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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廣電產業數位策略的比較研究：歷史與展望 

 

 

一、 研究題目及其意義、價值 

本研究題目為「客家廣電產業數位策略的比較研究：歷史與展望」。 

從1990年代開始算起，網際網路在歷經二十年溝通技術整合與發展，以及

圖形化介面後，成為地球村成員在跨越千禧年之際，最重要的溝通與訊息傳輸

工具。每個領域的研究者都為網際網路的能力做了各式各樣的闡述（如：Beck, 

1999; Castells, 1996, 1997,2000; Levinson, 1999等），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否認網

際網路在模塑新興社會模態中的指標地位（劉慧雯，2008）。 

2004年，網路觀察家 Tim O’Reilly 提出了「web2.0」的概念，用來描繪透

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內容（O’Reilly, 2006）。Web 2.0並非技術上的突

破，而比較是網際網路使用上的「殺手級應用」（killing application）。簡單來說，

web2.0透過介面設計，讓原本只能「瀏覽」網路的功能，擴增到每個人皆可以

「傳送」資訊到網路上。也正是因為打破了過去被媒體機構壟斷資訊通道，使

得網際網路從 web2.0起，成為深具民主意涵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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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網際網路是否具有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功能，仍是眾多學者、

理論家爭論不休的議題（參見：鄭德之，2001；胡敏琪，2002；林靖珠，2003； 

劉慧雯，2008；Down, 1957; Berry, 1984; Rosenstone & Hansen, 1989; Aldrich, 

1993;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93; Leighley, 1996; Cogler & Loomis, 1998; Hur-

witz, 1999; Bimber, 2001:58; Dahlberg,2001; Selwyn, 2004等）。然而，對媒體產業

來說，在公元2000年之後，不論經營的是紙媒、廣播或是電視媒體，若不能察

覺數位化的潮流，擬定因應策略，就幾乎等於斷送在媒體產業中的未來。於是，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媒體紛紛成立數位平台。從聯合報系在200年成立「聯合線上

股份有限公司」，到2013年天下雜誌以「獨立評論@天下」試圖設置理性思考與

公共辯論的空間，web2.0正在改變媒體與其閱聽人之間的關係。 

2008年之後，台灣的媒體環境再次受到媒體科技的影響，進入嶄新的「社

群媒體」（social media）時代。雖然早在2006年，台灣已有社群媒體 Plurk 與

twitter 的引入，但2008年臉書（facebook）的繁體中文版，才是引爆媒體社群化

的關鍵。截至2014年中為止，台灣地區每月登入臉書的活躍用戶有高達一千五

百萬個，在總人口中滲透率高達65%，使用率則更衝高到88%；兩個數字都是

全球之冠（張家嘯，2014年6月27日）。行動上網的部分，台灣的上網率在2015

年8月上升至80.3%，上網人數則高達1,883萬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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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這些現象與數字顯示，「數位活動」在今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

中，再普遍不過。 

在此同時，客家廣電產業是否也跟上一般人數位化的程度，採取了相應的

數位策略呢？這是本研究希望探究的問題。 

本研究所稱「客家廣電產業」是指以客家語言播出、以客家地區為放送範

圍的廣播電視事業組織機構。本研究選定能以無線、有線、高畫質電視等數種

在台灣脈絡中接收到的客家電視台為研究對象，試圖瞭解客家廣電產業的數位

化可能。由於地方廣電媒體之組織、經費、員額，乃至於功能、目標等皆與客

家電視台不同；且客家電視台屬半公共電視性質，因此，要比較客家電視台在

廣電產業中的狀態，應以公廣集團內其他頻道為比較對象為宜。同時，為避免

因單一的社會文化環境侷限了數位化策略的想像，本研究另外選擇以日本公共

電視頻道「日本放送協會」（NHK）為另一個比較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訪談方法，瞭解目標廣電媒體的數位策略；並

透過比較研究，提供國外媒體數位策略，作為客家電視台組織經營之參考。 

本研究希望瞭解，客家廣電媒體在收視率有限的情況下，面對數位與行動

載具的風行，是否也跟上了時間的腳步，發展出數位策略，從而開展新的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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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過去的研究調查顯示，客家廣電媒體的收視群主要集中在中壯年族群

（王雅欣，2011），且經常與年齡成正比（彭文正，2004，24），這使得客家廣

電媒體始終都有開發新閱聽人族群的必要。既然數位平台與行動載具已成為新

世代接收資訊的主要管道，那麼，客家廣電媒體的經營者就有必要重視其數位

策略。 

本研究所指「數位策略」可能包括：成立網站、應用既有數位平台播送節

目，或者在社群媒體上集結收視觀眾，乃至於舉辦活動等，透過數位平台完成

的傳播溝通工作。這些策略可能是零星活動，也可能是一套思索完備的系統性

轉型策略。本研究希望透過訪調，瞭解客家廣電媒體如何看待數位平台帶來的

閱聽收視效應。 

本研究在完成之後，首先能夠整理客家電視台面對數位化浪潮的因應之道，

作為其他（客家廣電）媒體的參考。再者，由於數位平台的主要使用者皆為年

齡較輕的新世代，掌握可能的數位策略，有助於各類型客家廣電媒體積極接觸

年輕族群，進而擴大客語媒體在傳遞語言文化上的實質影響力。同時，本研究

也能將客家廣電產業的歷史足跡，從紙本（如：《客家風雲》），到廣播（如：

「寶島客家電台」），到電視（如：客家電視台），進一步延伸到數位平台上。從

研究的角度來說，加上數位平台之後方能一窺客家傳播體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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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既有客家廣電媒體的數位策略作一巡禮回顧，本研究也希望透過

瞭解他國以及台灣其他廣電媒體開發數位閱聽人的策略，作為本地客家廣電媒

體應用之參考。本研究之比較研究對象為日本 NHK 電視台，以收「同為公共

電視」之比較標準。有關比較研究之說明，請見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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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文獻之回顧 

 

（一） 數位閱聽人 

數位閱聽人，顧名思義，即使使用數位媒體的收視、收聽者。而數位媒體，

在今日的媒體環境中來說明，便是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訊的傳播產業機構。自

從1973年 ICP/IP 通訊協定確定，並且由 Trustcott & Eillis 在1979年創造可以聯繫

遠距兩端使用者的 Usenet 以來，經過介面圖形化、商業化，以及器具個人化與

行動化等歷程，網際網路在2000年之後正式成為主要傳播媒體之一。數位媒體

的出現與風行，創造了與大眾媒體時代差異非常大的收視收聽族群。對於數位

媒體內容的接收者來說，網際網路不僅僅是一個載具（carrier）、一個通道

（channel），更是一個可以發言的平台（platform）。特別是在 web2.0興起之後，

透過簡化溝通介面，使得不具有數位媒體、網際網路工程背景的數位素人，也

可以快速的上手使用網際網路。 

在這個情況下，「數位閱聽人」與往常閱聽人的最大差別便可以標定在傳播

內容接收端是否同樣擁有發會、傳送資訊的可能。2006年，《時代雜誌》於12月

26日刊出當年被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的「你」(You)，也就是來自網際網路協作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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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百科、創造社交平台 MySpace 上數以百萬計多元內容的每個網路使用者。在

