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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技的另一種選擇

我國隱藏式字幕的政策研究*

劉幼1*J 楊忠川

〈本文節要〉

電視字幕的優點是能幫助觀眾暸解節目訊息，但是亦有破壞畫面

或影響觀眾視力的缺點。而隱藏式字幕(closed captions)乃是利用訊

號呈現電視垂直追沒區(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土加碼的資訊 o 閱

聽大眾可藉由切換解碼器之間關來決定是否收看字幕。換言之，隱藏

式字幕有讓觀眾選擇是否收看字幕的權利，且亦有其他多功能的效果

o 1980年至 1983年之間，美國商業及公共電視台已有隱藏式字幕的試

驗;而我國的電視台自開播以來皆使用開放式字幕，尚未有隱藏式字

幕 o

我國實施開放式字幕有其歷史及政治因素 D 在過去，對於來自不

同種族語系背景的人，中文字幕提供了一個觀看電視節目的共同工具

;然而在現在多元化的社會，觀眾應有權利選擇愛聽的語言與要看的

文字，因此電視台已有重新思考轉為隱藏式字幕(closed caption)播出

的必要 O 針對此，本文主要探討的主題如下:

(一)國內外隱藏式字幕發展的狀況 G

(二)國內觀眾，尤其是聽障者等弱勢團體對於隱藏式字幕的看法 O

(三)國內無線電視臺與新興電視媒體接受隱藏式字幕的可行性。

*本文哥哥感謝工研院電通所、經濟部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椎動小組、鄭緯墨、林永豐同

學及所有回答問卷典接受訪問的朋友 。

制本文作者劉幼 ~lJ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楊忠川現為國立 高雄技術學院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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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相關產業對隱藏式字幕的看法。

(五)政府對隱藏式字幕的政策 o

本研究採用四種研究方法 o 首先，用文獻蒐集法，分析世界各國

隱藏式字幕的發展情形;其次，利用問卷調查法，暸解聽障者對隱藏

式字幕的看法;再來，以焦點團體討論法，暸解電視業者、電視製造

商、字幕機研發者，及消費團體對改用隱藏式字幕的看法及立場;同

時，以深度訪談j去探討隱藏式字幕的可行性，並對政策提出建議。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隱藏式字幕 (closed captions) 乃是利用訊號呈現電視垂直遮沒區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上加碼的資訊 。閱聽大眾可藉由切換解碼器之開關來決定是否收看

字幕。依各國電視所採用的系統，主要可分為NTSC系統(美國、 臺灣等地區)所使

用的第21條頻帶的字幕系統(line-21 captions) ，與歐洲地區PAL 系統所使用的世界電

傳系統(World System Teletext , WST) 。

在NTSC的系統下，隱藏式字幕的資料、訊號，是與普通的廣播訊號一起播送出

去。這種第21條頻帶的隱藏式字幕系統，是以相當低的速率來傳送，因此可讓使用者

利用家庭錄影機來觀看;而且在訊號的傳輸過程中，也不至於造成太多的訊號衰減。

而在PAL的系統下，觀眾則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觀看隱藏式字幕 ，第一種是電傳

視訊(teletext) ，第二種則是字幕。目前這兩種方式是分立的 ，但觀眾仍然可以用同一

解碼器來收看。由於NTSC系統和PAL系統是採用不同的每秒鐘格傳送比例，因此在

NTSC系統上製作的字幕 ，並不能給PAL的用戶來收看 ， 反之亦然(Caption Center, 

1995a) 。

美國隱藏式字幕最早是由公共電視臺來協助開發字幕，初始是使用開放式字幕，

爾後因頻遭批評，便全面改以隱藏的方式來呈現字幕。至1980年代，美國的公共及商

業電視臺業都已開始改播隱藏式字幕;而1993年7月 1 日，美國政府更要求所有新出廠

• 110 • 



傳播科技的另一種選擇一一我國隱戴式字幕的政策研究

的13吋及以上之電視機製造商， 一律必須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裝置(FCC ， 1995b) 。

我國三家無線電視臺自開播以來，一直是採用開放式字幕，原因是國民政府遷臺

後，由於各個不同種族、語言背景的關係，造成國內民眾往往無法完全相互溝通，因

此，在三臺的電視節目中加上開放式的字幕，可以為國人提供一個共同溝通的工具與

服務;除此之外，政府過去為了提倡國語以及提高中文的識讀率，特別在廣播電視法

第十九條中規定 「外國語言節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必要時新聞局得

指定改配國語發音 」 。

然而，近年來有不少的藝術、 文化界人士相繼指出，現行的開放式字幕，不僅會

遮住節目播放中的部份訊息，破壞電視節目整體的美感，還會使閱聽人忙著看字幕導

致注意力不集中，而忽略部份節目內容，甚至因而導致眼睛疲勞及近視。藝文界人士

認為，近年來臺灣的教育已經相當普及，因此政府有關單位應該邀請產官學界人士一

起集思廣益，考慮是否有必要將現行的開放式字幕改為隱藏式字幕播出。

衡諸歐美先進國家傳播界的現況，可以發現歐美國家為了服務聾啞等殘障人士所

精心設計的隱藏式字幕，在多語音系統新科技成熟的現代有其適用性，閱聽人可以依

個人需求、習慣與暸解的語言 ，選擇是否需要字幕的解說。同時，在字幕轉為隱藏方

式播出後，電視公司可因此以垂直遮沒區來做電傳視訊(teletext) ，進而提供更多的服

務給閱聽大眾，例如，國外的字幕解碼機最多可收看二 、 三十種語文，可增加使用者

對於其他國家語文的學習效果。換言之，開發字幕解碼機之後， 可以提供給閱聽大眾

更多的資訊與選擇。

由此可見，在相關技術發展漸臻成熟以及媒介必須滿足閱聽人需求的今日，政府

對國內三家電視臺所播出的字幕是否應該全數改為隱藏式之型態，應有慎重考慮與重

新決策的必要。不過，隨著國內有關單位對於殘障人士福利的日益重視，開放式電視

字幕的取消，可能會引發不同立場者之間極大的爭議，且勢必對廣播電視等相關產業

造成不小的衝擊，因此實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瞭解國內各界對於隱藏式字幕的需求及其

相關看法。

綜觀國外發展取向及國內相關的議題與需求，本文探討的主題包括:

( 一 )國內外隱藏式字幕發展的狀況。

(二)國內觀眾，尤其是聽障者等弱勢團體對於隱藏式字幕的看法 O

(三)國內無線電視台與新興電視媒體接受隱藏式字幕的可行性。

(四)國內相關產業對隱藏式字幕的看法 。

(五)政府對隱藏式字幕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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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調查法、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團體座談法。本研究除了

廣泛蒐集國內外有關電視字幕及聽障人士使用媒介情形的文獻，也針對聽障者對隱藏

式字幕的態度作問卷調查 o 此外，並以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方式蒐集各界對隱藏

式字幕的看法，並對政府相關單位提出政策與法規方面的建議 o

三、 文獻探討

(一)傳播行為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潘家慶教授等人，在民國八十二年針對臺灣民眾傳

