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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廣播節目製播與回饋相關文獻分析，並考量本研究的主題與目

的，以及國內目前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回饋情況，發展出如圖所示研究架構

(參圖 3-2)，文獻整理包括弱勢社群與媒體、政府單位落實推廣外籍配偶外語廣

播節目情形、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發展現況、廣播節目製播原則、回饋概念等文獻

理論基礎。外籍廣播節目製播、回饋，將從高海伯傳播訓練模式(參圖 2-6)，運

用入廣播節目製播流程，傳播訓練模式分為以下四個流程階段：訓練前傳播分析

如同節目前置作業（節目構想、節目預算、預期成效）、傳播訓練目標如同節目

設計內容需求（節目宗旨、節目名稱、目標觀眾、節目內容、播出方式、播出語

言、播出時間、節目長度播出頻率）、傳播訓練技巧如同製播過程技巧（主持人、

製作人專業訓練；策劃指導群與諮詢團體）、訓練後傳播評估如同節目效果評估

（節目推廣策略、節目內容評鑑、聽眾回饋）。(參圖 3-1) 

    高海博的組織模式第四階段訓練後的傳播評估階段，本研究參考結合陳清河

在「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外執行廣播電視節目評選與評鑑之可行性研究」中提

到的廣播節目的評鑑項目 1.節目推廣策略的運用 2.節目內容評鑑 3.閱聽人的反

應(收聽及收視率及質化分析)，本研究是針對公益性頻道來做分析，因此沒有收

聽率問題，而目前聽眾尚未普及，電台節目未進行到對聽眾收聽的質化分析研

究，因此本研究改以「聽眾回饋」來代替「閱聽人的反應」。並反映出整體的傳

播過程的回饋情形，聽眾不止可對節目播出效果表達反應，也可對節目前置作

業、節目設計內容需求、製播過程技巧表達意見評估。 

     高海柏從組織傳播模式，點出了回饋是反映訊息，也是組織系統的互動現

象，可以就傳播模式的各個階段進行回饋修正的功能。因此就廣播節目中外籍配

偶收聽的回饋而言，在節目蒐集資訊到內容播出的過程中，聽眾收聽完節目後反

應不一，有些可能會進一步對節目內容製播上有所回應，或是向節目諮詢與節目

內容無關的問題，而這些聽眾回饋有些可以適時的用來對傳播過程，做有效的調

整修正功能，達到良好的傳播互動品質。 

   研究方法將以深度訪談結合資料分析方式進行，訪談部份將分兩階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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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訪談節目的相關主持人、製作人、主管以及聽眾代表一位，根據節目訪談資料

結果，再進一步向學者、民間團體以及政府單位相關人士，針對目前外籍配偶廣

電節目相關政策措施情形、以及對未來節目製播方式，提出更深入的看法與建

議。另外，將輔助資料分析方式，蒐集整理政府單位對外籍配偶廣電補助政策等

相關參考資料。 

 

圖3-1：外籍配偶廣播節目傳播訓練模式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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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本研究研究架構圖 

 
 

研究動機、目的 

研究問題 

資料分析 
1.節目企劃書 
2.外籍配偶廣電補

助政策措施/實施情

形 

文獻探討 
1.弱勢族群與媒體  

2.政府單位落實推廣外

籍配偶廣播節目情形 

3.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發

展現況 

4.廣播節目製播原則 

5.回饋概念 

深度訪談 
1.央廣「越南語」節目主持人：陳燕麗 
2.央廣「越南語」節目製作人：王一煥 
3.央廣「越南語」節目部主管：黃佳山 
4.央廣「越南語」節目聽友：陳氏蛾 
5.高雄電台「南國姐妹情」節目主持人：張淑娟

6.高雄電台「南國姐妹情」節目主持人：阮氏貞

7.高雄電台「南國姐妹情」節目組組長：陳美英

8.高雄電台「南國姐妹情」節目聽友：蔡氏清水

9.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邱淑雯老師 

10.賽珍珠基金會執行長：柯宇玲  

11.台北市民政局副局長秘書：蘇美齡 
12.內政部戶政司科長：陳子和 

節目製播、回饋 
1.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前置作業？ 
2.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內容設計？ 
3.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製播技巧？ 
4.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效果評估？ 
5.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回饋情形？ 