具體的使用情境中，數位媒體/網際網路確實引領了全球性的社會地景變化。

OECD（2007）的研究也指出，有四個因素主導了社群平台的發展：科技、社

會、經濟與法律。其中，科技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趨力(Balasubramanian, 2009)；

硬體設備的入手門檻降低，傳輸頻寬的擴大，以及上傳介面的簡化，在在都使

網路使用者越來越有意願將自己手邊的材料上傳。 

從「虛擬社群」(Rheingold, 1996)概念被提出起，人類在網路上的集結就是

重要議題。2005年，當 CBS 主播 Dan Rather 因為引用錯誤資訊報導美國總統小

布希的逃兵醜聞而引咎離開主播台，我們看到了被 Keen(2007)稱為業餘者教派

的部落客們，如何在蛛絲馬跡中抽絲剝繭，直指主流媒體的錯誤。墨西哥原住

民運動團體 Zapatista 的山中資訊戰已成為數位參與的經典（參見 Castells, 1997），

菲律賓又有手機傳遞「去 EDSA 街，穿黑衣」的簡訊，並在一小時內迅速集結

數萬人，然後四天後集結百萬人民，並且推翻總統 Estrada 的手機族行動（參見

Bociurkiw, 2001.09.10；Rheingold, 2003；Rafael, 2003）。反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西雅圖之戰（the Seattle Battle，參見 De Armond, 2000.02.29），用手機構成直

接行動網路(direct action network, DAN)顯示無線對講機、手提電腦和手機的通

訊網絡已經獲得大幅改善，而其提供的分散然後滲透，以及逃避與躲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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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都市游擊戰成功的前提（參見 Ronfeldt & Arquilla, 2001）。接著是有

「twitter 革命」之稱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以及台灣臉書社群上的白玫瑰運

動、送別洪仲丘，乃至於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後續引發的一連串政治

社會變動。這些活動除了清楚說明了網路、行動通訊裝置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

的角色，而且還特別指陳了一般人(lay people)在這些活動中的決定性地位。 

由此看來，數位閱聽人的核心至少應該包括：科技與社群。那麼，廣電媒

體，特別是客家電視台，是否注意到這兩個特徵，並且從而發展出其數位策略，

以吸引更多閱聽人的關注、停留與點閱，乃至於開展傳遞客家文化的功能呢？

這是本文想要追問的主要問題。 

 

（二） 媒體轉型概念下的數位策略：聯合報與 BBC 

自從網際網路在2000年成功商業化之後，數位發展/策略就成為各行各業都

必須面對的問題。其中，媒體因為面對閱聽人，也必須隨著閱聽人常用載具開

始思考傳播策略，積極面對數位課題。媒體的數位轉型，與其本身的體質、核

心策略以及預期達成的目標緊密相關。本節將回顧台灣兩大報之一的「聯合報」

與「英國廣播公司」的數位化歷程，嘗試為本研究所稱「數位策略」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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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媒體的數位化歷程完整，可用以作為本文理解客家電視台數位策略的藍

圖。 

 

1.聯合報的數位化歷程：歷史與解析 

2011年，台灣老牌新聞媒體「聯合報」宣布斥資五千萬元成立購物網站，

正式跨足網購市場；此一舉動不但讓網購宅經濟的平台市場顯得更為擁擠，同

時，也讓聯合報正式進入電子商務市場，成為一個除了新聞、媒體之外多角化

經營的企業集團。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的報告，成立於1951年的「聯合報」早在1999年就成立

「聯合新聞網」，試圖整合旗下所有新聞媒體，並以數位內容方式呈現。2000年，

聯合報系成立「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將報系內的內容資源整合、加值後，

以資料庫的型態推出，讓過去認為只有一天生命的新聞，成為可以隨時查詢的

「歷史素材」。這一年，聯合報將事業主體切分為傳送新聞內容的「聯合新聞

網」、查詢過刊資訊為主的「聯合知識庫」（2001年上線），以及數位出版單位

「udn 讀書吧」。就在台灣寬頻網絡逐漸成為國家政策的同時，聯合報也察覺到

網際網路內容傳輸的主要使用模式，已經從文字悄悄邁向影音。於是在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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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聯合影音新聞網，不但以小隊人馬開始製作播出影音新聞，離開熟悉的文

字工作圈，同時，更以類似電視新聞頻道的方式，開始嘗試經營 udn 新聞台。

2008年堪稱聯合報集團啟動數位轉型計畫的元年。這個從文字擴大到影音內容

的決策，在後續的網際網路應用中證明是正確的選擇；為了使影音平台成為報

系核心，聯合報更進一步在2014年成立新媒體部。聯合線上總經理李彥甫形容

聯合報集團內的數位媒體轉型策略時說，新媒體部的定位就是「媒體實驗室」，

專司與各部門協作開發新產品。雖然新媒體部的獲利模式尚未明朗，但這顆小

小的心臟，卻主導了越來越多元的事業體與內容開發。 

接下來，聯合報系內部的組織雖然沒有巨大的變化，但是，從2015年以來

小規模部門、內容專題規劃的推出，可以看出聯合報的數位化歷程已經進入成

熟接店。2015年1月份成立的編輯部數位製作人中心，隸屬於傳統聯合報最核心

的編輯部；身兼數位製作人中心總監的官振萱說，這等於是為聯合報編輯部裝

了一顆數位心臟。 

數位製作人中心的設置，最大的意義不在其數位化的程度，而是從數位平

台出發，改變新聞媒體的內部作業流程。過去，編輯部是指揮記者、發行、廣

告行銷的驅動部門；編輯部決定了哪些新聞重要、哪些新聞要追加、哪些新聞

上報。數位製作人中心成立之後，對閱聽人的判讀數據成為生產新聞的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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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數位製作人必須熟悉數據報告、網路意見氣候報告等資料，然後能

只到該生產什麼內容。 

這也就是說，數位製作人中心的設置，使得新聞正式成為一種以閱聽人/消

費者喜好為中心的商品；過去報紙內容的豐富人文意涵，以及高度依賴資深記

者寫手追蹤新聞來源、整合新聞素材的採訪寫作模式，已經不再是聯合報的核

心價值。 

數位轉型之後更換了心臟，也就等同更換了思維理路。過去，大學新聞傳

播科系畢業學子爭相將兩大報、三大報視為最佳工作選擇；大報也以聘用最優

秀人才自詡自豪。然而現在，從聯合報的例子來看，「與閱聽人合作」以及「透

過社群媒體行銷」雖然無法直接看到廣告與訂閱進帳，卻可以在悄悄累積人群

間的通路，以及來自社群的推薦意願。聯合報的聘用人才，也就因而漸漸轉向

行銷、社群經營為主；傳統新聞科系學子，已經不見得能在進入聯合報的競爭

中取得優勢。 

舉例而言，在直接面對閱聽人時，聯合報一方面成立「鳴人堂」專欄，邀

請六十多位學有專長，或背景特殊的專家寫手合作，在固定時間推出具有一定

深度的評論文章，深受網友好評。另一方面，也針對一般大眾性的讀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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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s」以及「追星圖擊隊」這兩個單元，試圖吸引對輕鬆、有趣內容有興趣