播行為的調查資料顯示(潘家慶，民82) ，國人電視普及率已高達99.3% '電視已成

為民眾獲得資訊的主要媒體，國人的新聞來源多半來自電視。國人最相信的媒介是電

視，認為對工作最有幫助的媒介也是電視(潘家慶，民82 '頁82-84 ) 

從傳播行為的立論來探討，傳播學家馬奎爾(Dennis McQuail , 1987)認為閱聽人

接觸傳播媒介主要有四個目的，分別是獲取新知、增進個人認同、整合與社會互動、

娛樂。若從「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而言，個人在不同情境的社會生活，將會有不

同層次的需求，如果其中某些需求不能用替代方法來滿足，則會以接觸大眾傳播媒介

內容來得到滿足(陳世敏，民81) 。凱茲等人(Katz ， Bluml缸， and Gurevitch , 1974)在

研究以色列人的休閒生活時，就發現各類大眾傳播媒介在滿足不同需求時略有重疊，

但大體而言，高教育程度的人們偏向以書籍獲得滿足，而低教育程度的人則偏向使用

電視。因此，根據國內過去傳播行為研究以及國外之傳播理論可以推論，相對於國內

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殘障人士來說，電視亦是其主要用以滿足需求的重要媒體 o

在國外不乏有關聽障人士使用媒體的研究，例如:杜孟休(Du Monceau , 1978)有

關聽障與聾人使用傳播媒體行為研究及山德包夫(Sendelbau阱， 1977)針對芝加哥大都

會地區的聽障人士所作的電視收視習慣之研究等。

進行閱聽人傳播行為之研究，不僅有助於瞭解閱聽人傳播過程與反應，更可藉此

探求閱聽大眾的傳播行為及其使用與滿足之間的關係。國內雖有潘家慶教授等人接連

做過三次的全省性調查研究，以及其他學者針對某些特定行業從業者所做過的零星研

究，不過，在殘障人士的部份，多年來除了呂郁女的碩士論文「聽覺障礙者傳播類型

與焦慮程度及生活適應之關聯性」 外，與聽障者相關之傳播研究幾乎付之闕如。呂郁

• 112 • 



傳搞科技的另一種選擇一一我國隱藏式字幕的政策研究

女在其論文中指出，聽覺障礙者的親身傳播以手語為主，大眾傳播以出版物之傳播為

主，以影像接觸為輔(呂郁女， 民的， 頁的她並呼籲語意溝通的媒介應多為聽覺

障礙者的設施著想，並應提供相關設備(前揭書， 頁103) 0 

(二)字幕對一般人及聽障者傳播收視的影響

字幕的有無，對於殘障人士(尤其是聽障人士)瞭解傳播媒體的資訊及處理傳播

上的訊息有何影響? 馬蓋爾(William J. McGuire , 1976)所發展出來的資訊處理模式，

對於暸解聽障者之訊息處理有所助益 ，見圖 1 0 

Pres enta t io n 

圖 1 馬蓋爾的資訊處理模式

根據馬氏的資訊處理模式，訊息在某種可能性之下會呈現給某人( P(p) )同樣

地，某人也是在某種可能性之下去注意該訊息( P(a) )依此類推。受播者是否能到

達所預期的階段， (例如:態度改變) ，要視由 「呈現 」 到 「信服 」 各階段可能性之

歸因而定。因此，態度改變的可能性=P(p) • P(a) . P(c) • P(y) 0 

而人類處理資訊的模式，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步驟哥 | 自羅文坤 ，民8 1)

1.曝露 (exposure) 。

2 . 注意 ( attention )。

3 . 瞭解( comprehension )。

4. 接受( acceptance) 0 

5. 保留( retention ) 

這五個傳播過程階段，每一階段是否會發生的可能性，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被說

• 113 • 



﹒廣播典電視﹒ 第三卷第二期 民86年7 月

服去表現出預期的行為。其中，注意(attention)乃是指知覺集中在某一施予刺激之上

的心智過程，人們對訊息或事物的注意，可分為 「 非意願注意 J (involuntary 

attention) 、「無意願注意 J (nonvoluntary attention) 、「意願注意 J (voluntary 

attention)等三種。「非意願注意 」 對受播者而言需要較少或完全不需要費心力，刺

激強行闖入受播者的知覺意識。 「 無意願注意」有時可稱為「白發性注意 J (spon

taneous attention) 0 r 意願注意」是指受播者自動心甘情願地去注意某一刺激，這一

類受播者通常稱為 「訊息或情報的搜尋者 J (message or information seeker) 。

相關研究都發現聽障人士和聽力正常的人資訊處理的策略有所不同(Clark ， 1991 

) ;而羅爾曼(Rollman ， 1996)的研究也發現，聽障跟聽力正常的人在視覺與非語文傳

播的敏感度和資訊處理能力會有所不同 o 另外，根據陶德曼(Todman， 1993)的研究顯

示，聽障見童一般會很強調在視覺上的刺激，以及很倚賴知識上的應用，用以做為溝

通的工具。

在電視字幕方面，蓋修(Gesue ， 1986)在1986年研究聽障社區成年居民的觀看電視

習慣，與目前及未來若電視加上字幕的意見。該研究在匹茲堡地區執行，共有一百二

十七位聽障人士參與實驗。研究發現，百分之八十的成年人每周約觀看三十一小時的

電視節目，此項平均值跟一般美國大眾收視電視的時間類似，研究也顯示，在二十個

節目中的前九名中，聽、障人士所選的節目類型與聽力正常者類似;此外，也發現有六

成二的成年人觀看ABC電視網有上字幕的新聞，而九成二的受訪者也表示對於加上字

幕的地方性節目感到興趣 o 另外還發現，大部份的聽障受訪者比一般大眾更依賴字幕

來瞭解電視節目的內容 D 對受訪者而言，比較喜歡打上字幕而不是電視上手語的解說

o 總而言之，受訪者對於字幕的好處， 一般持正面的看法，也表示字幕對他們的生活

重要性日益增加，希望日後電視節目能有更多的字幕。

然而，密爾斯(Mills ， 1991)的有關聽障小學生對於記憶、理解的研究卻發現，有

無字幕對於學生瞭解節目的內容並沒有什麼影響。此一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當加上

持續性或間斷性的字幕時，對於學生學習科學性節目的內容與記憶是否因此會產生影

響，該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有聽障問題的國小學生。學生被要求看一個科學性的節目，

實驗的訊息有三種版本以做為實驗的控制與對照組。第一種是連續性的字幕，第二種

是間斷性的字幕，第三種則是沒有字幕。實驗結果發現，就學生記憶能力而言，對簡

單內容的回憶方面，有字幕的錄影帶節目優於沒有字幕的錄影帶節目;然而有無字幕

不管是持續性或間斷性的，似乎並不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情況。

黃明月 (Hwang ， 1991)貝 rj研究在電視節目上使用字幕對成年人的學習效果有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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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該實驗利用前測(pretest)與後測(posttest)的實驗設計 ，所採用的字幕有三種類型

