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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現行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模式與流程  

   節目規劃階段：目前節目規劃包括模組架構規劃、模組的種類、功能界定，

與模組的規格制定四階段，各階段的研究發現如下： 

(一) 模組架構規劃 

1.規劃模組架構最重要的就是標準鐘(Hot Clock)的制定，在標準鐘下再設計時段鐘

及分時鐘。 

2.標準鐘雖是各種元素的組合，但業界卻尚未落實模組化生產的精神，並沒有先

妥善評估所有內容元素，哪些是將來能夠再次使用以及哪些是任何節目皆可共用

的。 

3.公共事務與資訊類節目內容未預先規格化，有些內容卻有再次使用的價值，儲

存後須再次剪接製作成元素，作業上十分不便，事倍功半。 

(二) 模組的種類界定 

1.節目中模組的種類主要有台歌台呼、廣告、音樂、新聞以及公共事務與資訊小

單元。 

2.公務事務與資訊單元內容包括生活資訊、政令宣導、文化娛樂等。而從新聞、

運動、路況氣象所衍生出的沒有時效性或生命週期較長的內容，以及促銷與競賽

在特殊需求或考量下，也可以成為公務事務與資訊單元。 

3.無時效性、須重複使用的節目內容元素最適合成為模組。 

4.有時效性、但具有生命週期的內容，只要有規格化也有機會成為模組，提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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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用的價值。 

5.公共事務與資訊類，資訊的生命週期、價值、豐富度是判斷是否模組化的三大

指標。 

(三) 模組的功能界定 

1.台歌台呼是「門檻屬性」的「輔助模組」；廣告較難界定。 

2.公共事務與資訊類的單元多被界定為「增加多樣化」與「僅為附加」屬性。 

3.「基本模組」是整個產品的基礎，由電台定位來判定。 

4.業界對於各類模組的功能，尚未界定「核心屬性」的部分。 

5.現今模組功能屬性是從節目產製者的角度去定義的。 

(四) 模組的規格制定 

1.模組規格是產製節目依循的標準。 

2.所有的模組都應有固定範圍的時間長度，時間是最重要的規格。 

3.台歌、台呼的規格是在頻道定位時規劃；而廣告的規格主要由業務部、節目部

共同制定；音樂的部份則依照一般流行音樂的固定形式。 

4.新聞類模組制定規格主要考量聽眾需求、競爭對手策略及掌握收聽情境和生活

脈動。 

5.公共事務與資訊類制定規格會考量聽眾的需求、觀察競爭對手的策略、掌握聽

眾的收聽情境和生活脈動並衡量資訊量，但以輕薄短小為主要原則。 

    元素製作階段： 

1.台歌台呼、廣告、新聞是節目中最普遍的模組，其製作原則與方式在業界早已

有慣用的做法。 

2.公共事務與資訊類的模組製作是節目產製者工作的重點。 

3.產製人員須觀察大環境的變遷，解讀聽眾的需求及喜好，製作模組時才能激發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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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組數量多多益善，將來這些單元都能夠重複使用，節省生產成本。 