的讀者。面對行動載具的蓬勃發展，聯合報更結合自家生產之內容，推處與吃

食相關的兩款App：「去哪鵝」和「好食在」1

從聯合報的數位化歷程來看，大致可以整理出傳統紙本媒體面對數位化挑

戰的幾個路數： 

。 

(1) 文字數位化：在這個階段，紙媒首度遇到數位化的挑戰，不論從社會趨勢或

讀者訂閱或廣告業務等面向，都清楚察覺到數位化是整體社會與科技變遷的

下一階段常態。由於紙本媒體專長在創造內容，因此，將文字內容端上網路，

就成為這個階段立即可見的數位化策略。然而，在缺乏獲利模式的前提下，

數位化非常有可能直接等於「免費化」。特別是對台灣的閱聽人來說，網際

網路上的內容從一開始就是免費的，這導致媒體組織立刻面臨紙媒訂閱者流

失，而網路平台卻無法收益的窘境。另一方面，數位化對閱聽人來說是「免

費的」，但對媒體組織來說，將內容轉化為數位，卻是必須投入相當資本的

大工程。尤其數位化的工作流程，將使得既有組織工作者的工作習慣受到相

當的衝擊（參見許淑玉，2005）。 

                                                 
1 聯合報所涉及之內容不僅止於新聞，因此整個集團生產的應用程式、專題等，不勝枚舉。可

參看聯合報集團新聞中心網站：http://co.udn.com/co/newscenter。 

http://co.udn.com/co/new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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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加值服務：從聯合報的數位化歷程來看，一旦確立了內容數位方向之後，

從內容獲取利潤，就成為第二階段必須考量的課題。聯合報很幸運地將過往

的新聞報導以「聯合知識庫」的方式推出，廣泛招募企業、學校組織，以及

個人會員，以年費的方式，爭取既以內容的價值應用。不過，與此同時，持

續將紙本內容免費上網卻也造成了組織體系沈重的資本負擔。數位的工作顯

然不能單純地想像為僅僅是平台轉換工程。舉例來說，同樣是新聞媒體，中

央通訊社雖然不出版紙本報紙，但仍有大量新聞資料可以轉換為應用資料庫。

不過，中央社在投入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其查詢介面單調而無法符合個別使

用者需求，導致中央通訊社的新聞資料庫未能轉型成為挹注組織資本的生財

管道。這顯示，類比資料轉存為數位，以及釋出數位資訊的查詢介面，都需

要專業協助，以體現組織的數位化思維。 

(3) 產製原生數位內容與社群經營：從數位製作人中心的成立及其功能來看，聯

合報的數位化歷程已經進入「網路原生」概念，試圖「以數位思考數位」，

來取代「以類比思考數位」的過程。特別是，數位原生內容的產製、流通，

除了其內容的可讀性、精彩度提升外，其經營重點其實在經營閱聽社群。所

謂閱聽社群經營，其經營核心哲學不在於極大化閱聽人數量，而是一群相對

忠誠、經常造訪，甚至願意對話的讀者群。正由於內容具有吸引力、主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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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因此閱聽人可以在特定的時間、網址、寫手的範疇中，輕易取得好品質

的評論分析。更重要的是，數位閱聽人是一群有能力回應的閱聽人，技術門

檻的降低，將使得對話、斧正等工作，可以透過素人專家來進行。這一來一

往中，可以想見內容的精闢度自然提高。 

(4) 掌握行動閱聽人：不論目的或內容為何，應用程式（applications, App）的推

出，顯示聯合報開始試圖掌握以行動載具取得（新聞）資訊的閱聽人。同時，

App 也代表了聯合報從內容跨足介面，開始思索合適該組織內容的介面應該

長相如何等問題。目前台灣媒體常用的行動閱讀器，首推「新聞推播」。然

而在各家媒體爭相推出推播應用程式時，也代表單一一位閱聽人的注意力將

會被大家瓜分。換言之，掌握行動閱聽人仍舊是一門大學問。 

從聯合報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整理出傳統媒體轉型過程中，數位化策略

的思維。正如 Vickery & Wunsch-Vincent（2007）所言，科技可能是數位社群最

重要的趨力，然而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影響，也絕不可小覷。台灣地狹人稠，

有形的土地空間有限，不適合發展需要太多物理空間的產業。數位產業對物理

空間的需求較低，相對起來是合適小島發展的經濟型態。在這個前提下，由中

央政府於1996年推動成立的資訊基礎建設單位 NII（現轉型為「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會」）在這廿年間，從硬體與軟體上充實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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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基礎建設。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在2015年08月公

布的數字，台灣上網人口正式衝破八成，使用可連接網路的手機上網的比例，

也超過桌上型電腦，從2013年的32.9%擴增為52.8%。這些連網條件一方面是傳

統紙媒必須面對的新社會型態與傳播科技使用，但另一方面也從外部提供了媒

介組織的轉型契機。 

 

2.老字號公共電視 BBC：新聞遊戲化 

成立於1927年的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是

全球最老牌、規模最大公共電視體系。受到英國無線電法、皇家特許狀等英國

國內法規的限制，BBC 不論從最早的廣播服務，到1936年11月開始的電視服務，

以及2010年開始的「BBC 互動」網路服務，都獲得國家以執照費特許的方式維

持一定品質的內容產出。 

對 BBC 歷史的書寫，絕大多數的篇幅都集中在 BBC 本身為提供廣播電視

服務所發展的科技，以及英國政府本身對廣電政策的特殊看法。一直到2010年，

遊戲概念的引入，讓這個老牌公共電視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視，以及非議。 

2015年4月，BBC 記者 Mamdouh Akbiek 與 Eloise Dicker 以敘利亞難民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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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旅程的真實材料為依據，製作了一款名為「敘利亞旅程」（Syrian Journey）

的互動遊戲。這款遊戲將新聞材料蒐集在資料庫中，透過讀者/玩家親自決定這

趟旅程中的一切選擇（包括：玩家性別、逃逸路徑、是否賄賂官員等），展現敘

利亞難民逃難路程中的關鍵、障礙和生死決策。 

這款遊戲推出後，立刻引起英國國內兩家報紙的抨擊，「每日郵報」和「太

陽報」認為 BBC 將人道主義當作兒童的遊戲耍完，是極其不道德的。BBC 的

辯駁之詞認為，這個遊戲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敘利亞人的苦難，逃不逃、怎麼逃

都是一連串的「人生交叉點」；這可以將難民的真實困境帶到人們面前。 

儘管遊戲本身的道德批評嚴峻，但「新聞遊戲化」的舉措，卻非 BBC 的創

舉。我們從這個案例中看到的是，再老牌的新聞媒體，都有必要在數位時代重

新思考召回閱聽人的策略。倫敦南岸大學的新聞學教授 Janet Jones 就認為，

BBC 此舉表示新聞機構開始思索、探索互動敘事的可能性，而這點，已經說明

了傳播科技改變了人們吸收資訊的方式。進一步來說，透過不同的數位化邏輯，

「新聞」或「媒介內容」的呈現樣貌也以不同的路徑展現。在這個例子中，原

本作為休閒娛樂的「遊戲」，被拿來與向來堪稱嚴肅的「新聞內容」混搭，創造

出的可能是飽受道德批判的不三不四，卻也可能是所謂「體感新聞」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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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拿「遊戲」混搭「新聞素材」的，還有半島電視台在2014年推出的