，分別是一字對照一字的字幕，關鍵字的字幕以及完全沒有字幕 o 實驗樣本是國立空

中大學金門學習中心的九十位學生，以隨機的分組觀看不同有字幕的教學節目。觀看

節目之後，學生立刻做了後測的實驗 ，同時學生也完成了一份對於字幕喜好態度的問

卷。結果顯示，對學生成績而言，關鍵字的字幕會比一個字一個字的字幕或沒有字幕

的節目有較正面的影響，亦即學生對於關鍵字的字幕較為喜歡 D 另外也發現，在人口

變數如性別、年齡、教育、職業與專業領域，對於所喜歡字幕之類型、大小、顏色、

位置、字體及字幕的呈現方式並沒有影響，不過亦發現 ，字幕的閱讀習慣與字幕需求

之間的關係很顯著。

羅格納(Rogner ， 1992)研究有加上字幕的錄影帶是否會對六年級以下的英文學習

者之辨字能力會有所幫助，研究者比較加上字幕訓練文盲識字的課程教材的錄影帶，

其樣本選自美國芝加哥較貧窮地區的學生 。實驗的目的在於瞭解相同的節目有無字幕

，是否會對學生之理解有影響，利用SORT(Slosson Oral Reading Test)量表進行調查

，結果發現有字幕的節目對學生英文之辨識能力有極大的幫助。

伯凱(Berk旬， 1994)曾針對字幕對聽障學生的影響做研究， 重點在於觀看有字幕

的電視節目是否會對聽障學生的瞭解及其對字幕之態度有所影響，樣本係以美國國中

及高中學生為主，該研究將受測者分為四個小組，而以有無字幕、節目的時間來做為

分組之依據 o 研究的實驗狀況有四種 :第一種是有字幕/短時間，第二種是有字幕/

長時間，第三種是沒字幕/短時間以及第四種情況的沒字幕/長時間。在看完不同的

訊息之後，實驗者完成一份有十個對字幕態度的選項量表，同時他們也完成一份有二

十三個關於內容理解的選項量表。統計結果分析發現有無字幕 ，並不會影響學生的理

解，也不會影響學生對字幕的態度，而結果亦發現 ，唯一在平均數有差異的是短時間

的控制組，然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很小。

而根據梅耶與李(Mayer & Lee , 1995)的研究發現 ，隱藏式字幕播放的速度快慢會

影響閱聽人對傳播內容的暸解 。

寬、國內外隱藏式字幕的起源、、發展與現況

現今最常見的兩種字幕形式為開放式 (open captioning) 與隱藏式 (closed

captioning)(FCC , 1995b) 。亞洲一些地區例如: 大陸、香港、臺灣都停留在開放式字

幕的階段。歐美地區已經開始播放隱藏式字幕。本節除介紹美國隱藏式字幕的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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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沿革，亦簡介我國在這方面的發展現況。

一 、美國

(一)發展與現況

美國剛開始的電視字幕是開放式 ， 一般大眾並不贊成這種字幕形式，認為字幕會

破壞節目整體的美感，或是遮住節目的場景 o 因此，公共電視臺從1970起開始開發隱

藏式字幕的技術。次年，美國在波士頓的公共電視臺(WGBH) 成主一個字幕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ccessible Media , NCAM) ，成為世界第一個提供聽障者看電視

權利的組織。 NCAM的宗旨主要是專為殘障人士、低教育者、少數族群等弱勢團體提

供服務，並研究發展相關科技，以提供弱勢團體之媒體使用權。此後，全美共有190

家公共電視臺播放此新聞達九年之久(FCC ， 1995b) 。

1975年PBS向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申請，保留一個頻帶用以傳送字幕。

FCC於次年決定保留垂直遮沒區第21條頻帶給PBS傳送隱藏式字幕。 1980 年開始，

PBS將隱藏式字幕的技術轉移給商業電視臺;至1980年為止，全美黃金時段節目百分

之百都有隱藏式字幕。 1984年PBS更首度播出西班牙與英語的雙語字幕影集 D 而另一

方面，公視也積極替視覺障礙者服務，開始研究如何讓視覺障礙者收看電視，並在

1990年發明「視訊解說服務 J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使得視覺障礙者也能從電

視得到資訊(FCC ， 1995b) 0 

目前美國公共、商業、有線電視臺每個星期播放幾百個小時含有隱藏式字幕的節

目。根據1992年資料顯示，美國四大電視網百分之七十的節目有隱藏式字幕，黃金時

段節目和全國性公共電視節目則是百分之百都有隱藏式字幕。在有線電視方面，基本

頻道只有百分之四的節目有隱藏式字幕，付費頻道則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節目有加上隱

藏式字幕(FCC ， 1995c) 0 

在電視機銷售方面，美國每年賣出二千萬臺有內建隱藏式字幕裝置的電視機，預

估在公元2000年，每個家庭都會擁有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裝置的電視機，預估未來需

要看隱藏式字幕的人口將會增加(FCC ， 1995c) 。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的報導，大約有一千萬美金已經用在隱藏式字幕的製作，

而這些節目的類型有新聞、運動、卡通與綜藝。使用隱藏式字幕的先級主要是依受歡

迎度、可行性與聽障人士的建議，研究發現製作一小時隱藏式字幕節目的成本大約需

要美金一千兩百元。至於經費來源主要是PBS 、 CPB 、個人捐獻以及基金會支助(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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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 Y, 1996) 。在早期NCAM(National Center for Accessible Media)經費是來自

CPB (類似公視委員會的組織) ，現今預算來源是聯邦政府、節目製作人、節目提供者

、廣告商、私人公司、個別捐獻者。在1995年， 美國教育部提撥七百九十萬元美金 ，

研究發展隱藏式字幕。儘管如此 ，隱藏式字幕對電視臺仍造成負擔。製作一小時電視

節目隱藏式字幕，每小時需要20-30人力和2500美元(FCC ， 1995c) 0 

(二)政策與法案

美國在1990年分別通過兩個有關殘障人士媒介接近權的法案。首先是「美國殘障

人士法案 J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 ADA) ，主要是保護殘障人士免受

雇用、交通、公共場所三方面歧視，該法案除了要求企業人士不能因其殘障而有雇用

歧視，另外還要求有提供輔助的權利，而電視是一種主要訊息的來源，不能因殘障就

剝奪其吸收資訊的權利。雖然ADA並未全面要求所有節目都要內含隱藏式字幕，但

公益廣告、公共電視節目、政府出資補助的節目及公共電視贊助的節目，就一概必須

內含隱藏式字幕;另外公共場所 ，例如旅館、醫院、會議中心、博物館、圖書館等，

其電視機都必須要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器裝置。 ADA法案通過後，大眾開始注意殘

障人士的需求(FCC ， 1991) 。

男一法案是「電視機字幕解碼器法案 J (The Television Decoder Circuitry Act , 

TDCA) ，此法案規定凡1993年7月 1 日以後出廠、欲在美國銷售的 13寸及以上的電視機

，其內部必需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器，這對兒童、老年人、移民者、低教育者有莫大

