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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各種社群網站為首的策展平台及其內容，近幾年正漸漸成為媒體內容的新

興典範，而需求急速成長的雲端影視在內容策展的領域中也不應缺席。本研究立

基於網絡社會（Castells, 2000）中與知識工作（Drucker, 1993）相關之人才理論，

尤其是 Hartley（2009）所提倡之創意產業與個人創新創業文化之論述，欲了解

業餘雲端影視內容策展人需具備如何的資訊素養與企製能力，進而完成從素人邁

向專家的自我成長與微型創業之目標。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與小組座談的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個案平台 9x9.tv的內部

職員與外部策展人，初探雲端影視策展人在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行銷與

溝通等四個工作階段應具備怎樣共通與相異的素養與能力；策展人如何兼顧社群

親近性與內容專業度，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身角色與大環境。研究發現，雲端影

視策展人的動力來自業餘文化下的興趣與熱誠，並可基於相關專業知能的核心素

養，藉由跨域的實作自學能力，以造就百花齊放的內容創業生態。因而內容創意

產業的能量主要不在於環境的能供性，而是存於每個現代人內心的覺醒意識。知

識公民心中應有自覺，了解自我在這個時代所肩負的主動角色與自我準備的方向，

以厚植多元文化的專業薰陶，並熟知如何與社群受眾溝通互動進而學習調校既有

的專業與實務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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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內容策展漸成風氣 

2013 年初所發行之《數位時代》雜誌第 224 期，其封面故事為「10 大跨界

新人才」。這期雜誌介紹了能夠推動現今資訊社會轉型的十大跨界新興人才，其中

「策展人」（curator）此一角色即被包含在內。這是內容策展人專業在台灣，頭

一次被主流媒體以大篇幅並重點式的介紹，也標記著一種嶄新的內容產製者在台

灣的正式誕生。 

近年來，以策展為主軸的各式新興網絡平台，確實也在網路世界中成為典範，

例如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1，以及圖照片社群網站 Pinterest2，

皆在網路圈中產生了頗具規模的迴響。隨著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發展，策展

在台灣也逐漸在大眾之中開始被介紹與討論，例如專書《Curation 策展的時代－

串聯的資訊革命已經開始！》（佐佐木俊尚，2011／郭菀琪譯，2012）以及《為

什麼搜尋將被淘汰－在內容被淹沒的網路世界，策展才是王道》（Rosenbaum, 

2011a／黃貝玲譯，2012）。 

                                                      
1
 赫芬頓郵報由 Arianna Huffington, Kenneth Lerer 與 Jonah Peretti 於 2005 年所共同創建，為一聚

合性新聞網站。該網站與數千名部落客合作，每天即時篩選與編排最新的部落格新聞或評論。赫

芬頓郵報曾獲選為時代雜誌 2008 年世界最佳部落格（McNichol, 2008），並於 2012 年成為首次獲

得普立茲新聞獎（國內報導獎類）的原生線上媒體（Calderone, 2012）。目前，赫芬頓郵報的每

月不重複訪問量已超越有線電視新聞網與紐約時報網站，成為美國最大的新聞網站（見

http://www.quantcast.com/top-sites/US）。赫芬頓郵報已於 2011 年，被美國線上公司以 3.15 億元

美金收購（AOL & The Huffington Post, 2011）。  
2
 Pinterest 由 Ben Silbermann, Paul Sciarra 與 Evan Sharp 所共同創立，是一個圖照片社群網站。使

用者可以建立不同主題的告示板（pinboard），然後將與主題相關且自己推薦的圖片分享於板上

（pin to share）。Pinterest 曾於 2012 年獲得網路奧斯卡威比獎（Webby Award）的最佳社群媒體

應用（見 http://winners.webbyawards.com/2012/web/general-website/social-media），並是目前世

界上流量最大的五十個網站之一（見 http://www.alexa.com/topsites/glob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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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視策展之實作與討論缺乏 

 受到這一股資訊環境轉變趨勢的影響，台灣的網路世界也開始慢慢出現內容

策展的範例。除了外來平台的應用如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與分享功能、Twitter