「Pirate Fishing」（參見 http://interactive.aljazeera.com/aje/2014/piratefishingdoc/與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peopleandpower/2012/01/2012125543115407

97.html）。這個計畫將非洲國家獅子山外海盜補行動的真實新聞資料改編為動畫

遊戲，邀請閱聽人/玩家以新手調查員（junior research）身份協助 BBC 記者蒐

集資訊。閱聽人/玩家可以利用遊戲中的「證據」（evidence）功能蒐集盜獵事實，

將之撰寫為「備忘」（notes），提供給資深記者報導之用；「背景」（background）

功能則提供調查所需的脈絡與背景材料。透過「協助調查」知名，閱聽人/玩家

將深入獅子山沿岸盜補魚貨的最核心材料與意義，從而瞭解該事件的嚴重性。

原本，對台灣或全球絕大多數新聞閱聽人來說，有關獅子山的新聞、有關盜補

魚貨的新聞從來都沒有政治新聞來得刺激，也沒有娛樂新聞來得有趣。然而，

互動遊戲式新聞呈現，卻讓本不被關注的議題，以切身的方式被提及。從傳播

的效益來看，顯然是吸引眼球的另一種方法。 

另一方面，除了備受爭議的遊戲化新聞外，2013年年底新上任的 BBC 總經

理 Tony Hall 在其就職演講中提出了 BBC 的數位願景（參見李羏，2014）。從該

講話中大致可以了解，BBC 的數位願景多以「閱聽人個別化服務」為主軸，以

數個專案計畫的方式，發展在新媒體上的媒體工作。根據李羏的整理， Hall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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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十個專案主要是透過 iPlayer 機制，讓閱聽人可以自行編排節目表、回溯節

目；同時，透過巨量資料演算機制，提供推薦清單給每位不同的閱聽人。 

從這些願景看來，BBS 不但重視數位閱聽人，重視個別閱聽人的不同需求，

同時也關照近五年來非常流行的大數據運算在 BBC 營運上扮演的角色。這一點，

與聯合報數位製作人中心要求每位製作人察看數據報告的作法不謀而合。這也

顯示，所謂「數位」一方面是指內容格式可被計算機存取，另一方面則指計算

機所存取的資料，可以進一步統計、清洗、產生關於閱聽人的新資訊。這一塊

通常被稱為「後設資訊」（metadata）。 

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所謂「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 Leadbeater, 

2007; Tapscott & Williams, 2006）指出使用者創造的是一種「生產經濟」而非過

往的「消費經濟」。不過，一方面，真正的創用者為數仍少；另一方面，這些使

用者真正創造的「利潤」，其實是內容上傳與消費時留下的使用者資料（user 

data）；這些後設資料因為具體描述了潛在消費者的行為趨向，才具有商業價值。

像聯合報這樣的商業媒體，自然在意能夠描繪消費者行為趨向的資料；但對

BBC 這樣的公共媒體來說，若不能掌握其閱聽人，該媒體機構的未來可想見只

能往下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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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新聞，或遊戲型新聞的出現，顯示出新聞媒體對「新聞」以及「媒

體」，乃至於「閱聽人」的想像皆已超乎類比的界線。「新聞」不但是寫作、閱

讀，更是體驗與涉入（involve）；「媒體」則再也沒有文字、影音、數位的界線，

而處於匯流、彙整的狀態，端看哪種呈現（performance）最合適；至於「閱聽

人」則同時有資訊接收者、互動遊戲玩家，乃至於「可能的消息來源/報導者」

等多重身份。從這裡看來，數位策略實際上代表了媒體組織面對次世代的思維

與因應邏輯。而數據分析作為媒體數位化策略的一環，則代表了媒體對於閱聽

過程中留存下來閱聽人行為紀錄，有著更積極的解讀企圖。這些都代表了數位

歷程的可能面貌。本研究正是要在這樣的基礎上，對客家電視台數位策略、數

位歷程進行探究，透過比較方式，理解客家電視台目前採取之策略顯現了什麼

樣的世代思維，從而可以分析現有策略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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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訪談方法 

「訪談方法」是一個統稱，為符合研究目標，還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探索

性研究」與「深度訪談方法」。 

黃俊英（1996）認為，根據研究目的，可以將研究設計為兩大類：探索性

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與結論性研究(conclusive research)。其中，探索性研究

是為了釐清與定義一個問題的本質所做的初始研究。探索性研究不一定能像結

論性研究那樣找出有明確界定的研究問題與架設，也可能無法以結構式的方式

進行研究。不過，探索性研究卻能發掘、洞察新的想法、觀念與見解。（也可參

見 Churchill, 1995; Zikmund, 1994） 

也就是說，當研究者所面對的是一個較為混亂、不明的現象時，採取探索

性研究訪談方法，可以擴大蒐集材料的範圍，讓與該現象有關的聲音、解釋都

可以自然浮現。本研究立基於既有地方新聞的研究基礎上，已經有了相對明確

的研究問題，因此可以採取「深度訪談方法」，以明確地針對主題蒐集研究資料。 

Miller & Crabtree（1992）指出，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主要可經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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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錄製（例如：錄影錄音）以及訪談三種方式取得。Malhotra（1993）認為

深度訪談法是由面談者使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因而也就是

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用來發掘受訪者的基本動機、信念、態度等。

在深度訪談過程中，訪談者應該盡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勵受訪

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中，針對訪談主題盡可能地就自己的意見或經驗提出

主觀的談論、看法與評論。 

本研究立基於既有的研究經驗上，因此，對於現象描繪、問題掌握等，已

經進入非常明確的階段。由此，我們可以確認，本研究應該使用深度訪談方法，

以發掘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度以及對事物現象的詮釋。 

 

（二）研究架構：客台與 NHK 的分析比較 

為了理解客家電視台截至目前為止數位化策略的歷程，以及未來可能的發

展方向，本文選定同屬於公共媒體的日本放送協會（NHK）為參考點，試圖瞭

解客家電視台是否已經能夠面對數位化浪潮。本研究將訪談 NHK 東京放送中

心研發與科技部門人員，瞭解 NHK 曾經與正在執行的數位化工作；本研究的

訪談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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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HK 組織架構中，哪些部門涉及數位化決策？ 

(2) NHK 曾經嘗試的數位化工作有哪些？失敗與成功情況如何？原因為何？ 

(3) NHK 目前主要的數位化工作為何？進度與目標為何？ 

最後，作為本研究的研究目標，本研究也將訪談客家電視台主管，瞭解各

部門數位化思維的主要架構。其中，本研究試圖瞭解以下題項： 

(1) 客家電視台執掌數位化的是哪些部門、人員？ 

(2) 客家電視台已經執行的數位化工作有哪些？成效如何？（是否曾評估過） 

(3) 客家電視台是否規劃未來數位化策略？內容為何？ 

基於以往成功自紙媒、廣電媒體基礎上發展出數位策略的案例，吾人已經

可以瞭解到所謂「數位化」不緊緊只是將內容轉化為數位型態，還需要重新瞭

解閱聽人、頻道/管道，甚至經營特定一群人組合成的社群媒體。在此情況下，

透過查詢數位化策略，可以清楚得知一個媒體組織的思維邏輯，甚至預先預測

數位化的程度，以及成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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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結果分析 