訪談資料整理與分析

研究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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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將以製播外籍配偶的廣播節目電台為本

研究主要研究範圍，從中分析出電台節目的製播、回饋情形，因此本研究將提出

以下研究問題： 

一、檢視提供給外籍配偶收聽的廣播節目製播情形： 

1.獲知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前製作業？  

2.獲知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設計需要包括哪些內容？ 

3.獲知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製播技巧有哪些方式？ 

4.獲知外籍配偶廣播節目播出後的效果評估有哪些？ 

5.獲知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困境、問題？ 

二、檢視提供給外籍配偶收聽的廣播節目回饋情形： 

1.電台獲知聽眾回饋的方式？ 

2.聽眾回饋廣播節目的內容為何？ 

3.節目與聽眾間互動回饋情形如何？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從第二章文獻探討可以歸納出廣播節目製播與回饋兩部分，可分為節目前置

作業、節目設計內容需求、製播過程技巧、節目效果評估四個面向來討論，本研

究藉由引用高海伯提出的傳播訓練模式的架構圖，結合實務上廣播節目製播流

程，因此首先文獻探討必須先從廣播節目製播流程著手，即蒐集廣播節目製播回

饋文獻資料，包括廣播節目的企劃與製作流程、廣播節目宣傳策略、廣播節目企

劃作業階段、回饋文獻等相關資料作為本研究基礎參考架構，繼而研擬出深度訪

談問題，之後並開始進行電台相關人員深度訪談，以了解廣播節目製播以及節目

聽眾間的回饋情形。之後再根據訪談結果資料，進行第二階段的訪談，向學者、

民間團體以及政府單位相關人士，針對目前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提出更深入

的看法與建議。 

    為了解政府機構在外籍配偶傳播政策的補助規劃情況，將蒐集整理目前政府

單位，對外籍配偶廣電補助政策所採取的補助政策措施等相關書面資料。 

    最後，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現有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問題與經驗，提

供未來更多類似服務於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參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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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度訪談法 

   Patton 對於面訪形式有三種不同的分類，分別是 1.結構化訪談，也就是對於

所有的受訪者而言，給予的問題、數目與問題的順序都是一樣的；2.非結構化訪

談，此訪談最具彈性，是一種沒有方向性的訪談，訪談者可以探問各式各樣的問

題；3.半結構化訪談，此一形式介於前二者之間，及事先擬定主題大鋼與相關問

題，由訪員視訪問情況來決定問題先後次序與用字遣詞(引自黃文卿，1998)。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作為蒐集資料的方法，採半結構的訪談方式，半結構的訪

談意指以事先擬定訪談大綱及相關問題為基礎，訪問者向受訪者針對特定議題發

問一系列結構式問題，然而為深入議題，採用開放式問答方式，由訪問者視情況

決定問題的先後次序與遣詞用字，以期獲得更完整的資料(胡幼慧，1996)。 

    半結構式的訪談形式較結構訪談彈性不受限制，較非結構式訪談嚴謹，常被

採用以研究，適用於受訪者較少，資料不須量化處理的情況，Green and Tull (1988)

指出，非結構性的訪談能得到結構性訪談所不能得的資訊，藉由非結構性訪談的

非正式方法，研究者可以獲得受訪者動機的相關資訊。 

    本研究利用深度訪談法，對電台相關人員深度訪談，了解廣播節目製播以及

節目聽眾間回饋情形。之後再根據訪談結果資料，向學者、民間團體以及政府單

位相關人士，針對目前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提出看法與建議。 

二、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法係以蒐集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節目表、節目單元相關簡介資料、節

目企畫書、節目審聽意見表等資料，來輔助對電台人員廣播製播訪談上資料的不

足，並用以豐富研究者在研究外籍配偶廣播節目製播情形上的了解深入度。另外

也蒐集目前政府對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上，於推廣外籍配偶之外語廣播或電視

節目的政策措施執行情形，根據政府主管機關相關的統計資料或是實施績效，以

了解外籍配偶廣電節目目前推動落實狀況。本研究擬整理參考了內政部網頁上，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以及 93 年 1-12 月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輔導