的轉推（retweet）功能，與 Pinterest 的轉釘（repin）功能以外，台灣還出現了

如 Fans News 社交剪報（appnews.fanswong.com）、Fans TV 社交電視

（tv.fanswong.com）、7Headlines.com、CutReader.com，以及 9x9.tv 雲端電視平台

（www.9x9.tv）等新興策展平台。 

表 1 

台灣雲端內容策展平台比較 

 Fans News 

社交剪報 

CutReader 7Headlines Fans TV  

社交電視 

9x9.tv      

雲端電視 

文字內容 無 無 無 無 無 

圖片內容 無 無 無 無 無 

超連結網址 主要 主要 主要 無 無 

音頻內容 無 無 無 無 無 

視頻內容 無 無 無 主要 主要 

內容預覽方式 圖文瀑布流 圖文瀑布流 圖文瀑布流 圖文瀑布流 半屏自動播放 

內容呈現方式 網頁嵌入 網頁嵌入 網頁嵌入 播放器嵌入 全螢幕播放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經比較發現，台灣在線上內容策展上似乎較為重視圖文類的應用。即便策展

的內容為超連結網址，其網站內容也以圖文為主。相對而言，至少在數量上，影

視策展在台灣的發展則略顯緩弱。至於國外，對於策展較廣泛的應用也以圖文策

展為主，例如 Facebook與Twitter等較成熟的平台。而像#waywire（waywire.com）、

Telly.com3，以及 Devour.com4等影視策展平台，則也鮮為人知。 

  

                                                      
3
 #waywire 成立於 2013 年，Telly 成立於 2008 年，二者皆是社群影視策展分享平台。 

4
 Devour 成立於 2010 年，是一個視頻分類精選網站，旨在推薦經策展的網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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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線上影視內容近年來成長快速，在策展的領域中不應被忽視。以為

數眾多的短片為例，2011 年時每分鐘有 48 小時的影片上傳至 YouTube，至 2012

年這個數字成長到 72 小時（The official YouTube blog, 2012）。而到 2013 年，每

分鐘已有超過 100 小時的影片上傳至 YouTube，每年成長約 50%（The official 

YouTube blog, 2013）。因此線上影視內容就數量來看，確實有其策展的必要性。 

再者，需求與產業端的成長，也使海量的線上影視內容是否可以或如何被策

展以有效收看的問題逐漸被凸顯。在台灣，根據香港商明略行（Millward Brown 

Taiwan）的調查（季妙發，2012），像 YouTube 影片這種海量的短片，是台灣民

眾在收看線上影視時最大宗的類型5，佔線上影視收看比例的45%。而由eMarketer

市場研究公司所發表的＜2012 年數位關鍵趨勢報告＞（Elkin, Hallerman, & 

Williamson, 2012）則顯示，美國線上影視瀏覽人數佔所有網路使用者的比例，將

由 2011年的 68%成長至 2012年的 71%，行動影視瀏覽人數也將由 2011年的 29%

成長至 2012 年的 32%，可見近年來網路使用者對線上影視內容的需求增加。 

圖 1  2012 美國線上影視、行動影視、整體線上影視廣告支出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Elkin, Hallerman, & Williamson (2012, p. 4) 

                                                      
5
 台灣民眾在收看線上影視時的次要類型是電視節目的 34%，以及電影的 21%（季妙發，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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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rketer（Elkin, Hallerman, & Williamson, 2012）繼續指出，線上影視廣告