的幫助。另外，美國國會還修訂1934年「傳播法案」第711條，規定只要是市政府出

資的公益廣告都要打上隱藏式字幕 D 美國在通過和修改一連串相關法案及法條後，對

發展隱藏式字幕奠定了法源的基礎(FCC， 1995a) 。

FCC於1979年許可隱藏式字幕的規格及標準。在1995年底 'FCC更發佈了一個史

無前例的公告，其主要的重點在暸解隱藏式字幕與視訊解說系統(video description 

system)對於聽障與視障團體的使用大眾傳播媒介有何幫助。 FCC的目的是想要瞭解

目前隱藏式字幕和視訊解說等科技的可得性、價格與目前這兩項科技在傳播界之使用

情形，另外也想瞭解一般大眾對隱藏式字幕的喜好與未來發展的看法，詳細目的如下

(FCC , 1995c) : 

1.隱藏式字幕的公共利益。

2. 瞭解目前隱藏式字幕在電視節目的可行性，例如市場規模、 節目類型等是否會

影響隱藏式字幕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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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瞭解未來高畫質電視與數位技術對隱藏式字幕的影響 。

4. 瞭解隱藏式字幕的成本 、市場供應與政府補助的應用情形。

5 . 瞭解隱藏式字幕市場的可行性。

6. FCC應該如何推行隱藏式字幕政策。

7 如何使字幕製造商與節目製造商相互配合施行。

8. 建立不同規格字幕間的轉換標準與機制。

以上的問題特於1996年的公聽會中討論。另在1996年新版的「電訊傳播法案 J (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對殘障人士的視聽權益亦有很明確的保障 。

根據此法案，所有的視訊產品，不管是己出版或未來的產品一律需加上隱藏式字幕。

在新法通過的一百八十天內 ， FCC將著手調查現有市場中產品加上隱藏式字幕的情形

。根據新法的第三百零五條，所有的視訊節目都受本法案管制(FCC ， 1997) 。

在隱藏式字幕發展的過程中，美國國會曾提出發展隱藏式字幕必需考慮的一些因

素，例如:隱藏式字幕對電視業者的負擔?對節目提供者所造成的衝擊有多大?開發

隱藏式字幕需要多少經費?預算又從何處得到?是什麼節目類型需要加上隱藏式字幕

? 是否有業者可以豁免?開發隱藏式字幕的標準為何 ?現場節目字幕的準確性如何?

發展隱藏式字幕施行的時間表，分成幾階段?採何種順序?對政府而言，有什麼獎勵

廠商開發隱藏式字幕技術的措施?誰是開發隱藏式字幕的主管單位(FCC ， 1997) ? 

二 、台灣

國內無線電視台的節目大都有上字幕，只有新聞、體育及現場轉播的節目沒有上

字幕。不過這些字幕都是開放式字幕。三家無線電視臺所播放的字幕自始即為開放式

。過去政府為了提倡國語及提高中文識讀率，在廣電法第十九條規定 r外國語言節

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必要時新聞局得指定改配國語發音 o J 雖然

字幕提供了一個共同溝通的工具，但也會破壞美感及遮住部份節目訊息、(鄭育儒 、伍

于達等，民85 )。

另外，有線電視的字幕製作方式又不同於無線電視臺的方式。以探索頻道為例，

因為是屬於衛星節目 ，在全亞洲大部份地區都可以收到訊號 ，而臺灣地區觀眾對字幕

有相當依賴性 ，因此打上繁體中文有其必要性 ;但男一方面為避免因翻譯過程被盜錄

，所以工作母帶並不送至臺灣 ，僅將VHS工作帶寄至臺灣 ， 字幕公司利用ltt工作帶

來製作字幕 。 字幕在製作完成後，送回新加坡總公司，依節目表播出(譚虹，民的)

。國內字幕製作 ，隨著有線電視而大幅成長，不再侷限於三臺 ，但其字幕品質良賽不

• 118 • 

可



傳播科技的另一種選擇一一我國隱藏式字幕的政策研究

齊，有些新媒體的字幕錯誤層出不窮，仍有待改進(鄭育儒、伍于達等人，民85 )。

參、聽障者對隱藏式字幕的態度

有關聽障者對隱藏式字幕的態度，本研究在執行問卷調查前，先廣泛蒐集國內外

有關聽障人士媒介使用的文獻，並且訪問了一些殘障團體。這些殘障團體都反映，國

內對殘障人士的媒介使用權保護不夠。過去十多年來，殘障團體雖然不斷向三臺有關

單位行文反映，希望增加更多字幕以利聾胞收視，但回應大抵是「技術困難 J 成效

不彰(侯紀六，趙玉平，民的;謝東儒，民85 )。在現今節目中，新聞、政見發表會

、現場直播等真可口時性」的節目，因為缺乏字幕以致於聽障人士無法觀賞，而有線

電視節目打上字幕的數量亦嫌不足。

一、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為臺北地區的聽障人士。由於時間及經費的限制，僅採用便利

抽樣(convenience sample) ，樣本數共計為308人。調查期間自 1996年3月 24 日至1996

年4月 28 日。於問卷執行之前，亦先前往相關殘障福利團體抽樣30人，作問卷前測，

並將結果用於問卷題目的修改與定稿。

(二)問卷設計

在問卷設計上，除人口變數(如性別、職業、年齡、居住縣市、教育程度、聽障

度程度等)之問題外，共分成「聽障人士對電視字幕之態度及滿意度」、 「聽障人士

對隱藏式字幕需求 」 、「聽障人士之傳播行為」三大部分。

(三)抽樣過程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抽樣過程乃利用聽障人士聚集最多的會員大會與校友會進行

問卷調查。現場有由研究人員親自說明，亦有手語翻譯。抽樣準則是(1)十八歲以上。

(2)每一戶只能填寫一份問卷。 (3)一人只能作答一次。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小組於問卷執行之後，進行問卷資料符碼化(coding)及登錄的工作，少部

份開放式題目也在整理歸納之後，經過符碼化作業，進行資料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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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研究分析採用SPSS/Windows的程式分析軟體，所運用的統計方法是百分

比、卡方分析。三次調查共收集308份問卷來進行分析報告。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如下:

1.部份聽障人士的教育程度低，所識中文字有限，無法填寫問卷。

2 . 透過手語翻譯時 ，部份受訪者會向鄰座詢問， 影響問卷正確性。

3. 抽樣僅限於臺北縣市 ，尚未擴及全省聽障同胞。

二、統計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問卷的有效樣本有308份，男性受訪者佔154名，女性佔154名，剛好各佔

了一半。

在年齡的分配上， 二成九的受訪者為40歲至49歲，二成三的受訪者為30歲至39歲

，二成一的受訪者為20歲至29歲。

在教育程度上而言，將近一半的受訪者是受高中職教育。有二成五的受訪者接受

國中教育。

在聽障程度劃分上，根據殘障手冊指出，衍-65分貝為輕度， 65-85分貝為中度，

85-110分貝為重度 ， 110分貝以上為全聾。在本研究樣本中，有六成六是重度聽障者:

有二成四受訪者全聾，而中度與輕度聽障受訪者各{占4%與5.8% 。

就家庭每月總收入而言，木研究之樣本中，三成六的受訪者其家庭每月總收入為

二萬元以下，三成二受訪者為二萬元至三萬元，一成三受訪者為三萬至四萬元，顯示

受訪者家庭的收入比一般人偏低。

(二)聽障者對電視字幕的態度

1. 大多的聽障民眾(44.1%)認為現在電視節目中電視字幕所估的比例不夠。

2. 大多的聽障民眾(43 .8%)對現在電視節目中電視字幕的速度感到普通。

3 大多的聽障民眾(48.1%)表示現在電視節目中的字幕正確。

4. 大多的聽障民眾(6 1.6%)認為現在電視節目中的字幕字體大小正好。

5 大多的聽障民眾(57.4%)認為現在電視節目中字幕的螢幕位置應該在橫列(畫

面下方)

6. 大多的聽障民眾(63.4的表示現在電視節目中電視字幕的顏色應以黃色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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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大多的聽障民眾(64.8%)認為現在電視節目中需要配上其他外國語文的字幕。

8. 大多的聽障民眾表示現在電視節目中，綜藝節目(12.8%) ，新聞性節目(12.3%)

以及連續劇(8.8%)需要多加字幕。

9. 大多的聽障民眾(42.8%)完全沒有聽過隱藏式字幕 ，但也有不少的聽障民眾(38.