    儲存管理階段： 

1.模組儲存建檔需有統一規劃的作法，且類目定義要明確。 

2.類目欄位須考量電台需求、分類目的、未來用途來制定。 

(1)台歌台呼、廣告建檔仿照資訊類，使用頻率最高的類目就是編號、名稱、類

別、關鍵字、時間長度，並視需求標記有效期限、內容簡介，或可自行設計其他

檢索類目。 

(2)音樂建檔使用自動播出系統的欄位，註記歌名、演唱者、詞曲作者、發行公

司，並可依需求設定各種參數。 

(3)新聞須做分類、標記與提示，包括類別、新舊、重要性、時效性、使用次數、

使用紀錄等，播出後儲存須標明作者、關鍵字、日期。 

3.資料庫主要分為音樂、資訊、廣告三種，新聞以及音源、乾話、文稿也保存在

資訊資料庫中。 

4.音源、乾話、文稿是廣播節目模組中的「零件」，若須改變部分單元內容都能

調整，並不會出現實體產品模組化生產的缺點，無法更換零件而讓整個單元報廢。 

5.資料庫管理須劃分使用權限，並定期檢視模組效能，作淘汰或更新。 

    組裝播出階段： 

(一)現行類型電台的模組組裝 

1.運用自動播出系統編排節目具有模組組裝的初步概念。 

2.資料庫內容越豐富，透過自動播出系統組裝模組，可達成節目彈性量產。 

3.雖然資料庫中有各種模組，但一體成型的節目重播方式仍存在。 

4.目前類型電台組裝模組的方式主要是自動播出系統編排，主持人(DJ)串連各種單

元，以及聯播網間共用模組單元，屬於零件共用式模組化（Component-Sharing 

Modularity）、混合式模組化(Mix Modularity)及多載式模組化(Bus Modularity)。 

(二)數位化後因應多元通道與需求的模組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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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不同通道特性，模組可切割、加工重製為合適的呈現型態，例如：將音源、

OS、文稿編輯調整成網路版本當作資訊補充、廣播整點新聞傳送給yahoo，或是新

聞提要傳送給手機用戶，接近零件可交換式模組化(Component Swapping Modularity)

及切割適配模組化(Cut-to Fit Modularity)。 

2.模組化的目的是因應不同通道特性將模組組裝成新的節目(商品)，網站和行動通

訊是除了傳統廣播以外最主要的兩個通道。例如：新聞提要、短稿等，都可以再

組裝使用於網站，或是將歌手錄製的乾話與音源，加上其他片頭標題，重新組合

成一個產品傳送給手機用戶。 

3.不管是模組或是模組的半成品都可以是產品，可以透過組裝做大量加值運用，

達成組合式模組化(Sectional Modularity)。 

4.模組組裝，能呈現出各種形式，節目的模組化產製並不會有降低產品自由度的

問題。 

5.消費者在未來也可能可以自行組裝模組，但版權問題的處理是一大挑戰。 

6.未來模組組裝的節目會結合圖片、影像，走向多媒體形式。 

    綜合上述，構拼出現行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模式與流程如下： 

 

圖 5-1： 現行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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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現行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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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現行產製模式與流程中，歸納出以下幾個現象： 