支出將由 2011 年的 21.6 億美元成長至 2012 年的近 31 億美元，且後續成長幅度

也將比任何型式的線上廣告都還要大，也顯示線上影視確實隨著需求的增加，而

漸漸成長為重要的市場與產業。因此，從數量、需求、產業的角度來看，海量的

線上影片是否能或如何被策展以有效收看，確實有其探究價值。但從現況來看，

影視策展相對於圖文策展，討論分量的確稍嫌薄弱。 

其實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包括影視等所有策展行為，都還處於數量不豐的階

段。以國內為例，與策展相關之研究，都尚未延伸至媒體內容的角度，如傳統的

藝術策展（葉子琪，2012），或是借用策展的概念來談企業管理（何冠廷，2011）。 

三、內容為王須建立在企劃製作人才的基礎上 

 包括 YouTube 等許多新興科技服務提供者，其實都想解決有效收看影視內容

的問題，大如智慧型電視系統 GoogleTV 及 AppleTV，小如各種行動應用（mobile 

application，簡稱 app）Frequency、Showyou、Vodio 或 Squrl6。不過就算連一流

的大公司，也未能於近年擘劃出嶄新的影視生態系統，這點從 GoogleTV 或

AppleTV 到目前為止仍苦於突破的現況即可得知。 

研究者近年來服務於影視策展平台，發現在科技領域中，影響新媒體及其內

容是否能為新用戶所接受，端看該平台是否具有質量均優的內容，以及符合用戶

需求的平台體驗。但歸結到最後，最終影響最鉅的仍是內容，因為使用者沒辦法

在一個內容質量不完整的情況下，光靠平台體驗來評斷或接受一個影視內容策展

的新服務。這就好像觀眾不可能除去頻道的因素而單單喜歡看「電視」，而網路

使用者也不可能不考慮網路內容或應用而純然感謝「網路」的存在。 

                                                      
6
 Frequency、Showyou、Vodio 與 Squrl 皆是行動作業系統 iOS 上的影視收看應用，其中 Vodio 與

Squrl 較具人為策展內容收看的特性，而 Frequency 與 Shouyou 則較偏向自動化聚合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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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其實是包含「媒介」與「內容」兩個部分；而媒體所發揮的功能，就

是在「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行溝通的效用，這是自 Shannon 與 Weaver（1949）

以來基本的大眾傳播模式。在此，研究者並非主張在傳播的過程中，內容的影響

力是至高無上的，而是在一個新媒體平台欲圖發展的框架下，提出一個自立自強

（bootstrapping）的實踐觀察，亦即「媒介提供以內容來溝通傳播者與接收者的

環境」，但「內容（或其隨之而來的意義）是媒介、傳播者與接收者之所以存在

的重要理由」，而這一點對新興媒體平台的茁壯來說格外重要。 

因此，不同新媒體所乘載的內容，應要大概能對使用者產生一定的意義，才

有可能激發其興趣與對話。這個概念有點類似現代建築法則當中的「形式追隨功

能」原則（form follows function）（Sullivan, 1896, p. 407），亦即新媒體應當圍繞

著內容與意義建構，而非隨著技術或功能而發展。這個觀察或多或少回應了近年

經營各種影視應用的窘境。以智慧型電視系統開發商為例，鉅資所打造的平台，

最後其殺手級應用卻仍是既有電影、電視節目的隨選服務，或是一些加值、社群

功能，以至於這方面的發展至今了無新意。正如 McQuail（2010）所指出，既存

的傳播系統得到了擴展，但似乎並未對傳輸或消費的內容造成根本性的改變。 

在這樣的觀察之下，研究者特別有感於影視策展內容的不足，且認為原因即

在於沒有足夠的影視策展人存在。為了推廣影視策展平台，必須要有足夠質量的

內容以吸引觀眾，並獲得一定的支持與回饋，這個新興媒體生態圈才得以成長茁

壯。但實務上常遇到的困境是，使用者因為找不到足夠且好看的內容而不具黏性，

以至於策展人或平台根本無法獲得必要的回饋與成長動能。以其他新媒體平台為

例，李明仁（2011）即曾對部落格進行研究，發現部落格的內容品質在整體部落

格環境中（還包括系統品質、認知需求，及社會影響等），對使用者採用的影響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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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有策展人往往也無法提供「影視策展內容為何無法吸引觀眾」的洞

悉，而只能停留在「分享按鈕不清楚」，或是「策展流程不方便」等操作層面的

問題上。當然，以媒介體驗的觀點來說，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若說有一個使

用體驗極佳的平台存在，就能百分之百的造就一流的影視內容策展人，而這些策

展人又能反過來產製出許多優質的策展內容，這個假設似乎也不足以說服人。 

所以，本研究認為在初期要發展可看性高的影視策展內容，除了平台體驗之

外，更重要的是影視內容策展人企劃製作的素養與能力。這種企製素養與能力，

必須一方面足以持續生產出吸引觀眾的內容，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出

「問題」，且足以引導新興平台如何共同打造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影視服務。 

圖 2  新興內容策展平台理想的回饋循環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內容為王，但產製者的素養與能力才是內容策展生態的核心。有鑑於內容策