2%)聽過隱藏式字幕但不清楚。

10. 大多的聽障民眾(67 .8%)贊成將現行的字幕改成隱藏式。

1 1.大多的聽障民眾(60.1%)會購買隱藏式字幕機 。

12. 大多的聽障民眾(80%)表示如果政府補助將會購買隱藏式字幕機。

由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國內聽障者多半贊成將現行的字幕改成隱藏式，如果政

府適度補助的話，他們也願意購買隱藏式字幕解碼器 。

肆、電視臺及相關產業對隱藏式字幕的態度

我國隱藏式字幕的原始計畫是由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是希望能為國內家電業者創

造出嶄新的商機。現今許多的科技是由外國廠商所領導開發，所以政府希望自行建立

一套適用華人世界的中文標準(蕭博文，民85 )。

不過，電視字幕由開放式轉為隱藏式，勢必將引起許多問題。在本研究的專家座

談中，三家無線電視臺、公視審委會、有線電視、衛星電視代表及節目供應商、電視

機及字幕機製造商，分別就他們對隱藏式字幕的考量因素及所持的態度表示他們的看

法(會議主題與出席人員名單見附錄)

一、無線電視臺

檢視國內三家無線電視臺的作業流程，可以發現目前電視臺的節目除了新聞、體

育、現場直播節目外，大部份節目都已加上了開放式字幕。他們對隱藏式字幕，有以

下的考量:

(一)成本增加

三臺代表對隱藏式字幕是否會增加其成本，仍然眾說紛云。由於目前三台大部份

節目皆採用開放性字幕，因此轉接到隱藏式字幕只需添加機器、設備，就可將原先開

放式字幕轉成隱藏式字幕。事實上，只有在原來沒有字幕的現場節目及新聞節目增添

字幕，實質成本才會增加。三臺多半在商言商，如果單就經濟效益而言，三臺認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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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垂直遮沒區未必有利可圖。他們希望政府能獎勵先提供隱藏式字幕的電視臺或多一

點誘因(簡章華，民的;高榮達，民的)

(二)人力增加

就人力而言，目前三臺打字人員均為特約，並非編制內人員，對電視臺而言並無

退休金增加之考量 o 而臺灣每小時打字費低，更何況每個節目本來就有打字幕的預算

，唯一差別只在新聞與運動等現場節目。其實，新聞要上字幕，困難亦可克服。三臺

的新聞也朝向電腦化的作業。臺視與中視所使用的都是自行研發的電腦編輯系統，而

華視則使用Bysis的系統;三臺新聞部的記者都有手提式電腦，記者在發稿時盡量用

電腦打字，若為趕新聞來不及輸入文字稿，事後也要補輸入。不過記者在新聞現場所

做的開場白以及SNG的現場直播則不需補行輸入。目前三臺新聞的播報稿、字幕稿(

super)與配音稿(os)皆有電腦打字，新聞節目方面只要不是現場直播，多半都有打字

。由此可見，三臺大部分的節目都已經有字幕了，如果把開放式字幕換成隱藏式字幕

，在人力成本上並不會很大。唯一大的開銷就是現場節目打字的費用(王玫瑰，林開

南，應季娣，民的:黃乃琦，民的;陳慧梅，民85 )。

(三)設備增加

電視臺從開放式字幕轉為隱藏式字幕，需要添購一些軟、硬體， 一套字幕製作軟

體需要美金1995元。加上一個後製作的時間碼(post-production captioning with time 

code)軟體，每套軟體需要美金3995元。同步字幕軟體(realtime captioning)需美金

3995元。隱藏式字幕所需的硬體加上軟體，解碼器索價美金4090元，加上解碼器以及

時間碼的卡共需美金6340元;若以其搭配編碼器與快速打字機而言，則一套系統需美

金7675元 D 這筆花費對三臺而言 ，還算承受得起。

(四)打字速度與準確性

三臺並不認為現有打字人員的速度可以趕上現場添加字幕的需求。現場字幕要打

的快且無誤很不容易，所以三臺不願意冒險犯錯(簡章華，民85 )。事實上，圍內資

策會與職訓局等單位有鑑於中文輸入的重要，已大力推展中文輸入普及化與迅速化，

目前如育達商職等高中、職己紛紛開始培訓中文輸入的人才，所以未來定可以突破此

一瓶頸。

以國內的現況而言，根據勞委會職訓局委託資策會所辦理的電腦技能測驗結果顯

示，目前中文輸入的最快記錄可達每分鐘兩百八十九個字，而且這位記錄保持人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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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國小學生。一般而言，許多的打字高手也有每分鐘上百字的實力。同時，有鑑

於輸入人才的迫切需要，各級學校也開始積極培訓中文輸入的人才。當然，在速度的

可行性提高之際，仍需設法提高字幕輸入的準確性與完備性。

(五)國內觀憊的反彈

國內觀眾長久以來已養成看中文字幕的習慣，如果沒有字幕可看，反而覺得很奇

怪。三臺表示，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字幕少打五分鐘，便立刻有觀眾來電視臺抗議

，在此情況下，電視自然不敢輕言拿掉字幕 。(高榮達 ，民85 )過去，電視學會曾經

研究將字幕拿掉，但是發現觀眾相當反對而作罷 。由此可見 ，推廣隱藏式字幕後，沒

有購買解碼器的觀眾也許會反彈。

整體而言 ，三台對隱藏式字幕的態度多半採取被動的作法。不過如果有政策或法

規規定三要提供隱藏式字幕，他們表示會盡量配合(高榮達 ，民的;簡章華 ，民的;

盧益智，民85 )。

公視籌委會表現的態度則較為積極，不過，由於公視法草案甫於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底通過，公視在正式開播前尚無機會正式作三臺播隱藏式字幕的示範(張平 ，民

85 )。

二、有線電視、衛視及其他節目供應者

由於有線電視在臺灣才剛脫離過去非法的時代 ，規模仍小，而其經營成本也逐漸

增加中，加以國內有線電視法允許一區五家經營的環境競爭太過激烈，自然使有線電

視業者不願承受隱藏式字幕所增加的負擔。因此 ，有線電視業者對隱藏式字幕推行的

態度較為被動。

不過，現階段因為國內有線電視業者大量使用國外節目來源(英美日港等國)