為了了解客家電視台的數位化歷程與展望，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

日本放送協會對數位化策略的既有工作、目標與期望；第二部分則呈現對客家

電視台主要擔負數位化行銷工作的部門主管與專員的訪談。本文的分析，除了

呈現客台已經進行中的數位化工作外，另外也希望透過比較 NHK 與客台的工

作內容，指出客台在現有資源下有可能進行的數位化工作。 

 

（一） 日本放送協會：公共媒體、商營媒體與政府部門間的協調 

本次訪談的是曾於民間放送聯盟、OTT 規劃單位（政府部門）與 NHK 任

職的村上圭子小姐。根據受訪者的說明，他自己的工作經歷，嚴格說起來是由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主導，透過分別進入民間放送機構以及政府部門，深入瞭

解各單位對於面對新媒體、數位化的態度與合作意願。 

首先，由於 NHK 在日本的媒體生態中除了扮演公共媒體的角色外，同時

也由放送文化研究所負擔媒體政策研究的工作。因此，在數位化過程中，NHK

作法並非由一般人使用的科技所帶領，相反地，NHK 是先確立了數位化本身的

關鍵地位，然後再編程部門成立數位編輯小組，然後由此小組負責制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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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監察數位化工作的進程與效果。 

「數位編程」負責的工作，包括隨選、數位內容中心、部落格、社會網絡

平台以及所有 NHK 各項工作的網路首頁。除此之外，2012年之後，總管數位

電視的日本中央政府總務省為了提高數位播放率，成立「媒體企劃室」，在

NHK 集團中主導數位產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數位編程、媒體企劃等，

都使用「編碼」（code）概念，取代「數位」（digital ）概念。原因是媒體企劃

室認為，不論是目前面對的數位化，或者未來可能出現的欣的通訊模式，其核

心都在於編碼製程工作的順利轉換。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總務省則成 NHK

進行新科技討論時，已經注意到此次所面對的科技環境，並非特例，也非最終

的答案，主事者的工作不是跟著科技轉變打帶跑，而是建立核心思維。 

除了網站工作外，媒體企劃室與數位編程也實質負責 NHK 所有部門的

APP；目前 NHK 所有部門擁有12個 APP，不過，並沒有一個統合的工作將這些

APP 整合起來，仍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經營）。 

受訪者目前所屬的放送文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與媒體企劃室之間形成類似

幕僚單位的關係。受訪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則是試圖聚合電視與手機。由於

手機播載的正是數位化編碼後的內容，因此，電視的數位化本身就可以直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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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下載、播出、收視。然而目前整個日本的媒體環境中，只有 NHK 積極進

行電視內容數位化後在手機上播出的推廣工作，民間放送機構對此項工作仍處

於觀望，或礙於經費龐大無法投入的狀態。NHK 受總務省監督，有責任排除電

視內容手機化的障礙。 

受訪者特別說明，在日本放送是指微波、放送，而 media 是指所有的媒體，

所以是指整個內容都往所有載具去做。因此，這是一個企業轉型的轉變，不只

是編碼模式的問題；也就等於將 NHK 從放送局轉變成媒體集團。這中間首先

牽涉到的當然就是收視費問題，例如手機看所有頻道就付一筆錢，另一個想法

是免費給你看，從公共的角度切入。換言之，NHK 的數位化工作，實際上是媒

體轉型，而非因應數位編碼所進行的碎裂化工作。 

受訪者在提及 NHK 數位化歷程可能的發展方向時提到，由於 NHK 數位化

實則為媒體轉型工作，因此在面對民間放送聯盟公平競爭要求時，一方面需面

對收視費收取的合法合理問題，另一方面又需要出面整合從技術端、內容端到

收視端的各種技術門檻。不過，即便在此情況下，NHK 仍自311地震後對內容

製作、社群媒體綜效等提出了屬於公共媒體的責任論觀點。 

受訪者認為，年輕是帶越來越依賴手機，越來越遠離電視機，造成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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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費收取上的巨大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除了傳統上認為「以製作好節目來

吸引年輕收視戶」外，另外還倡議導入收視端為內容共同製作者的概念，讓公

共媒體不僅在收視端屬於大眾，更在內容製作端就吸納大眾的製作能量。受訪

者說： 

這個方式的設計就是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到裡面來。本來是自己提

案、製作、審查，然後就播了。現在是一起來參與、製作、播送，於是

目標就是前面那個「邀請」。這是 NHK 轉型之後的核心價值。就算是現在

的所謂 Smart TV，那也只是一小部分，主要的還是手機，所以思考的邏

輯要整個改掉，重新定義公共性，統合思考參與製作的意義，然後可以

結合主要的科技。 

因此，包括從社群媒體中簡訊資訊、查證完畢後將現場資訊上傳到 NHK

經營、具有 NHK 品牌效應的社群媒體帳號上；到發展區域性協做媒體，以取

代過去由 NHK 特派員通吃資訊生產工作等。都試圖將「資訊生產工作」轉化

為公民參與活動的一環。這些正在進行中的活動，目前尚在等待政府部門、

NHK 主事者確認為未來十年 NHK 的重要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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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電視台數位化策略：兩個階段 

相較於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協調與幕僚工作，客台行銷部所面對的是

第一線的實戰工作，並且要在法規限制下嘗試幾乎所有數位行銷可能。本研究

訪談行銷部經理潘玉玲與社群媒體小編，從中試圖瞭解客台過去五年的數位化

策略與實際工作。然後，根據這些策略痕跡，發展未來應該側重的建議。 

 

1.集團綜效 

在客台的數位化歷程中，有相當一段時間是附加在公共電視集團主頻道的

數位化策略上。舉凡依附發行電子報、配合高畫質政策，乃至於社群媒體數據

分析等，可以說亦步亦趨，也可以說配合集團，或從「集團成員」的身份中獲

得協助。不過，在過去的數位化工作中可以清楚看到，客台由於目標閱聽人相

對較少，且有時侷限於特定族群人口，加上「客家」雖然是台灣重要族群之一，

卻與數位原住民關切的議題本身有相當距離，因此，公視主頻道的數位經營策

略，不一定能在客台活化數位策略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受訪者提到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在三年前客台行銷部主動停用的公視電子

報服務。公視電子報服務每日發行，受限於系統，客台則每週二發送；這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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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從客台進入公廣集團開始辦理，直到2013年結束。客台行銷部剛決定停辦電

子報時，曾有公視行銷部門的同仁特別提醒客台，電子報的訂閱超過三萬，對

比於客台舉辦其他項活動、收視率調查所獲得的受眾數來說，不可小覷。然而，

在經過一連串測試之後發現，這三萬的訂閱戶中，有相當數量屬於不確定狀態。

除了寄發郵件的電子信箱不再使用外，也難以確定每一次發送電子報如何被閱

聽人取讀。在資訊流動越來越快速、來源越來越多元的情況下，受訪者直言，

電子報的核心議題不再是如何蒐集更多電子郵件信箱，反而是內容設計、發送

曝光設計等工作。 

事實上，這並非客台獨有的數位疑慮。即使是公視主頻道的電子報，或曾

發送電子報的各單位，都有可能遭遇類似的困境。其起因在於，即時通訊軟體、

社群媒體已經取電子郵件在數位生活中的關鍵地位，透過電子郵件信箱發送的

電子報自然也就失去了接觸閱聽人的管道。這可以說是資訊社會基礎樣貌的改

變。不過，對本研究來說，核心的問題其實在於使用/借用這些資訊通道的行銷

部門如何看到該通道的消失，以及如何決定在對的時機放棄對該通道的依賴。 

本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在公視集團發送電子報的系統上，最早「撤退」

的即是客台。事實上，客台除了更早瞭解到電子報以非主要的資訊通道，同時，

在有限人力與資源的情況下面對包括社群媒體、行銷交換等工作，客台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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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捨棄某些既有通道。由此觀之，數位時代的行銷策略除了並非一蹴而幾，