措施辦理情形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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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訪談對象 

    關於廣播節目製播與回饋，本研究考量到商業性與公益性電台，電台組織經

營形式的不同，本研究將鎖定服務大眾的公益性電台為本研究對象，從目前有提

供外籍配偶的廣播節目中，挑選出高雄電台的「南國姐妹情」和中央廣播電台的

「越南語節目」為本研究探討對象。 

    高雄電台「南國姐妹情」是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為擴大服務外籍配

偶家庭，結合高雄廣播電台所推出的節目，以服務遠嫁來台的東南亞籍外籍配偶

和家屬。節目在星期日上午九至十時，於 FM94.3 頻道播出，分享外籍配偶在台

灣生活經驗、親子教育與適應問題，由曾為廣播人的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

社工督導張淑娟主持，並邀請三位外籍配偶，一位是越南籍的阮氏貞、以及兩位

印尼籍配偶饒鳳琴、王妙容協同主持，節目中以國語穿插越南語及印尼語的方式

播出。 

    中央廣播電台由於本身是國家廣播電台角色，播出內容須對海外聽眾放送，

目前外語部分提供了五種語言(美、日、泰、印、越)，因應外籍人士(外籍勞工與

外籍配偶)人數的增加以及延伸的社會問題，電台從去年開始對海內做播出，廣

播內容設計有別於一般廣播節目形式，節目形式是以十五分鐘單元型式為主，越

南語部份每天都有播出一個小時節目，供給海外越南人以及本地外籍人士(外籍

配偶與外籍勞工)收聽，而目前星期日「台越一家親」15 分鐘小單元，是現在中

央電台唯一設計給居住在台灣的越南籍配偶收聽的節目內容，因此並沒有專屬設

立一個小時時段節目服務外籍配偶，而是分散在每天一小時時段，每小時又劃分

不同小單元，其內容同時可以滿足在台的外籍勞工和外籍配偶於生活適應及資訊

取得的需求。節目規劃融合了許多不同小單元的形式，其中包括外勞短訊、歌曲

排行榜、台越一家親、空中交流網、新聞、專題報導、發現台灣之美、學華語打

通關、台灣地方大小事、經貿周播、健康資訊站、星期雜報、旅遊 Formosa、台

灣廣角鏡、音樂大舞台、台灣小百科華語大補帖、生活櫥窗、聽友時間。本研究

以中央廣播電台整體一星期的越語節目內容，為節目製播探討對象。 

    訪談對象主要涵蓋兩個範疇：節目製播回饋部分，將深度訪談主持人、製作

人、節目部主管，希望描繪出目前此類廣播節目製播情形，提供未來更多類似服

務於外籍配偶節目的族群廣播節目製播參考建議。除此之外，將訪談聽眾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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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便更進一步了解節目與聽眾回饋互動情況， 

另外，將進一步獲悉政府部門對外籍配偶廣播節目之相關補助政策情形，並

從學者、民間團體角度提供其對目前外籍配偶廣播節目內容製播的觀點與建議。 

 

《深度訪談名單》 

表3-1 訪談名單 

姓名 職稱 訪談日期

張淑娟 高雄電台「南國姊妹情」製作人兼主持人 

高雄家協督導 

94.11.14 

阮氏貞 高雄電台「南國姊妹情」主持人 

高雄家協社工員 

94.11.14 

陳美英 高雄電台節目組組長 94.11.26 

蔡氏清水 

(南國姊妹情聽眾代表) 

家管，來台五年，在家帶小孩，會使用電視 

與廣播媒體，聽南國姊妹情有半年的時間。 

94.11.03 

王一煥（央廣） 央廣「越南語節目」導播兼記者 94.10.31 

黃佳山 央廣外語組組長兼英語節目編導 94.11.01 

陳燕麗 央廣「越南語節目」主持人 94.11.01 

陳氏娥 

(央廣越南語聽眾代表) 

