺指揮調度更具彈性。
臺中節目中心啟用典禮

臺中節目中心舉辦啟用典禮，邀請教育部社教司

副司長熊宗樺、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等貴賓蒞臨

指導，活動圓滿完成。

第八任臺長陳克允退休生效

本臺第 8任臺長陳克允自願退休生效，所遺臺

長職務由副臺長李方琪暫行代理。

榮獲行政院研考會第 4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本臺製播優質節目及提出 4項創新服務，榮獲

研考會舉辦第 4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肯定。

本臺獲頒第 48屆廣播金鐘獎 6項大獎

臺北總臺《少年超優 show》榮獲少年節目獎、

《有原來相會》榮獲社區節目主持人獎，《晚安

故事屋》獲頒音效獎、《音樂地球村》榮獲流行

音樂節目獎、《數位匯流下的雲端廣播》榮獲研

究發展獎；彰化分臺《我愛福爾摩沙》榮獲兒童

節目主持人獎。

本臺獲頒第 47屆廣播金鐘獎 7項大獎

臺北總臺《溫馨快遞》榮獲社會關懷節目獎、

《世界夢想音樂廳》拿下藝術文化節目獎及藝術

文化節目主持人獎，《臺灣鹹酸甜》獲頒綜合節

目獎、《人人都是大明星》獲兒童節目主持人

獎、《少年科學週報》獲少年節目獎主持人獎、

《溫馨快遞》獲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上圖）

第 9任臺長張瑀真交接典禮

新任第 9任臺長由教育部奉令聘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教授張瑀真接任。（上圖）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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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週年臺慶，號召全臺青年大淨灘

11所大學、12所國高中，超過 700多位熱血

青年，在新北市萬里區國聖埔海灘、彰化縣

福興鄉漂流木藝術區、高雄市旗津區海水浴

場、花蓮市花蓮溪出海口、臺東市海濱公園

沙灘等地，捲起衣袖，加入淨灘行列。（上圖）

第 9任臺長張瑀真歸建生效

教育部同意本臺第 9任臺長張瑀真歸建，回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任教，遺缺由副臺長李方

琪代理。

本臺獲頒第 49屆廣播金鐘獎 6項獎座

臺北總臺《少年大法師》榮獲少年節目獎、

《人人都是大明星》榮獲兒童節目獎，《有

原來相會》獲頒社區節目獎、《少年超優

show》榮獲少年節目主持人獎、《轉角有藍

天》榮獲社區關懷主持人獎；臺東分臺《自

然筆記》榮獲教育文化節目獎。

第 10任臺長王育群交接典禮

新任第 10任臺長職缺奉行政院核派教育部參

事王育群接任，由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監

交。(上圖 )

臺東分臺獲頒節能減碳創新應用獎

臺東分臺以研發卑南發射臺「發射機熱氣導

流系統」，獲得「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

計畫─102年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減碳創新

應用獎」全國第一名之殊榮。

本臺獲頒第 50屆廣播金鐘獎 6項獎座

臺北總臺《幸福聯合國》榮獲教育文化節目

主持人獎、《用心聽臺灣》榮獲綜合節目及

綜合節目主持人雙料大獎、《音樂二三事》

榮獲非流行音樂節目獎、《小偵探看媒體》

榮獲兒童節目主持人及兒童節目雙料大獎。

培德之聲開播典禮，本臺提供優質節目

參加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培德之聲」開

播典禮，日後將提供優質節目於獄所播送，

並協助錄製早晚問候語及新聞發布等，發揮

廣播淨化心靈的正面影響力量。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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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新主控室數位化節目控制系統

主控室數位化節目控制系統建置案完成驗收之

後，新系統逐步進行新舊系統切換，並完成全線

上線作業，運作正常。

設置關懷臺東專頁，報導尼伯特颱風重訊

尼伯特颱風挾帶 17級陣風侵襲臺東地區，造成

災情慘重，為加強風災新聞報導，臺東分臺動員

記者隨行採訪總統、行政院長、教育部長及文化

部長等勘災行程，並於本臺網頁特別設置「關懷

臺東」專頁。

本臺獲頒第 51屆廣播金鐘獎 3項獎座

臺北總臺《賽恩思遊樂園》榮獲企劃編撰獎、

《拍律遊樂園》榮獲流行音樂節目獎、《自然有

意思》榮獲綜合節目獎。

本臺推薦主持人蔡文祥

獲頒第 12屆原曙獎

《有原來相會》節目主持人蔡文祥經本臺推

薦，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第 12屆原曙獎─促

進原住民族社會發展有功團體暨人士，獲頒

原住民個人─公共事務類之傑出成就獎。

連線全臺，倒數計時迎接新年

迎接新年，本臺製播「超級新年在一起─

2016年教育電臺跨年特別節目」，除了連線

各分臺報導各地跨年實況及介紹新節目，臺

長王育群也蒞臨現場跟同仁及聽友一起倒數

迎接新年。

第 11任臺長謝忠武交接典禮

本臺第 10任臺長王育群榮任教育部青年署副署

長，第 11任臺長由行政院令派教育部參事謝忠

武接任，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親自監交。(上圖 )