甚至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 

社群媒體興起之後，客台的數位行銷工作也擴展到 SNS 平台上。特別是在

2015年年初受到廣大注目的戲劇作品「出境事務所」，更可以說是讓客台領會到

社群媒體威力的作品。不過，如同電子報，由於2016年是客台的「HD 年」，大

量資源挹注於高畫質電視，使得包括行銷部在內的資源跟著變動，因此，客台

自己其實尚未發展對社群媒體的監測。不過，由於「出境」的爆紅，使得已經

展看社群監測的公視主頻道在2015年初也在商業社群監測軟體的採購中，加入

了對「出境」的觀察。另外，資策會提供的素材，也成為這一波客台觀察社群

操作成效的重要資訊來源。 

根據受訪者說法，包括資策會、商業軟體的社群監測，都提供了客台重要

的社群媒體監督知識。特別是觀眾在社群媒體上的討論方向，幾乎可說不是客

台行銷部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就此，客台已經察覺到數據方法對

理解其數位閱聽人可能的貢獻。 

不過，客台的目標閱聽群本就很小，加上從「出境」的數據資料中實際測

出的觀眾討論模式，可以清楚看到該劇有關「客家」的討論相較於主角、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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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職業等，依舊不成比例。加上與商業軟體公司討論後發現數據模式雖然有

趣，但卻不見得適用於客台這種觀眾群較小的電視台。 

由此看來，客台面對數位趨勢，特別是以社群媒體為核心、數據分析為主

要方法的時代，有必要發展觀察其數位閱聽人的適合指標，避免落入商業軟體

或主流媒體測量數位閱聽人的思維。當然同時也可以發現，品質一向精良的客

台戲劇作品，確實具有擴大客語收視人口的能力，可能是未來客台可以積極投

入的領域。 

 

2. 網站思維改變：影音取代文字 

客台如同所有媒體頻道，為了確保資訊可以隨時被任何閱聽人在任何地方

查詢，都經營了官方網站，過去官網也與一般官網一樣，文字為主。不過，在

思索自我定位後，客台今年改版官網。改版之後的官網幾乎沒了文字，而全都

是影片。受訪者強調，作為一個電視台應該要提供電視台的強項，就是視覺化

的內容，讓觀眾點進去可以直接體會到這個媒體的特色。在2016年改版時，客

台行銷策略認為，官網是客台第二頻道，只是過去文字型官網在感官上以全文

字為主。重新設計後將官網視為影音平台，目標純粹就是推廣節目，文字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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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基本介紹；如此一來就可以把原來的文字官網關掉。 

就設計介面來講，一般媒體網站為了保持內容更新，進入之後通常馬上看

到新聞，於是也就會以文字核心；常見的「最新消息」以都是文字型態。然而，

客台官網改版設計時，改以塊狀為主；也就是說，就算觀眾要看新聞，也是會

先看到塊狀。不過，即使這樣強調視覺，號稱減少文字，但客台行銷部門認為

文字其實也沒有減少很多，只是圖像放大，文字放後一層。 

那麼，主打視覺化的改版效果如何呢？客台行銷部經理潘玉玲指出，五月

改版之後有聽到一些網友的回應，就是會覺得客台真的不一樣，甚至有人覺得

客台網站比較像國外的網站，看起來比較舒服，比較像是一個電視台的樣子不

像以前的網站會讓人覺得資訊過多觀眾進來現在的客台關往後，就可以看到一

個一個節目，就是變得滿直覺的。「過去官網就是文字一塊一塊，且文字都在中

心，觀眾為了看影音，可能要找到一個小 icon 然後再找再找。現在就不用一直

找，就可以直接進去。」也就是說，不用再去猜網站建構的人的 mindset，而是

直接從閱聽人、網站造訪者的角度，想看什麼就可以直接看到。 

從網站思維的改變來看，客台直接對話的對象其實就是不分族群的數位平

台使用者。在這些人中，有相當程度的數位原生人（digital natives），即便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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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也是已經熟稔網路使用準則的閱聽人。從這個角度

來看，在前一項中因為客家人口稀少導致無法直接適用現最流行的數據分析，

在客台影音官網中，反倒打破了客家人口絕對數的限制。本研究認為，客台面

對其官網、臉書粉絲團以及 line 等新興社群平台，還處於傳統思維與數位思維

的拉距拔河狀態。若客台設定數位是下階段核心工作場域，那麼，徹底將傳統

思維轉化為數位思維，可能行銷資源取得與使用的致勝關鍵。 

 

3.客語的困境與契機 

…客台在網路活動時，也有失敗的例子。有時候會發現活動沒人參加，

尤其是要徵求影片、又要要求講客家話，那個數量就會少；如果要爭照

片，那那個就會比較踴躍。可是電視台本來就要徵影片才對，但這兩個

量實在差很大。照片可能幾百張，影片有時候真的是十幾支。有時候會

覺得花了這麼多心思在宣傳，就會覺得落差很大。 

（本研究受訪者） 

 

對一般商業電台，或以全民為服務對象的公共電視來說，面對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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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行銷策略可能落在善用新的平台，聯繫在不同平台上活躍的可能閱聽人，

以打破在分眾時代無法以單一管道釋放資訊的限制。不過，客台作為族群電視

台，不論是否意欲放大服務對象，始終都有台性如何發揮的問題。 

在過去，客台工作的核心爭論之一，便是客語使用的狀態。有些人認為既

然是客家台，就應該要求播送的節目百分之百使用「正確」客語，並且努力讓

所有腔調、語言、生活型態，都能在客台各類型節目中被紀錄、發揚。另一種

主張則認為，客語的社會地位仍低，有必要讓台灣社會首先習慣聽客語，才能

讓客語可以自然而然地被保存、使用。後一種主張因此認為，不論客語比例多

少，只要在各類節目中自然出現，就可以創造與台灣社會並存的效果。這兩種

主張各有優缺點，不過，在實際製作節目時，使用客語經常直接關連到客語人

才短缺的問題。新聞節目因為由組織完備、客語訓練或經驗豐富的記者擔任，

因此不論每日新聞、新聞雜誌或倡議節目，大抵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客

語使用。然而，戲劇節目需要表演人才，在配合劇情的情況下，還需要各種年

齡、身份、背景，乃至於像是「一家人要講同一種腔調」等限制，導致客語戲

劇節目的籌備備極辛苦。在此情況下，要求高比例客語就成為戲劇製作的障礙。 

出境事務所爆紅之後，不論影評或閱聽人，開始討論男主角吳慷仁直逼普

客語母語人的精準客語，以及該劇本在個商業台「流浪」甚久找不到資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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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製播團隊的窘境。甚至還有編劇兼導演一開始排斥在客台播出，導致戲劇