家管，來台三年又兩個月，在家帶小孩，較 

喜歡使用廣播媒體，每天聽央廣越南語節目

有近一年的時間。 

94.11.02 

邱琡雯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94.12.01 

柯宇玲 賽珍珠基金會執行長 94.12.02 

蘇美齡 台北市民政局副局長秘書 

台北電台『台北新故鄉』節目主持人 

94.12.09 

陳子和 內政部戶政司科長 9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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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廣播電台、高雄廣播電台介紹 

中央廣播電台 

(1)國際廣播發展歷程 

    我國國際廣播電台發展源於民國十七年(西元 1928 年)，國民黨中央委員陳果

夫、戴季陶等人倡議設立「中央廣播電台」；該年八月於南京正式開播。民國二

十一年『一二八事變』發生，為對日說明真相，中央廣播開始對日播音，為我國

國際廣播之發韌。 

    民國八十五年(西元一九九六年)一月立法院三讀通過合併原屬於國防部之

「中央廣播電台」與原屬於中國廣播公司之「中廣海外部」改制成立財團法人中

央廣播電台，八十七年元月一日正式改制開播，成為國家廣播電台。並以「台北

國際之聲」與「亞洲之聲」兩個台呼，代表國家對國際與大陸播音(陳惠芳，2002) 

(2)中央廣播電台組織概況 

    1996 年，立法院三讀通過「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設置條例」合併原屬於

國防部之「中央廣播電台」與原屬於中國廣播公司之「中廣海外部」改制成立「財

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並在 1998 年以 18 種語言正式向全球發音(國語、方言五

種、外語 12 種)。其電台主要任務為： 

1. 對國外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樹立國家新形象，促進國際人士對我國之正確

認知，及加強華僑對祖國之向心力 

2. 對大陸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增進大陸地區對台灣之溝通與了解 

(3)中央廣播電台節目概況 

    中央廣播電台擁有新聞、國語、方言、外語、音樂(DAB 數位化實驗廣播)

等廣播網，播出語言以國語、閩南語、客家語、粵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

西班牙語、日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十三種語言對全球發音，目前聽眾遍

及全球及本地外籍人士，例如近年來大量引進的外籍勞工，以及新台灣媳婦東南

亞籍的外籍配偶都是該台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節目的忠實聽友。 

    中央廣播電台為促進國際與僑界對台灣的了解，以及對大陸傳播資訊，其節

目安排有別於國內媒體。新聞網方面，以反映台灣社會現況與成就的新聞為主，

內容包括政治、社會、財經、文化、政論性與服務性為主。 

    外語節目綜合了新聞、教育、文化、資訊、娛樂等議題，將台灣現況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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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不同面向報導。外語節目則是聘請了各國人士擔任播音、節目製作工作。 

(4)中央廣播電台節目播出方式 

    中央廣播電台對全球播出的節目，透過全台各地所架設的微波站傳送到鹿

港、枋寮、長治、淡水、褒忠、虎尾、台南、口湖及民雄等九各分台，該台節目

再透過發射台以短波中波方式向外播出，總發射電力高達一萬零五十千瓦，電波

有效涵蓋範圍包括台灣中南部、大陸地區以及全球各大洲。除了藉助傳統短波播

送對外訊息外，亦積極發展網路廣播，中央廣播電台建設的 DAB 公共發射平台

便是為我國數位廣播發展而設立。 

(5)跨足全球與國際電台合作 

    中央電台近年也與國際上之國際廣播電台進行合作交流計畫，與美國之音、

德國之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美國家庭電台 俄羅斯國家廣播電台、澳洲國家

廣播電台、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及自由亞洲電台等國際電台合作，共同參與國際

廣播事務。 

    中央廣播電台在全球皆有龐大聽友會組織，每年都會與世界各地聽友會組織

互動，其中日本東京玉山俱樂部、大阪玉山會、阿根廷 哥倫比亞、德國韓國與

印尼各地的聽友會都頗具規模。央廣另設有聽眾服務組以處理來自各地的傳統信

件、傳真、電話、電子郵件等；中央廣播電台在 1998 年創辦國際廣播雜誌，2001

年更名為 e-Radio 國際廣播雜誌對外發行，內容以廣播人、事、物、國際廣播電

台介紹與國際趨勢報導為主。 

    因應在台外籍人士，例如外籍勞工、外籍配偶的與日俱增，目前中央廣播電

台以 13 種語言對全球播音，未來希望發揮公共媒體職責，以服務在台外籍人士，

正努力積極爭取開闢一個台灣境內外籍人士服務的專屬外語頻道，初步以英、

日、印、泰、越五種語言播音，以為境內外籍人士提供完善的資訊服務和生活協

助，並建立和新移民溝通的平台(自由時報，2005)。 

 