展在台灣仍然缺乏，本研究欲從內容出發，以產製者（策展人）的素養與能力為

觀點，試圖初探影視內容策展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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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欲根基於 Castells（2000）所提出之網絡社會理

論，來延伸其中與資訊經濟、新工作結構，以及社群虛擬化所相關之媒體內容創

造人才的議題。過去大眾媒體經濟結構下，一般人「只讀不寫」的文化，過渡到

現今如 Hartley（2009）所提倡之知識經濟、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與個人

創業文化之時，原本所被認為是基於各種私人或市場面的需求所發展之職專業技

能（Buckingham, 2003; Hoechsmann & Poyntz, 2012），如今都已漸漸轉移為個人

必要的生活技能（Hartley, 2009）。也因此，個人在現代不但應同時具備讀與寫的

基本資訊素養，同時也必須更進一步思考如何不經完整而正式的專業訓練，而能

完成從素人邁向專家的自我成長與微型創業的目標，進而轉型至 Peter Drucker

（1993）所言之知識工作社會。 

Kim（2012）曾以 YouTube 為題，研究一個使用者自製內容（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平台的機構化（institutionlization），其中必定包含著內

容專業化製作（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的過程。對此，Wasko 與 Erickson

（2009）就指出這是一個使用者在個人經驗滿足與產業興盛之間的拔河與平衡，

因而 YouTube 代表的是一種舊系統與新系統的共存狀態，既有媒體規模，又有大

量的個人貢獻，而本文所要探究的即是類似這種從素人到專家的創新創業狀態。 

此外，據研究指出，具有較高的科技使用技術與認知能力的網路使用者，同

時會有較高的資訊使用動力，因而策展人本身的資訊素養與能力也關乎著整體雲

端影視內容策展生態的創產能量，值得關注以輔助其提升。DiMaggio, Hargittai, 

Coral 與 Shafer（2004）在討論資訊落差時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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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競爭力與使用者從經驗中所獲得的滿足感有關，這些經驗可能

是令人感到壓力的，也可能是倍感回報的，這也進一步影響了使用者是

否持續使用網路科技，並且獲得額外的使用能力。基於這些觀察，我們

可以預期競爭力的不平等會無情的加深，因為雖然對網路感到有所回報

的使用者會大幅獲得新能力，但沒有感到相對回報的使用者卻會因沮喪

而選擇背離網路科技（DiMaggio et al., 2004, p. 378）。 

因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在內容策展生態在台灣萌芽之時，初探做為一個

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大致上應具備怎麼樣的素養與能力，以提供產業界、教育

界、學術界，甚至是個人一個基本的框架，來認識什麼叫做一個影視內容策展人、

他應當負擔什麼樣的工作與角色、又可以試著朝什麼方向來培育或自我發展。透

過這樣對影視內容策展人的關注，進一步育植台灣創新創意創業的企製人才，並

帶動整體內容產業與相關生態。 

基於上述理論切點與研究目的所形成之問題意識，本研究將關於雲端影視頻

道策展人的提問方向歸納為以下兩點： 

（一）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不同的工作階段，該具備怎樣的資訊素養與企

製能力？ 

（二）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台灣尚屬萌芽階段，策展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角

色與整體環境？ 

研究者於此時提出關於影視內容策展人的問題，除了認為這個主題頗具現代

意義外，也包括過去幾年在業界的耕耘大概感覺已有些許策展人能夠讓本研究足

以「提出問題」，或者是「回答問題」。因而，希望藉由本初探性研究，能夠為台

灣的創新內容生態紮根，進而推展台灣新媒體產業個人創業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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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定義 

一、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將聚焦在個人從素人到創業的一組有關媒體內容創造、產出