1.設計標準鐘制定模組架構時，未將節目元素、製作行動準確規劃。  

   模組化生產的第一步是將產品細分成各個次系統，將這些次系統「規格化」，

現今節目產製者會參考Keith(1987)與Donald M Davis(1993)的分類方式，將節目內容

元素初步分成幾個大類別，且大部分內容元素都有既定的規格，只有公共事務與

資訊類的內容呈現方式不一定會預先規格化。雖然有模組化生產的初步概念，卻

不等同於有發揮模組化的精髓，妥善規劃元素與產製行為。 

    制定標準鐘的過程，是先按照電台定位決定內容元素的種類與基本比例，接

著安排廣告開口、台歌台呼位置與各類內容元素出現的時間和位置。仔細觀察這

樣的做法，發現並不完全符合模組化生產將產品細分成各種規格化次系統的作

法，即使表面上標準鐘呈現出的樣貌是由各種內容元素組裝成完整的節目，但事

實上在做模組架構規劃時，並沒有先妥善評估所有內容元素，哪些是將來能夠再

次使用以及哪些是任何節目皆可共用的。 

    在一些公共事務與資訊節目中，存在著大段落的主持人講播或訪談，並沒有

預先訂規格。原因包括：(1)節目產製的主導權交由外製單位掌控(2)將內容規格

化，會打斷聽眾的收聽。不過，有些講播內容，卻會插入音樂做區隔，或者由主

持人自行規劃專訪小單元，顯示出節目產製者的觀點前後矛盾。研究者發現講播

或訪談並非不適合預先規格化，而是節目產製人員在一開始制定標準鐘時，並沒

有想到節目裡面這些大段落內容，有規格化成為模組的可能性。但節目播出後卻

常發現講播或訪談中有部分資訊值得再保存與使用，只能透過事後剪接將有價值

的資訊取出，過程相當麻煩。再者因為事先沒有訂規格，即使經過剪接，資訊內

容的時間長度、表現形式、品質都不一致，研究者推測，因為規格不一致，將來

若要組裝使用會帶來很大的不便。     

2.節目產製者對於模組的功能定位認識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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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業界對於模組的功能，偏向關注「增加多樣化的屬性」（variety-enhancing 

attributes）以及「僅為附加的屬性」（plus-only attributes）。且廣播業界對於各類

模組的功能，尚未提及「核心屬性」（central attributes）的部分，也就是哪類模組

能持續讓產品(節目)在專業領域中，發揮更高的價值。 

     這樣的情形反映出節目產製者對於模組產品的特性—產品的整體功能需求

則是由許多子功能的結合而達成的(王如蘭，2001；Pahl 和Beitz，1977)，沒有清

楚的認識。其實一個產品(節目)中會包括各種功能屬性的模組，節目中各模組都

是獨立的，且它們各自扮演不同的角色，提供不同的功能，集合起來才能發揮節

目的整體功能。另外，現今節目產製者並不明白模組功能定位可能因應聽眾需求，

有所調整或改變的現象，目前模組的功能屬性是從節目產製者的角度去定義的。 

3.一體成型的節目重播方式仍存在，模組化組裝的真義尚未被普遍落實。 

   公共事務與資訊類的談話性節目，再次使用通常就是一體成型的重播方式，並

非將有價值的片段獨立取出組裝使用，對重播的想法反映出停留在類比時代的思

維，尚未充分發揮數位科技的特性特質，對模組化的組裝意義只有初步概念，但

並未真正的了解及落實。雖然節目產製者用自動播出系統排播節目，有基本的模

組組裝概念，也認同透過自動播出系統組裝模組，憑藉一個資料庫，甚至可以快

速生產數十個電台的節目內容，達成節目彈性量產，但卻依然有節目量不足的顧

慮，甚至透過重播來降低節目產製成本，可說是一種矛盾心態。研究者推測原因

有可能是目前資料庫內容以音樂為主，資訊的題材較缺乏，或者資訊的題材只有

輕薄短小、畫龍點睛、穿插在節目中增加多樣性的小單元，不足以組裝運用於公

共事務與資訊類的節目。此外，也因為在節目規劃時，並沒有妥善安排節目元素，

確立模組種類、各類模組功能與規格，故即使事後剪接保存一些值得再次使用的

資訊內容，也因規格不一致而不方便組裝使用。 

4.版權問題以及缺乏多媒體內容讓模組組裝形式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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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來也許類型電台能運用模組推出個人化服務，由聽眾自行組裝使用，如：

國外 Bluenote 網站。但現在卻因為版權問題，讓業界對於這些想法停留在想像，

尚未付諸行動。 

    再者，將來節目的呈現型態，會走向多媒體形式，並不只是透過傳統廣播以

聲音來表現而已，因此模組組裝成的節目或商品應該要配合影像或圖片。但目前

大多數廣播業者在產製節目前期並未朝多媒體方向規劃製作，因為認為其主軸本

業還是屬於聲音媒體，只有少數業者表示其電台有拍攝一些影像置於網站上。如

此現象顯示類型電台的從業人員還是停留在類比時代的廣播經營方式，把電台界

定為聲音的媒體，而非數位時代下結合多媒體傳輸的數位內容提供者。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一節的研究發現，針對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的各階段，本研究