本身必須有三成客語演出，而險些反悔的情事。這些討論說明了「使用客語」

在戲劇製作、表演圈中的「難度」與弦外之音。然而，其實不只初入客語戲劇

製作圈，根據本研究訪談，即便在已經熟悉客語操作的環境中，面對一般人的

「客語印象」，行銷單位的活動，仍舊受到相當限制。最明顯的就是配合影音時

代舉辦的影音活動。 

經驗顯示，在社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體上，傳送影片或影片連結，通常可

以具有比較好的「吸睛」效果。這使得以社群平台為主要資訊通道的行銷手法，

必須製作為影片格式。在「使用者生產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時代，

舉辦活動以便吸引閱聽人上傳自製影片，就成為節約內容製作成本的重要行銷

手法。 

在 UGC 時代，閱聽人自行製作上傳的內容形成了社群平台上的主要內容。

然而在客家傳播領域中，影音內容所涉及的客語使用，卻成為 UGC 產製的門檻。

如果考察最大影音平台 YouTube 上的材料可以發現，客語內容多半是活動，且

以山歌為主。這個現象說明了兩件事：第一，客語 UGC 內容的產製者因為涉及

客語使用，因而有高齡傾向；第二，我們認為「客語可以做的事」仍在既有的

文化範疇中，尚未因為數位平台出現而有改變。以上這兩點，可能是客台數位



35 
 

化策略中，亟待解決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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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限於「公共媒體」。雖然商業媒體同樣也遭遇數位化的衝

擊，產生出豐富多元的數位策略。然而，由於客家電視台受限於半官方（隸屬

於客委會）、半公共（委由公視基金會辦理）的身份，有些在商業媒體行之多年，

也有具體成效的數位化策略，卻不見得適用於身份如此特殊的客家電視台。再

加上客家電視台受限於收視人口，「數位」倒底是必經的轉型之路，還是面對較

高齡收視者的不歸路，其實是需要實證資料才能瞭解的。因此，本研究的參考

對象全部選擇公共電視，這使得本研究的範圍僅限於公共媒體。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其實是跟隨著研究範圍而來。為了讓本研究特別關注的

客家電視台可以獲得更為核心的關注，本研究將針對公共媒體進行比較研究。

一方面，本研究將瞭解客家電視台既有數位化策略的狀態，進行一歷史性的理

解分析；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希望透過參照其他公共媒體，讓客家電視台取得

其他可能的數位化思維模式，瞭解到該台本身在台灣媒體環境中、公共電視體

系中可以採行的其他可能性。然而這麼一來，本研究的具體結論就不可能應用

於商業媒體，也不可能應用於同屬族群媒體，但並非公共媒體頻道的原住民電

視台。就研究效益來說，本研究將成為為客家電視台量身打造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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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文考察客家電視台與日本放送協會 NHK 的數位化策略，發現雖然兩台

有規模上的巨大落差，但同樣面對數位時代、面對閱聽人是具有內容產製能力

的時代，不論在行銷思維、台性思考等議題上，都有所著墨。 

NHK 因為身兼國家廣電媒體制度的幕僚單位，因此，以放送文化研究所為

主要成員的政策制訂、協調公共電視與民間放送單位之間的合作等，皆著力甚

深。不過，即使著眼於大的架構與走向，NHK 在具體而微層次上的作為也未曾

稍減。一方面，NHK 教育部門持續將集團所產製的內容數位化，並重新剪輯為

各級學校可教學使用的教材，並利用周末假日舉辦各類因應科技創新、媒介平

台開發的體驗活動。透過短暫體驗活動，介紹尖端科技在傳播活動上的應用，

並且形成學校外教育體系。另一方面，放送文化研究所則積極進行軟體與平台

商、公共廣電集團，以及民間放送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希望達成一致行動，

提供日本觀眾更便利的視聽經驗。 

不過，日本因放送法規定，使得 NHK 在財務、國家地位等向度上，皆遠

大於任何一家民營媒體。這使得數位化下一階段整合行動中，民間放送單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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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主導事項的疑慮仍多。民間放送一方面擔心 NHK 以其龐大經濟資源將強

事主導收視收費條件，導致民營業者難以生存；另一方面也擔心未能跟上 NHK

數位化步伐，就有可能被閱聽人拋棄。在這些擔憂之下，反而導致具有國家合

法地位的 NHK 難以推定執行公民營放送機構之間的整合，這對於日本整體媒

體產業在以手機為核心觀看平台時代的整合，有相當阻礙。 

也正因如此，包括 NHK 製作部門、研究部門等單位，都展開了其與閱聽

人之間協作關係的討論，期待將閱聽人的公共意識納入公共媒體放送的核心價

值中，以便在更為個人化的傳播世代中，得以形塑共同價值。 

在客家電視台部分，雖然未能在公共廣播集團中佔據核心位置，不過，過

去長期依附在公視主頻道的行銷、數位化策略經驗卻顯示，客台基於其特殊目

標對象，有時候卻能較公視主頻道更早一步洞察數位環境的變化；本研究在訪

談過程中發現的停用電子報即是一鮮明例證。 

另一方面，由於公視法修正案尚未三讀通過，客家電視台仍屬於客家委員

會標案。這使得公視主頻道可以進行的各種版權販售等開源行為，尚未能合法

化。在此前提下，客台數位化的工作，在面對閱聽人這一環節中，主要聚焦於

與過去三年大量、快速出現的新興傳播平台和平共處，並試著在各類平台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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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新的閱聽人。舉凡臉書、line、You Tube 以及正在思索中的 IG 等，都是客台

已經注意到，甚至已經開始經營的平台。 

然而，在人力、物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兼營所有社群或新興科技平台

幾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幾乎尚未有任何一個媒體、品牌能從經營社群媒體上

直接獲利，這使得社群媒體的商業模式其實仍是未定數。在此情況下，客台所

能做的，便是不斷的嘗試與創新。 

更有趣的是，目前風行於媒體、機關、組織之間的大數據調查，對客家電

視台任何一個作品的觀眾來說，都不見得是有效的測量工具。主要原因是，既

有客家族群收視者範圍頗小，根本無法產生「大數據」。再加上傳統收視族群不

上網、不留下數位足跡，這更使得以數位為基礎的數據方法毫無用武之地。也

就是說，客台面對數位閱聽人，比較重要的議題似乎是創新測量指標，提出能

夠建議客台節目製作方向、引發客家討論話題的成效指標。這種指標應該要針

對小群體，但能深入，且能查知客台專業工作者所謂能料想的閱聽人意見。 

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客台在數位化過程的下一階段，應該開始思索屬

於小眾媒體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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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訪談）日本放送協會（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報告書 

劉慧雯 

（傳播學院副教授） 

 

摘要 

 

有鑑於數位已成為當代主要的媒體傳輸格式，本研究計畫以客家電視台數位化

歷程的歷史與展望為研究對象，透過比較研究，瞭解客家電視台已經做了、正在做，

以及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以訪談方法，蒐集日本放送協會（NHK）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數位化作