過去未有字幕的外國頻道，如今大部份節目都已打上字幕或改配國語，因此預估未來

隱藏式字幕，整體成本應不會增加太多(王志隆，民85) ，業者僅需增加在自製節目

中打上字幕的少數費用而己，負擔並不如業者預估之嚴重 ，所以政府在推動隱藏式字

幕時，若考慮有線電視業者之情況，應能減少業者之抗拒 。

對衛星電視媒體而言，業者認為隱藏式字幕的推行 ， 反而簡化其節目製作的流程

，而目前所使用的開放性字幕，對真有跨國傳播特性的衛星媒體而言， 反而不如隱藏

式字幕方便，因為必須因接收地的不同而製作不同的節目內容，甚至需用不同的語言

:所以利用穩藏式字幕等方式，再由觀眾以解碼器選擇其所屬的文字語言來觀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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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電視業者與其觀眾反而有利 o

儘管如此，有衛星電視業者表示，政府對不同媒體應有不同要求，對隱藏式字幕

亦應如此(王志隆，民的:譚虹，民85 )。

三、電視機製造商

由於隱藏式字幕的推行，將可以使消費者淘汰舊有的電視機，並增加內建式字幕

機電視機的銷售，多數電視機製造商均表示贊成政府推行隱藏式字幕。不過，電視機

製造商認為要生產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器的電視機，還應考量以下的因素(陳義文，

民的:龐德俊，民的)

(一)成本不能太高:內建型隱藏式字幕機的成本不宜超過一干元。

(二)政府應及早訂定字幕機技術的規格標準:隱藏式字幕技術，雖已由工研院

電通所研發成功並已交由各廠商生產，但是政府應儘早制訂隱藏式字幕機

標準，以鼓勵更多業者投入研發製造的行列。

(三)電視臺必須配合播隱藏式字幕:電視臺如果不配合，徒有字幕解碼器也無

法收看。

(四)必須具備繁簡字體轉換的能力:電視機製造商希望由政府獎勵簡體字幕轉

換技術，並整合到內建字幕器電視機內，如此一來，電視機製造商可在未

來將電視機銷售到東南亞及大陸市場。

(五)類比轉數位的技術必須能夠相容:由於目前電視廣播技術正由類比式訊號

轉為數位的過程，消費者也許會因為這個不確定的因素而不願意購買內含

隱藏式字幕機的電視。所以，政府應儘早擬定類比與數位技術的相容性 O

(六)政府政策必須明確，而且有徹底執行的決心:電視機製造商若投資大筆金

錢在生產線上，必然希望政策明確，才不會猶豫 D

四、字幕機製造商的態度

由於隱藏式字幕的推行，將可增加字幕機製造商的商機，因此一般製造商多持贊

同的態度。但是他們仍有以下的考慮(鄭育儒，民的)

(一)字幕機規格的制定

未來在字幕機規格制定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節目帶彼此轉錄的問題。現行的技

術只有運用垂直遮沒時段，才能使字幕在轉錄之後依然存在。而推行隱藏式字幕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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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日後不會發生工作帶與母帶衝突的問題，另外銷售至東南亞時也不會因中文字幕

而產生困難。

(二)中文字碼統一

政府應儘快制定有關中文字幕解碼器的規格，以利業者開發。有鑑於未來龐大的

大陸市場，政府亦應立即研討兩岸中文字碼統一之問題，以增加業者之動機及誘因。

(三)電視臺的配合度

目前市面上可接收英文字幕的外接型字幕機，約新臺幣三千五百元左右，內建型

的字幕機售價則在一、兩干元之間。若無電視臺的配合，推出隱藏式字幕的節目，消

費者將不願意購買隱藏式字幕機，從而使字幕機製造商缺乏投資研發的動機。

(四)其他內容提供者的配合

節目內容提供者若能同時利用垂直遮沒區來傳送字幕以外的資訊(如:氣象、股

票行情等) ，將可刺激消費者去購買字幕機，藉此也可使字幕機廠商有意願去生產隱

藏式字幕機。

五、專家學者的態度

心理學專家認為，開放式字幕會妨礙視力及觀賞節目的注意力。當電視畫面出現

字幕，它會切割畫面，如果觀眾想看到完整畫面，眼睛就必須加倍處理、模擬，因此

自然會比較疲累。理論上，字幕出現對視覺處理的負擔相當大。例如:眼睛要聚焦，

利用視網膜中間的小黑孔，然後十分注意，不然就會遺落資訊。因此一個字接著一個

字，自然會忽略畫面資訊。男外，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在注意力上，一般人處理畫

面，先看整體，分析之後，再就細節來注意。字幕是一個注意力的對象，在畫面與字

幕間跳動欣賞，對眼睛的負擔大，容易提高近視率。然而，字幕的出現亦有其優點。

字幕配合螢幕的畫面，可增加閱聽人處理訊息的準確性，可以降低對訊息處理的錯誤

。單就增加閱聽人選擇機會而言，有滿足個人需要的優點(黃淑麗，民85 )。

從媒體的社會教育功能整體而論，隱藏式字幕可因應不同收視觀眾的需求，比開

放式字幕更有選擇性，因此政府及傳播業者應教育消費者，使其熟悉隱藏式字幕的優

點。媒體不應只是傳播視覺，更應該用字幕來表達深度意涵。就技術而言，電通所應

該多研究如何不影響現有的消費者習慣。從國民健康及社會教育觀點來說，仍待各方

面的努力(祝鳳悶，民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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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隱藏式字幕政策法規分析

發展隱藏式字幕，除了需要政府及各電視媒體的配合外，也必須有賴於電視機廠

商、字幕機廠商及研發機構一齊努力，方可順利推廣。雖然目前三臺首當其衝，最先

遭受轉換隱藏式字幕所帶來的衝擊，但提供眾多節目的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業者也無

法倖免，因為帶給閱聽大眾更多收視選擇之隱藏式字幕的服務，是未來的趨勢，因此

最起碼也應作若干程度的配合，以利隱藏式字幕的推行。

美國FCC在推行隱藏式字幕政策前，會考慮以下因素(FCC ， 1995c) : 

(一)隱藏式字幕的公共利益。

(二)隱藏式字幕在電視節目的可行性。

(三)未來高畫質電視與數位技術對隱藏式字幕的影響 o

(四)隱藏式字幕的成本、市場供應與政府補助的應用情形。

(五)隱藏式字幕市場的可行性。

(六) FCC應該如何推行隱藏式字幕政策。

(七)如何使字幕製造商與節目製造商能配合施行。

(八)建立不同規格字幕間的轉換標準與機制。

而美國國會亦提出應該考慮的因素(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Hearings on S. 