與經營的基本素養與實務能力。在專業程度上，本文欲奠基在個人基本素養的基

礎上，進一步探討從業餘到創業的媒體內容經營技能。所以制式的專業產製能力

並不在討論之列，本文希望尋求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發現與實踐的彈性能力，而非

業界所認為之專業能力，當然另一方面也和內容策展尚無此種已被定義的專業能

力有關，也因此本研究可歸屬於早期的初探性研究。 

因而，本研究的範圍是：（1）對象上針對的是素人到素人創業者；（2）專業

程度上針對的是業餘到創業；（3）產出標的針對的是每次內容的創造產出到長期

的媒體經營；（4）產出面向聚焦的是企劃與製作；（5）在想要獲得的研究結果則

是從基本素養到實務能力；（6）研究性質上則屬於初探性研究。 

二、名詞定義 

（一）策展： 

策展的意義不在於創造更多內容，而是組織既有內容，並讓他人創造的內容

更具消化意義。策展人蒐集與組織既有內容，並賦予其意義（make sense）（Herther, 

2012a; Kimmel, 2013），再將被脈絡化的內容傳佈在不同的接收者之中。 

最早被稱為策展人的角色是博物館與美術館的策展人，他們並不自己產生藝

文之物，也不為此特別募集新創作，而是根據主題蒐羅與組織現存文物，並加以

包裝展覽。因此，策展雖然不是直接創作，卻是一種「藉由組織而創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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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的原創性來自於如何看待素材，以及如何組織與呈現素材，使之展現全新

被認識的風貌。一部 YouTube 影片可以是原創內容，但一個播放清單就是一個策

展成品；一部電影可以是原創內容，但一個影展就是一個策展成品。策展的創作

性主要來自於組裝，而不在於生產，也不必然需要為了策展而產出新的原創。 

Rosenbaum（2011b）另外特別區分了策展與編輯的不同。他指出，編輯的

工作主要是精煉其他作者的內容（authored by others），某種程度對主題的詮釋

必須侷限在創作原意內。然而策展人本身就是一種作者，因為策展人從多元互異

的觀點去創造題材。編輯從內容延伸出主題的主軸，而策展更多是根據主題及其

主軸去組織內容。所以編輯精煉題材，而策展人定義題材，以 Rosenbaum 的話

來說，就是創造「更大的故事」（create a larger story）。 

從高層次的意義產生來看，策展人比編輯來得相對自由，也要求更高的洞悉

力與創造力，Hartley（2009, p. 159）就以「編修是編輯的一種藝術形式」（redaction 

is an art form of editing）來形容。所以，策展是一種介於原創與編輯之間的行為，

它既擔任了接收者與原創物之間脈絡化的橋樑，同時也透過組織的方式實現了些

許創作之實。 

（二）雲端內容策展： 

內容策展指的是策展已帶完整意義的媒體或訊息內容，例如圖書策展、音樂

策展、電影策展等。雲端內容策展則意指在雲端策展來自雲端的資源，並為雲端

使用者所用。雲端內容策展是線上內容策展的一種，不過單以「線上」形容還不

足以陳述「雲端」的散佈特質，因為線上內容策展可能在資料來源到實際接收時

的任一個過程是非散佈式的。因此當本文欲強調散佈式的線上內容策展時，會特

別選用雲端內容策展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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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影視策展頻道： 

本研究所謂之雲端影視策展頻道，意指在一個多媒體內容策展的雲端平台內，

以頻道為單位、以影視內容為主的策展媒體，且該頻道內的影片素材來自可被策

展的其他多媒體內容平台，例如 YouTube。之所以強調「雲端」，乃是因為在一

個封閉的數位資料庫內也能進行策展，然而本文的研究對象則是需要運用到更大

範圍網絡資源的策展人，也因此會更要求其對整體內容環境的策略能力。而使用

「影視」而非「影音」的原因，則意在聚焦於以視覺為主的影音內容策展，而不

納入純音樂內容的策展。一般提到影音播放器時，往往都會期待上面同時也能播

放純音樂內容，例如 iPod。本研究為了限縮以視覺影視內容策展為主，因而刻意

使用「影視」而非「影音」稱呼。 

至於特指「頻道」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本研究的案例 9x9.tv 即為雲端影視

策展頻道平台，另一方面則是想著重於具有較大主題的整體媒體感，而非如個人

媒體般的隨興產製。 

（四）策展人、影視內容策展人、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 

策展人是所有型態策展者的統稱，其中有一些共通的意義，例如主要不為內

容創作而為新意義賦予等。雖然本文將針對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的素養與能力進

行研究，但在論述時仍會循著策展人－影視內容策展人－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這

樣從廣泛到聚焦的範圍，來一步步認識與解析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因而文中此

三種名詞皆會使用到，但最後的目的皆是為了將意義聚合到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

的身上以進行切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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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素養： 