結合學理及數位科技的特性，提出以下建議，最後並統整研究結果，描繪出理想

的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數位產製模式與流程。 

一、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數位產製各階段作業技巧 

(一)節目規劃階段 

１.設計標準鐘時須妥善安排節目內容元素。 

   在設計標準鐘，做模組架構規劃時，須先妥善評估所有內容元素，哪些是將來

能夠再次使用以及哪些是任何節目皆可共用的。研究者發現講播或訪談並非不適

合預先規格化，而是節目產製人員在一開始制定標準鐘時，並沒有想到節目裡面

這些大段落內容，有規格化成為模組的可能性，但事後卻又發現講播或訪談中有

部分資訊值得再使用，希望將其中沒時效性、有重複運用價值的資訊取出。其實

這個想法背後真正的目的，就是讓它們成為模組、獨立的單元，將來就能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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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或者內容元素組裝起來成為一個完整節目。 

    雖然目前節目產製者未將大段落的講播或訪談預先規格化，不過，有些講播

內容，卻會插入音樂做區隔，或者由主持人自行規劃專訪小單元。其實由主持人

自行區隔講播內容或規劃節目內的小單元，背後的意義亦是隱含模組化生產的概

念，將節目內容規格化，之後只要內容有重複使用的價值，稍加剪輯就可以成為

模組，而不至於耗費太多時間及心力，甚至剪接不便難以將有價值的段落單獨取

出，或是剪接後的內容品質不一致。既然如此，研究者推測若由電台統一設計模

組架構，依照未來可能使用與組合的方式，預先將公共事務與資訊類節目規格化，

雖然可能讓主持人感到受限，但此作法的優點應該勝過由主持人自行主導規劃各

種規格不同的單元。因為當標準規格由電台統一規劃制定時，更能徹底落實電台

定位與節目政策，讓節目具有一致性、整體性。另外，之後若要重覆運用這些單

元，因為規格均已固定，不論加工、組裝都會更加方便、有效率。 

2. 發掘各種有機會製成模組的內容，落實一次生產多次使用，讓節目產製發揮

最大的效益。 

    節目中絕大多數內容元素，除了無生命週期的內容外，只要有規格化都有機

會成為模組，只是有些模組的生命週期長，有些模組的生命週期較短，資訊的生

命週期越長、越有價值、內容越豐富者，優先成為模組。節目中的模組種類，除

了台歌台呼、廣告、音樂，以及公共事務與資訊小單元，講求即時性的「規格化

插播」，像是新聞，有些內容即使生命週期短，還是能成為模組，藉由重複播出、

多次使用來提升價值。業者應盡可能發掘有機會製成模組的內容，落實一次生產

多次使用，讓節目產製發揮最大的效益。 

 
3. 調整模組功能屬性並積極規劃生產核心屬性模組。 

    模組功能屬性可能也會因應聽眾需求而改變(Sanchez，1999)，如增加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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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屬性可變成核心屬性。研究者認為模組的功能並非只是從節目生產者的角度去