1822, 1994) : 

( 一 )隱藏式字幕對電視業者的負擔。對節目提供者所造成的衝擊有多大。開發

隱藏式字幕需要多少經費。預算又從何處得到。是什麼節目類型需要加上

隱藏式字幕以及是否有業者可以豁免等。

(二)隱藏式字幕的標準。

(三)現場節目字幕的準確性。

(四)發展隱藏式字幕施行的時間表 O

(五)確立獎勵廠商開發隱藏式字幕技術的措施。

(六)開發隱藏式字幕的主管單位。

本節在分析我國隱藏式字幕的政策法規時，特將美國FCC與國會的考量納入討論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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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研析

(一)隱藏式字幕的「公共利益」

隱藏式字幕對於不想看字幕的人而言，可以保留完整的畫面;對於想看字幕的聽

障者而言，是一種暸解電視訊息的工具;對想瞭解外語或不同族群語言的觀眾而言，

是一種溝通的橋樑;而對於一般的閱聽大眾也十分有用，特別是隱藏式字幕衍生的資

訊性服務;此外，它對電視機製造商而言，更是一種商機，對於電視臺而言 ，除了是

商機外，也是 「公共受託人」之義務。不可否認，在電視臺剛開始實施隱藏式字幕的

階段，觀眾一定很難適應要有字幕機才能收看字幕的日子，但是長遠來看，觀眾看字

幕的習慣，亦可藉此調整或改變。隱藏式字幕能讓有需要的人看到字幕 ，不需要看字

幕的人也能有選擇的自由。因此，隱藏式的公共利益無庸置疑。

(二)隱藏式字幕的可行性

隱藏式字幕要在臺灣推行，必須考慮以下的因素:

l. 電視臺的配合度

由於隱藏式字幕會增加人力與成本，因此三臺對於實施隱藏式字幕在態度上比較

被動，除非政策法規規定 ， 否則缺少推動隱藏式字幕的誘因;不過 ，根據本研究的估

算，只要不要求新聞、體育等現場節目都加上字幕，所增加購買設備的成本，電視臺

應有能力負搶; 然而 ， 三臺在面臨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媒體的競爭壓力下，廣告的

業務收益已受到影響，再加上每年又要繳電波使用費以及廣電基金的費用，整體的收

入自然大不如前，因此若完全依靠市場機能決定 ，隱藏式字幕可能較難推行。

2. 觀眾的態度

觀眾對於看字幕還要花錢買字幕解碼器的情形總是難以適應，因此可能會遇到一

些消費者保護團體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抗議。屆時若真遇到這種情況，政府必須讓民

眾暸解建立隱藏式字幕政策的理由、優點及本質;同時，政府應補助低收入及聽障者

買字幕解碼器，未來垂直遮沒區開發為資訊服務後，觀眾之反彈就可望減低。

3. 市場規模

針對美國的情況，由於其境內有眾多的聽障者與非英語系的人士，因此為隱藏式

字幕節目或是隱藏式字幕機需求提供一個極大的市場。但是在臺灣，表面上市場並不

是很大，一般字幕機製造商未必願意投資大筆資金研發隱藏式字幕解碼機;不過，根

據美國國會的調查發現，當愈來愈多裝有隱藏式字幕機的電視機銷售時，市場上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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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對隱藏式字幕節目的大量需求，因而促進這個市場的成長，根據此推論，目前臺

灣民眾電視機的擁有率為百分之九十九，全省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有五百七十萬戶，估

計一年內電視機約可內銷九十萬臺，因此台灣隱藏式字幕機的潛在市場很大(龐德俊

，民的) ;而未來字幕解碼器改為內建時，更將會為電視機製造商帶來新的商機與市

場，如果中文繁體字型又可與簡體互換或者轉換成韓國，日本使用的漢字，市場將不

限於臺灣本島，甚至可擴展到中國大陸及日韓等國。因此，台灣隱藏式字幕機及節目

之市場規模容納量應該不小(蕭博文，民85 )。

4 . 字幕機相關廠商的配合度

字幕機製造商對隱藏式字幕的考量主要是市場大小與政府獎勵的誘因，根據本研

究之調查指出，他們希望政府儘速訂定字幕機的規格，以便研發與生產。

(三)隱藏式字幕政策制定

從主管機關的立場來看，目前「廣電法修正草案」有開放副載波的政策，但是並

沒有強制規定要使用隱藏式字幕 ，即使是 「公視法」也僅將隱藏式字幕的精神放入條

文而已。新聞局的基本立場是贊成隱藏式字幕的推行，但是國內立法速度十分慢，在

尚未立法之前，新聞局很難要求電視業者配合。(盧景海，民85 )。

而交通部亦表示，從國家政策而言，讓民眾享有更多權利是正確的方向。所以，

自民國八十年起交通部在研究開放副載波時，就已考慮隱藏式字幕的問題，可見交通

部對隱藏式字幕的支持政策。(吳嘉輝，民85 )。

既然交通部和新聞局負責相關傳播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應制定隱藏式字幕的政策

。日前，工研院電通所已成功研發字幕解碼器 ，並將其相關技術轉移給民間業者 ， 因

此，未來經濟部應獎勵開發投資字幕解碼器的業者，而內政部社會司也該補助低收入

戶及聽障者來購買字幕解碼器。

二 、法規研析

(一)立法要求電視機製造商儘速採用內建隱藏式字幕機

我國目前並無和隱藏式字幕相關的法規之規定，不過參照美國的「電視解碼器法

案」之規定，且為了因應眾多收視觀眾的不同需求，我國亦可要求電視機製造商，在

三年後生產的十四吋以上的電視機一律內建隱藏式字幕解碼器 ，而交通部應該進一步

要求三臺在不久的將來開始增購播放隱藏式字幕所需之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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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相關傳播法規，要求電視媒體播放隱藏式字幕

「美國殘障人士法」會規定，美國的公益廣告、公視節目、政府出資補助的節目

及公視贊助的節目，一律必須內含隱藏式字幕，其目的在顧全少數弱勢族群以及全體

收視觀眾的權益，因此我國亦可將此法精神納入相關廣電法規的內容內 O 目前新聞局

所草擬的「廣播電視基本通則草案」亦有關懷少數及弱勢族群權益的條文，未來如獲

立法院通過，我國相關廣電法規對電視臺要求播放隱藏式字幕的規定，才更有其正當

牲。不過，該草案因主管機關的問題未獲解決，而暫時擱置。

甫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底在立法院通過的 「公共電視法 」 第三 十八條規定 ，外語

節目僅以原音播出者應附中文字幕，而有關地方戲劇或文化藝術等節目 ，為能表達其

特色，應以地方語言製播 ，並附中文字幕 ，此外， 電台並應提供字幕解碼訊號 ，供觀

眾選擇;不過，公視法卻未明確要求所有節目均須上字幕 ，因此一且未來無線電視臺

將開放式字幕轉為隱藏式播出，公視法就不免有缺陋，因此公視法未來應該修定，規

定所有節目皆應提供隱藏式字幕;如果新聞、體育及現場播出的節目在施行上有困難

，也可以分階段來執行，以達到全面推動隱藏式字幕的目標 O

而未來立法院在審議「廣電法修正草案 」 時也應明文規定，無線電視臺將字幕轉

為隱藏式字幕播出，並且盡量提高字幕播出的比例。至於有線電視法 ，則可要求在未

來修法時，增列提供部分隱藏式字幕的規定;同理，立法院審議 「衛星電視法草案」

時，亦可要求其提供若干比例的隱藏式字幕，雖然有業者擔心外國衛星媒體未必受我

國政府管轄，但是我國亦可管其下游，即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事實上，很多外國衛星