法，從中分析出這幾個頻道的數位化思維架構，作為客家電視台數位化策略的可行

參考建議。 

訪談結果發現，NHK 在思索數位化策略時，清楚將 NHK 自身、民間（商業）

放送機構，以及因應數位化收視而來的收視調查等，皆納入策略擬定的思考範疇，

在 NHK 多個部門中，由專人負責，且建立溝通橋樑。以上這些設計，使得 NHK 在

數位載具、頻道豐富多元的情境改變下，以彈性的工作模式主導日本的影視產業發

展。 

 

 

本文 

 

一、目的 

本案訪談日本放送協會（NHK）所屬放送文化研究所，以及數個與數位

化策略有關的單位，希望瞭解日本公共媒體的數位化策略擬定。 
 

二、過程 

本案因涉及赴日訪談，因此需要尋覓合適受訪者，並需要翻譯協助。因此訪談

過程已聯繫、確定訪問內容、時間，以及各項配合措施為主。 

 

（一）聯繫 NHK 

本案移地研究因為涉及 NHK 人員，因此，從四月起便開始聯繫。

本案計畫主持人於去年執行客委會獎助案時，已建立與 NHK 報導局國

際部幾位資深編輯、記者以及主管的溝通管道。本次聯繫時，便藉由這

些管道下手希望瞭解涉及 NHK 內部數位化活動的部門，以便覓得合適

的訪談人選。 

在與報導局國際部聯繫之後發現，NHK 報導局暑假前正好經歷人

事調動，全球主要駐地記者間完成了歷程長達一年的人事搬風。去年訪

談時結識的駐華府記者已結束華府四年派駐，並赴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語

言中心學習中文三個月後，回任東京報導局某單位主管。 

去年接受訪談的報導局國際部副部長則回任政治中心；曾協助翻譯

的國際部資深記者，則調任駐紐約記者，並於六月上任，預計調任至少



64 
 

三年。換言之，前一年建立的聯繫管道雖在，但人事職位的搬風幅度不

小，無法直接提供訪談人選建議。除此之外，本次意欲訪談的是策略、

幕僚單位，與報導局性質有一定出入。不過，為維繫建立不易的人際網

絡，本次赴日雖無正式訪談，但仍邀請幾位人在東京的報導局朋友餐敘。 

在此情況下，本案計畫主持人尋求另外兩個通道的協助。一是計畫

主持人透過正在日本留學而瞭解 NHK 組織結構的朋友，進行私人管道

的搜尋。一是刻正接受電通講座贊助，於東京進行研究的政治大學廣電

系許瓊文教授，引介放送協會文化研究部門山田副部長，進一步推薦合

適的幕僚單位受訪者。 

私人管道部分，雖有旅日、留日友人的協助，但主要安排一般日本

民眾可以接觸到的 NHK 媒體素養教育活動（如：假日數位推廣活動）。

研究訪談則以放送文化研究所為本案取得材料之核心。 

 

（二）移地訪談 

由於本次行程需前往東京。除了訪談外，本次也參加 NHK 教育部

門在周末假日於東京舉辦的數位體驗活動，瞭解 NHK 想要傳達給一般

民眾的思維。 

8月20日下午，搭乘華航班機前往東京成田機場。班機起飛時已經

延誤一個半小時，因此降落時已是晚間近八時，只能從機場移動到飯店。 

第二日， 參加在 NHK 閱聽人研究部門澀谷舉辦的 VR 體驗活動。

不過該活動設定為小學生參加，因此只能在旁觀察。這個 VR 體驗活動

設計成鄰近地區的實物尋寶活動，參加的小朋友除了需要組隊，還要學

會使用主辦單位發給的裝置，以便取得題目以及寶物所在地的提示。 

8月22日，依照約定時間至放送文化研究所訪談媒體研究部主任研

究員村上圭子小姐，以及山田賢一副部長。不過，由於當日有颱風侵襲，

山田副部長無法於時間到達（訪談過程中有同部門工作者告知，山田副

部長得了急性腸胃炎，當週請假四天），因此只能訪談村上研究員。訪

談由台籍留學生黃耀進先生協助翻譯。 

在訪談前，本案計畫主持人針對研究內容、訪談問題等，事先與懂

得中文的山田先生聯繫，選定村上小姐受訪；另外，翻譯員黃耀進先生

也提早於訪談開時前一個月開始訪談大綱的翻譯與資料蒐集工作。訪談

歷時兩小時。 

8月23-24日原本預定拜訪東京總部報導露出策略部門，然而因為強

烈颱風過境，東京總部報導局工作量大增，不論正式拜會或私人拜訪，

皆考量安全與不方便打攪工作等因素取消。共計取消兩場參觀，一場體

驗活動，以及一次晚餐行程。 

8月25-26日，在村上小姐及其同部門同事指引下，試用搭載於手機

的各種資訊通報、節目收看以及小規模收視率調查工具。包括 NHK 自

行開發的 APP、民間放送協會針對商營廣播成立的串流服務，以及

NHK 試圖結合所有影音內容開發中的手機觀賞頻道等系統。 

8月27日，搭乘下午2:30華航班機返台。 

 

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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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活動受到颱風影響，原本安排較為密集的參訪、體驗活動皆因安全或

考慮不打攪等因素取消，整體資料蒐集工作以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訪談、數位工具操

作以及相應的策略問題為主。 

放送文化研究所謂於港區，與報導局、製作中心等單位頗有距離，很明顯地組

織文化亦稍不同於內容製作單位。該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員等職員，在工作上的劃分

頗為細緻。這次訪談的村上小姐，過去曾有在民間（商營）媒體擔任企劃員、收視

率研究員等經歷。也曾兼任民間放送協會研究員等工作，對於公營 NHK 到民營廣

電機構之間的聯繫、組織目標等，皆有相當細緻的掌握。因此，在訪談過程中，雖

然因為 NHK 部門與工作者執掌不同無法直接回答某些訪談問題，但在比對公民營

機構對數位化的態度、營利目標等，都做了頗為詳盡的說明。 

原本預定訪談的山田賢一副部長因颱風以及急性腸胃炎等因素臨時缺席，導致

本研究在理解放送文化局內部結構，以及在整體 NHK 集團內的角色，都無法深入

瞭解，頗為可惜。 

台灣傳播領域學者中，有不少都通曉日文，對於日本媒體產業的發展也有關注

的研究者。不過，不知道是學術研究的通例，還是日本公民營媒體產業對於組織結

構問題較為保守，很少看到對 NHK 這樣巨型集團的描繪，更少看到對日本公民營

媒體組織之間聯繫、互動、競爭乃至於合作的討論。缺乏這些討論，第二層應用性

質的研究（如：本案），經常需要先摸清楚受訪者的身份角色，頗是費時費力；因

而也甚為可惜。 

 

四、建議事項 

本次赴日訪談，由留學生黃耀進先生擔任翻譯員，訪談成行前一個月即展開與

黃先生的溝通聯繫工作。一方面，黃先生雖有廣播電視學位背景，但較為熟習的是

電影產業與日本電影史，對於本研究意欲討論的廣電產業數位化、閱聽人數位體驗

等題項少有接觸。黃先生因此事先將訪談大綱翻譯為日文，且詢問細部題項後，才

應允翻譯。然而，客委會獎助案中，對於這類臨時翻譯員沒有付給薪資的規劃，因

此本次翻譯費需從主持人費中支出。雖亦屬合理，然對於需要向外取經的研究，建

議給予編列翻譯費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