高雄廣播電台 

    民國六十八年七月一日，高雄市政府改制為直轄市，新聞處隨之成立，初設

兩個科，第一科主管新聞行政業務；第二科負責新聞發布、聯繫與視聽宣導工作。

民國七十年一月增設第三科，負責文宣出版業務。為加強市政宣導工作，民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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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年六月二十八日，高雄市市政廣播電台成立，收聽範圍為高雄市、縣。 

    民國七十二年高雄市市政廣播電台成立新聞組；七十六年奉行政院核准籌備

增設調頻台 FM94.3；民國八十年 FM94.3 調頻台正式開播，發射範圍涵蓋嘉義以

南、屏東恆春以北及澎湖縣等南台灣地區；同年完成中寮發射站興建。民國八十

一年元月一日，高雄市市政廣播電台正式更名為高雄廣播電台。 

    高雄廣播電台目前收聽範圍涵蓋嘉義縣、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加

上澎湖縣等地區一帶，收聽頻率為調頻 FM94.3 以及調幅頻道 AM1089。 

    高雄廣播電台節目不僅服務在地族群，節目除了擁有國、台、客、原住民語

節目之外，也因應目前外籍人士在台人數的遽增，而開闢服務外國人士「老外在

高雄」、外籍勞工「泰勞在高雄」、「菲勞在高雄」、以及外籍配偶「南國姐妹情」

節目。 

 

二、訪談題綱 

    針對本研究之目的及研究問題，將分三個方向進行：節目製播者訪談大綱(主

持人、製作人、節目主管)；聽友訪談大綱；政府官員、學者、民間團體訪談大

綱，訪問題剛如下： 

(一)節目製播訪談題綱 

1. 請問您從事傳播行業有多久了？先後從事過哪些工作？ 

2. 請問您製播這節目從何時開始？節目設立的宗旨與目的？ 

3. 請問您當初該節目構思的考量條件有哪些？預設的收聽對象是希望給誰收聽？ 

如何來滿足聽眾的需求？ 

4. 請問您貴節目如何讓更多外籍配偶知道這個節目？是否有過宣傳節目活動？

有哪些宣傳方式？ 

5. 整體上請問您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的節目預算包括哪些？預算來源為何？實際

預算是否充足讓節目運用？ 

6. 請您談談外籍配偶節目流程、內容型態、單元分配有哪些？ 

7. 請您談談節目播出方式？播出時間？播出語言？ 

8. 請問您當初節目開播時預期節目播出效果為何？ 

9. 請您談談節目主持人、製作人資格背景？有受過相關的傳播背景訓練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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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製作背後，是否有策畫指導群或是諮詢團體提供協助及意見？ 

10. 請問您節目錄製好後，是否有進行節目的審查會議或是檢聽工作？或是否有

進行電台內部或是聽眾試聽會？ 

11. 請問您節目中有設立類似聽友會組織？如有，請說明一下聽友會組織性質？ 

12. 請問您貴節目有哪些獲取聽眾回饋意見方式？哪一種是聽眾最常利用的？為什麼？ 

13. 請問您貴節目和聽眾的互動情形如何？有舉辦過與聽眾有關的活動？ 

14. 製播單位如何處理利用聽眾叩應、來信、傳真？ 

15. 請問您貴節目的聽眾群最常對節目內容有哪些反應意見？請舉例說明 

16. 請問您在節目播出後，有節目的檢討或是評鑑會議？會針對哪些作檢討？ 

17. 請問您節目播出有進行監聽工作？如有，監聽內容有哪些？監聽目的為何？ 

18. 請問貴節目播出至今在製作播出上面臨哪些困難？如何解決與面對？ 

19. 請問您對目前貴電台製播的外籍配偶節目內容，您滿意現在的呈現方式及內

容嗎？有無需要改進的地方？ 

20. 請問您有需要補充的意見或說明嗎？ 

 