正式接管獻堂館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點交獻堂館予本臺，本臺自本

日起正式接管獻堂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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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採訪福衛五號衛星發射升空

本臺新聞組採訪員林宜箴，自本日起為期 10

天，遠赴美國採訪我國第一顆自主研發的衛

星「福衛五號」發射升空，並前往位於美國

矽谷的「臺灣創新創業中心」報導，每日發

布最新消息之外，同時製播多個科技教育新

亮點新聞專題。（上圖）

自行研發之節目管理系統正式上線

為提升本臺錄音室預約、授權書、音樂使用

清單、節目紀要等系統使用效率及整合性需

求，節省節目組、編導及主持人行政作業時

間，由本臺研發「節目管理系統」完成系統

初版設計，本日正式上線使用。

本臺獲頒第 52屆廣播金鐘獎 4項獎座

臺北總臺《世界樂來樂好聽》榮獲兒童節目

獎、《麻吉同學會》兒童節目主持人獎，《不

單單是藝術》獲頒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少年超優 show》榮獲企劃編撰獎。

推動學校廣播教育論壇

舉辦「廣播有意思」推動學校廣播教育論壇，

邀集業界資深廣播人、傳播學界師生、本臺

同仁等單位出席，並以「World Café」模式

進行，針對廣播面臨的困境與挑戰進行深度

對話與討論。

本臺獲頒第 53屆廣播金鐘獎 5項獎座

臺北總臺《賽恩斯遊樂園》奪下最佳兒童節

目獎、《自然有意思》榮獲綜合節目獎，《少

年超優SHOW》獲頒少年節目主持人獎、《人

生路歌聲情》洪世昌榮獲社會關懷節目主持

人獎、《青年轉動全球》榮獲企劃編撰獎。

全面上線使用節目數位製播新系統

「建置節目數位製播系統採購案」本日新

系統切換上線使用，所有播音室全面使用

Winmedia新系統；隔日，主控室切換新系

統節目流程播出，新系統正式全面上線使用。

歡慶臺東分臺 30週年

臺東分臺今日歡慶 30週年臺慶，同時舉辦

「幸福新生活」首場聽友會，熱情民眾，冒

雨到場同歡，參與一系列慶祝活動，場面熱

鬧溫馨。（上圖）

本臺入口網取得無障礙標章認證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多次檢測修正後並重

新提出申請，本日取得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檢測等級 A標章認證。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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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擂臺語料庫釋出記者會

臺長謝忠武與數資組主任共同出席科技大擂臺

語料庫釋出記者會，有關本臺與北科大合作產製

之語料，已在國網中心之資料集平臺中供學術及

產業界進行非營利研發運用。

第 11任臺長謝忠武退休生效

本臺第 11任臺長謝忠武自願退休生效，所遺

臺長職務由副臺長李方琪暫行代理。

赴美採訪福衛七號衛星發射升空

本臺新聞組記者林宜箴赴美採訪「福衛七號」衛

星發射升空，提供《文教新聞》連線採訪報導，

所有記者分工蒐集題材與資料，傳送發射最新訊

息，共計製播相關報導 14則、2則影音新聞、4

則電話連線報導。

第 12任臺長邱乾國交接典禮

在教育部長潘文忠監交下，新任第 12任臺長邱

乾國接過印信宣誓就職，正式擔任臺長職務，多

位教育部長官、社教館所代表及廣播界嘉賓共同

與會。(上圖 )

本臺獲頒第 55屆廣播金鐘獎 6項獎座

臺北總臺《地球探險號》獲頒兒童節目獎，「數

位化廣播體驗─麥寶電波行動錄音室」獲得創新

研發應用獎，主持人陳端慧分別以《青春創學

院》奪下少年節目主持人獎、《世界夢想表演

廳》榮獲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自然筆記》

范欽慧榮獲教育節目主持人獎，高雄分臺《寶島

記事簿》榮獲企劃編撰獎。

本臺獲頒第 54屆廣播金鐘獎 3項獎座

臺北總臺《酷客科學道館》拿下兒童節目獎、

《crazy實驗室》獲得少年節目主持人獎、《閃

亮新臺客》社會關懷節目獎。（上圖）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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