定義，更應該關注模組在聽眾心中的定位，以便作適時的調整。例如若在大環境

下，語言學習是趨勢，而聽眾也認同透過廣播學習語言的成效，也許在未來語言

教學的模組會從僅為附加的屬性轉變成核心屬性。     

    另外，節目產製人員可依照電台定位和聽眾需求，規劃生產「核心屬性」模

組，讓節目在專業領域中能發揮更高的價值。比方音樂類型電台，可規劃設計開

發各種音樂性單元，持續累積成為節目資產，建立電台的核心能力及競爭優勢。 

4. 制定模組規格是節目產製最基礎的工作。 

    在進行模組化生產時，制定模組規格是屬於「可見的設計規則」，會影響後

續設計決策的決定，應在設計流程的早期即建立，並確定所有相關人員都明白這

些規則。制定模組規格是節目產製最基礎的工作，須考量聽眾的需求、觀察競爭

對手的策略、掌握聽眾的收聽情境和生活脈動並衡量資訊量。其中，時間為最重

要的規格，必須標準化。 

(二)元素製作階段 

1.創意來自於掌握聽眾需求及喜好；單元數量多多益善。 

    模組設計者必須密切觀察市場，做出迅速的反應，往往利基就在於對隱藏資

訊的掌握和控制。產製人員須觀察大環境的變遷，解讀聽眾的需求及喜好，也就

是屬於控制模組的隱藏設計資訊，製作模組時才能激發創意，創造獨特性、模糊

性、難以模仿的核心能力。另外，模組製作後能儲存累積，建立資料庫，故數量

多多益善，將來這些單元都能夠多次使用，藉由不斷累積、切割與重組、及不斷

複製達到規模經濟的特性，產生更高的價值。 

 (三)儲存管理階段 

1.衡量電台需求設計類目欄位，將模組明確分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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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資料庫的模組都須做好分類定義，才方便後續搜尋使用。多元的類目與

定義清楚的資訊單位，是資訊切割與重組的基礎，也是建置成模組資料庫時查詢

的關鍵單位，若對模組的定義不清，將使得資料庫淪於無用之地，亦影響之後節

目的排播與呈現。模組建檔除了要有統一規劃的做法，類目的設定亦須注意，類

目欄位並不是訂的越細越好，是必須衡量電台的需求，考量分類的目的，未來將

如何使用，再來決定適合的欄位類目。     

 2.資料庫主要分為音樂、資訊、廣告三種，不管是模組單元或是模組半成品都是

電台資產須妥善保存。  

資料庫可分為音樂、資訊、廣告資料庫三種，模組單元製作過程中的各種半

成品，包括音源、乾話與文稿，都屬於模組的「零件」，也值得放進資訊資料庫保

存。對廣播業者而言，任何資料都有保存的價值，資料的整理累積將成為公司的

資產，將來這些內容都能再加工、組裝使用。 

3.資料庫管理須劃分使用權限，並定期檢視模組效能，作淘汰或更新。 

    因為模組是電台的資產，在管理上除了必須劃分使用權限，定期淘汰及更新

也相當重要。即使是已存檔的資訊內容或音樂素材，每隔一段時間也須衡量、檢

討使用效益和需求，重新包裝或更新，使模組化運用更有效率。 

 (四)組裝播出階段 

1.將模組單元重新組合取代一體成型的節目重播方式。 

   在組裝階段需將節目中各模組視為獨立的單元，可單獨取出運用，也能把各種

不同的模組組合成新的節目，取代節目整集重播的作法。像是新聞話題單元能再

次使用，重新組合成新聞話題集錦，或者談話資訊類節目，可將節目中精彩、有

價值的部分保存成為模組，之後加上合適的音樂組裝成精選，就能比完整節目整

集重播更精緻且具有新意。另外，舊的節目內容也能蛻變為單元，穿插組合在其

他節目內容中，也是一種模組組裝的形式，真正落實數位科技的本質--一次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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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使用。 

2.善用模組成品與半成品，因應不同通道特性組裝成新的商品。 

   除了傳統廣播外，網路和行動通訊是最主要的兩個通道，模組在切割、加工

與重製後，最重要的是因應不同通道的需求，將內容組裝變型，組裝成符合該通

道特性的產品，創造附加價值，產生綜效 (關尚仁，2001a)。在產製流程當中不管

是模組或是模組的半成品都可以是產品，比方像是新聞提要、短稿等，都可以再

組裝使用於網站，成為電子報，或是將歌手錄製的乾話與音源，加上其他片頭標

題，重新組合成一個產品傳送給手機用戶。 

3.聽眾(消費者)也有機會自行組裝模組。 

   將來，節目中的各類模組，可能可由聽眾(消費者)自行組裝，走向主動選取和

互動式消費的模式。而目前在版權問題的限制下，也有業者積極計畫與行動娛樂

加值服務公司合作，就是希望能夠共同拓展個人化加值服務的市場，在版權的限

制中尋找另一種獲利途徑。研究者也推測未來類型電甚至能透過提供客製化的模

組組裝服務，帶來更多收益。 

4.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提供更高層次的內容及服務。 

    將來節目的呈現型態，會走向多媒體形式，以後模組組裝成的節目或商品應

該要結合影像或圖片，打破傳統聲音廣播節目的單一性，提供更高層次的內容及

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帶來新的商機。



 