(二)聽友代表訪談大綱 

1. 請問您一天花多少時間聽廣播節目？會聽哪些廣播節目？收聽的動機原因？ 

2. 請問您最喜歡聽的廣播節目是？喜歡收聽的原因？ 

3. 請問您如何知道廣播有提供給外籍配偶聽的節目？當時您是在什麼情況下收 

   聽到這個節目？你覺得節目呈現如何？有無需要改進以及建議的地方？ 

4. 請問您是否曾經向您收聽過的廣播節目表達意見、期望或是向媒體諮詢的情 

   況？如果有請說明一下您反應內容以及節目單位的回應？ 

5. 請問以您是外籍配偶的身分並且收聽過這個節目的角度來說，您覺得節目還 

   可以提供或是希望聽到怎樣的節目內容？ 

6. 請問您週遭認識的台灣人或是同鄉嫁過來的外籍配偶朋友中，有人收聽這個 

   節目嗎？如有，他們對這個節目反應如何？他們有沒有利用傳真、寫信或是 

   打電話方式向節目單位諮詢或是反應意見？節目單位是否有回應？請說明 

7. 請問您是否曾經向友人或是同為外籍配偶的朋友，介紹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給 

  對方收聽？如有請說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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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您認為外籍配偶廣播節目可以經由哪些方式，讓更多外籍配偶知道並收 

  聽這個節目？ 

9. 您認為專門為外籍配偶設立的廣播節目有存在的必要嗎？為什麼？  

10. 請問您有需要補充的意見或說明嗎？ 

 
(三)學者/民間團體/台北市民政局訪談問題 

1. 請問您觀察目前外籍配偶生活適應以及資源取得情況如何，有哪些問題？(生

活適應或識字班上課情形)，配偶生活上最需要怎樣的資源幫助？ 

2. 請問您認為媒體對外籍配偶生活適應上有何幫助與影響？ 

3. 從廣播節目的服務來看，在構思節目時要考慮怎樣的條件？您會期望透過這

類節目播出有哪些預期效果？ 

4. 就您了解在服務外籍配偶弱勢社群的廣播節目，目前節目提供者面臨了什麼

挑戰？ 

5. 請問您認為廣播電視媒體在製作外籍配偶節目內容時，應考慮哪些因素？(語

言、時段、節目長度、目標觀眾群)，節目內容您覺得可以朝哪一方面進行？ 

6. 請問您認為提供服務外籍配偶的廣播節目製作團隊和主持人應該具備那些條

件或是訓練？您認為政府或是民間團體就主持人部分可以如何提供的人才資

源的協助？ 

7. 請問您外籍配偶節目製播上如何加強與外籍配偶相關政策消息或是生活資訊

這方面的內容服務，政府或是民間單位可以如何來協助？ 

8. 請問您認為未來關於外籍配偶節目的推出可以如何宣傳外籍配偶廣播節目？

政府或是民間單位可以如何協助？ 

9. 就您了解目前政府對外籍移民的媒體近用政策資源上有怎樣的作為？未來政

府在外籍配偶媒體近用權利上，有何建議？如何去推動執行? 

10. 請問您還有要補充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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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政部訪談問題 

1.問您政府單位如何怎樣知道外籍移民的需要？目前他們有哪些迫切問題與需

要？  

2.問您內政部會鼓勵補助各縣市政府設立種籽研習班生活適應輔導班，外籍配偶

如何知道這些管道訊息？ 

3.請問您就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上，現在有哪些重要實施工作內容，值權如何

分配給各單位？外籍配偶生活適應利用廣播資源來做推廣的是主要由哪一個

單位負責？ 

4.請問您針對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上，中央地方各級單位如何應用傳播媒體？ 

5.請問您內政部鼓勵各縣市單位或民間團體攝製在臺生活資訊，提供多國語言服

務資料給外籍配偶，請問內政部如何補助鼓勵他們如何？ 

6.承上題，這些製播宣導的影片內容內政部如何做監督？ 

7.請問您就目前如果要在廣播電台要長期推出一個給外籍配偶收聽的廣播節

目，可會面臨哪些困難與問題？可以如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