頻道基於市場需要，皆努力提供字幕給訂戶收看，況且隱藏式字幕對國際衛星媒體進

入全球市場更為有利，因此隱藏式字幕的推行己勢不可擋 o

(三)獎勵業者投資開發隱藏式字幕機及軟體

根據殘盟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讓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 I政府及民間應採取若干

措施豐富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及精神 J 而該法第二款中亦特別提到應設立並獎助身心

障礙者各障碟類別之讀物、開辦電視手語節目、在部份影視作品中增加字幕及解說的

相關規定，因此政府應可引用該法獎勵業者投資開發隱藏式字幕機及相關軟體(鄭龍

水，民的;廖靜芝，民85 )。

在硬體開發方面，目前工研院電通所己研發出隱藏式字幕的解碼器，且符合美國

EIA 608的標準，不僅適用於中文字幕 ，同時也可以看英文字幕，因此適合業者投資

生產(龐德俊，民85 )。

. 129. 



﹒廣播典電視﹒ 第三卷第二期 民86年7 月

而軟體方面 ，廠商也已開發出適用於開放式字幕的軟體，因此，在轉移到隱藏式

字幕的研發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唯因目前開放式字幕的市場仍有很大的經營空間

，所以對開發廠商而言誘因並不夠大，因此政府若能適當獎勵業者投資開發，將有助

於隱藏式字幕軟體及早的開發上市。

論及政府的獎勵措施，新聞局針對國內影視事業的發展，提出一項「民營影視事

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J 對於開發隱藏式字幕軟硬體的業者而言，亦

應有所助益 (盧景海，民85) 0 

(四)統一字幕的解碼規格

眾所周知，電視媒體及字幕係由西方所發明。目前國際問從事字幕技術與規格開

發的廠商不在少數，其中又以歐美佔大多數 D 國內近年來也有一些廠商與機構相繼投

入研發的行列。 然而在開發的過程中，由於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可以遵循，又因為

各國字碼有其差異性，所以國內日後推行隱藏式字幕時，應該針對字幕解碼的特性進

行整合與統-的工作，以利國內隱藏式字幕技術的開發與普及(鄭育儒，民85) 0 

(五)補助但收入戶及聽障者買字幕解碼器

由於國人已習慣觀賞開放式字幕，一旦轉為隱藏式字幕播出， 一般觀眾都必須購

買解碼器才能收看字幕，增加了額外的開支負擔，勢必引起很大的反彈。政府應向國

人解釋隱藏式字幕的涵義及優點，並應用公權力使電視廠商推廣內建(build-in)型字幕

機。

對於低收入戶與聽障者購買隱藏式字幕解碼器，則可考量提供一些補助(鄭龍水

，民85 )。政府經費是依人口多少分配，根據我國殘障福利法第十六條「省(市)、

縣(市)主管機關對殘障者裝配盲人安全杖、義肢、支架、助聽器、輪椅、眼鏡等輔

助器其及有聲讀物、點字、書刊等視聽教材，或改善日常生活所需之裝備，應視其家

庭經濟狀況及殘障等級，分別補助 o J 之規定，可知政府既然補助聽障人士助聽器等

設備，未來也應該可視聽障者本身殘障的等級以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給予購買隱藏式

字幕解碼器的補助。

(六)要求電視機與字幕解碼器製造商提供楠助

無線電視畫的業者表示，由於推行隱藏式字幕，將會對電視機與字幕解碼器的製

造商帶來新的高機，因此亦應提供一些回饋給有需要的觀眾，所以未來應可要求相關

業者秉持取芝社會、回饋社會的精神，提供若干經費補助低收入戶與聽障者，藉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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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隱藏式字幕解碼器或內建字幕解碼器的電視機。

陸、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的問卷調查與焦點團體座談可以得知，聽障人士很支持台灣電視台採用

隱藏式字幕，而三臺因擔心成本增加，所以比較被動，但也都表示願黨配合政府的政

策。既然三臺除了新聞、體育與現場節目之外，多半節目都有開放式字幕，將開放式

字幕轉為隱藏式字幕播出，只要增加一些設備並不難。

誠如本文在前面所述，隱藏式字幕對觀眾有公共利益。無線電視臺既然使用公共

電波，有線電視畫既然向訂戶收費，都該盡量服務觀眾，而公視更應率先播出隱藏式

字幕。

由於未來公視可播出隱藏式字幕，政府似不宜要求所有商業電視臺全面播放隱藏

式字幕，但就媒體性質的不同，在適當時段播出適當比例的隱藏式字幕仍有其必要 o

美國殘障人士法要求美國的公益廣告、公視節目、政府出資補助的節目及公視贊助的

節目，一律必須內含隱藏式字幕 o 此點可供我政府在推行隱藏式字幕時作參考。

總而言之，既然開放式字幕有讓觀眾眼睛疲勞及注意力不集中等缺點，而隱藏式

字幕卻有提供觀眾選擇字幕的機會，並又有服務聽障者、低教育者及少數族群的優點

，又可讓電視臺提供垂直遮沒帶(VBI)的周邊服務，政府更應推行此項具有前晴性的

隱藏式字幕政策 o 未來在執行該政策的過程中，也許會面臨一般觀眾的反彈，但日後

民眾必能瞭解政府的美意。整體而言，一項政策的推行，之前必須做好溝通與宣傳等

準備工作，例如召開公聽會與蒐集各界意見，如此一來才能讓隱藏式字幕的政策得以

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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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Choice for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 Analysi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losed-Captioning 

Services in Taiwan 
Yu-Li Liu . Chung-Chuan Yang 

{Abstract} 

Closed-captioning of television programs uses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 technology to deliver textu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shown 

on television screen to the audience with special needs. Closed 

captioning can offer vital benefits mainly for people with hearing 

disabilities by displaying the audio portion of a televisíon signal as 
printed words on the television screen. As early as the 1980s, the Pub

lic Broadcasting Stations in the U .S. have widely adopted this new 

technology to shift from their long-used open captioning since 

1970s. 

In Taiwan , the addition of captions to all television programs 

has it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It provides a uniform written 

language for all Chinese from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istic 

backgrounds to understand program contents. However , as Mandarin 

has become lingua franca in Taiwan , it is appropriate to change from 

current open captioning to c10sed captioning that can be retrieved 

through a decod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1) examin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10sed captions in Taiwan and other nations; (2) analyze how audi

ence , especially hearing-impaired viewers react to c10se captions; (3) 

discuss how broadcasters respond to thi s new captioning practice; (4) 
discuss whether manufacturers can produce affordable c10sed cap

tion decoders to people who need them; (5) discuss whether govern

ment is ready for c1osed-captioning and whether releve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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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ws should be stipulated or revised. 

This research employs four methods to approach these issues 

comprehensively.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i1lustrates the devel

opment of closed captions in Taiw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expert panels are conducted to seek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availability , cost , and uses of the closed-captioning ser

vice in Taiwan. In addition , surveys of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are conducted to solicit their views on close caption servic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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