103 
 

二、理想的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數位產製模式與流程 

 

 
圖 5-3： 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數位產製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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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數位產製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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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ontent is king」內容為王的時代來臨，網路及電信業等新媒體雖來勢

洶洶，擁有駕馭通道的能力，卻欠缺產製內容的能力。因此，廣播產業的契機就

在於轉型為「content provider」，收集整理資訊，再依不同通道特性與需求，觸達

目標消費者。這個「content provider」角色就是透過模組化數位產製模式來達成，

以資料庫作為數位平台，以模組的概念重新組裝資訊，能控制產製成本又能兼顧

多樣性，透過組裝變形，調整呈現型態，傳輸給不同的媒體通道包括傳統廣播、

行動通訊、網路等，創造原始內容的附加價值。 

    類型電台的經營雖鎖定分眾市場，但當市場競爭激烈，節目選擇越來越多，

廣告費也會越來越分散，加上新興媒體像是網路、電信業所帶來的衝擊，這對傳

統依靠廣告費維生的電台而言會是個困擾。 

   其實，數位化後，資訊的組裝整合可能帶來新的商機，模組化產製甚至可讓電

台跳脫過去單純以廣告費為唯一收入的型態，開創出新的收入管道。比方中廣新

聞網透過高效率之新聞作業系統平台，將新聞做大量加值運用，無須增加額外成

本卻帶來不少利潤。 

 

    加值服務對類型廣播電台而言有很大的利基點，未來，類型電台應以模組化

數位產製模式為基礎，透過資料庫生產，讓類型電台的經營從分眾市場走向小眾

市場及個人市場。資料庫中的模組還可以開放給聽眾(消費者)自行組裝，譬如使

用資料庫中的音樂編排自己的歌單，或者主動選取自己需要的資訊。電台若能提

供個人化的多工服務，依照每一位聽眾或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合適的內容與商品，

就可藉此獲得更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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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雖然研究者盡可能從自己的理論框架出發，中立地對客觀事實進行描述與

分析，但研究者自身看待節目產製的視角，因為身為音樂類型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這樣的個人經歷也會影響研究的具體實施和結果分析，將自己的經驗與研究對象

進行比較和對照，將自身價值觀作為檢驗研究結果的標準。但研究者透過「三角

檢驗法」，盡可能降低研究限制，讓研究結論更接近真實。 

   (二)訪談資料的品質取決於互動的品質。訪談過程中，訪員與受訪者間互動的

品質極可能影響所獲資訊的品質。每一次訪談之互動不盡相同，因此受訪者回應

的品質也會有差異。另外，因每位受訪者自身經驗與任職電台屬性的差異，不盡

然針對每個問題都能提供詳盡的資訊，所以在分析時，有些問題較難將受訪者的

陳述做歸納統整，只能盡量採用拼構資訊的方式來了解現況。 

   (三)進行文件分析，所收集的文件主要是一些公開資料，只有少數受訪者願意

提供其任職電台內節目產製的相關文件，讓研究者能夠較深入了解與分析節目產

製的實況。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可選擇單一電台深入分析節目模組化產製的實際情形，配合節目內容分析

法來了解模組化的實況，以及研究實行模組化產製所帶來的效益如何，或者比較

不同類型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有何相同與相異之處。 

(二)本研究主要是針對類型廣播電台節目模組化產製的現況，獲得一全面性的

輪廓，而對模組化節目產製的各階段工作細節則未深入介紹。建議之後的研究也

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如各類模組的規格制定及製作、資料庫管理、產品組裝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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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