一些學者提議使用數位素養（Hartley, 2009; Jones & Hafner, 2012）、e 化素養

（Brandtweiner, Donat, & Kerschbaum, 2010）、資訊素養（黃葳威，2012；Johnston 

& Webber, 2006; McClure, 1994; Plotnik, 2000）、新素養（Kellner, 2002; Lankshear & 

Knobel, 2003）、多元素養（Cope & Kalantzis, 2000），或多模式素養（Ferguson, 2002; 

Koltay, 2011）等名稱來代稱擴充中的各種訊息讀寫素養。本文將採用「資訊素養」

一詞來廣泛指稱各種新素養，一方面是不至於像多元素養或多模式素養那麼模糊，

一方面又不至於像媒體素養或數位素養如此狹隘。 

（六）創造與產製：  

Hartley（2009）在其數位素養的論述中，常以「創造」（create）為基礎而非

「產製」（produce）。相較起來，創造聽起來比較接近書寫中較基礎的素養，而

產製確實就有點工業化規格量產的感覺。Hartley 雖然疾呼個人創意創新創業，

但卻未真正深入實務的層次（這也並非該書的目的），也因此「產製」自然不在

其討論範圍之內。然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創業，因此在基本創造之外，也必然要

涉及方法化的內容產製與經營，儘管本研究所強調的經營是多元創意的。所以本

研究在描述上會兼用創造與產製兩者，以適切應用在底層素養或表層的能力上。 

（七）受眾（觀眾）與社群 

過去被稱為受眾或消費者的人，如今隨著科技發達，已擺脫受眾或消費者這

種被動的命運，而邁向產消者（prosumer）（Toffler, 1980）、製用者（produser）

（Bruns, 2008），或專業業餘者（pro-am）（Bruns, 2011; Hartley, 2009）這些積極

的角色。類似概念用在媒體內容上，Villi（2012, p. 7）曾提出製受眾（prodience or 

praudience）的稱呼，來強調現代具有創造意願、能力與可能的媒體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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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製受眾被視為一種具有能動性的主體，並被賦予互動以共同產製的角

色。價值因而不再是由單一的產製者在生產結果時產出，而是在產製者與消費者

的互動（服務）關係中被漸漸定義（Grönroos, 2008;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Vargo & Lusch, 2004）。這種服務而非產品主導邏輯的轉向，也連帶提高了社群間

溝通與互動的重要性，因而本研究中所指的觀眾群體，不但一方面是製受眾的角

色，另一方面也不再是互不相識的云云大眾，而是能夠主動藉由互動而產生意義

的社群，而這種社群甚至能進一步成為能夠間接產生媒體內容的平台，正如 Villi

（2012, p. 22）所指現代的「受眾或閱聽人為社群所組成」（the audience consists 

of communities）。 

事實上，社群一詞的能動性與互動意涵本身就比大眾或群體來得高。也就是

說，現代的媒體內容價值已從生產導向轉為互動導向，而藉由互動所形成的社群

做為受眾，本身即具有產生意義甚至是個別創造內容的能量。因而，本研究在文

中，當要強調現代受眾的能動性或媒體內容的互動性時，有時會使用「社群受眾」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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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回顧暨文獻探討 

本章節分五個小節，第一節回顧雲端內容策展之背景，第二節則論述新媒體

內容讀寫並重的重要性，與媒體內容創造及其素養的特質。第三節承接媒體內容

讀寫的概念，進一步為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的資訊素養與能力搭建框架，並爬梳

既有新媒體內容相關之文獻，歸納出新媒體內容企製值得關注的面向。最後在第

四節中，架構出影視內容策展人的工作、素養，以及能力的輪廓，藉以在第五節

中修正本文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雲端內容策展之背景 

一、內容策展之定義 

「內容策展」（content curation）這個名詞，最早是於 2009 年經由美國喬治

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行銷學教授 Rohit Bhargava（2009）所介紹而漸

漸廣為人所討論（Herther, 2012a）。Bhargava（2009, 2012）認為，內容策展人將

會是未來資訊社會中重要的內容整合者。實務上來看，也將會成為逐漸興盛的社

群媒體中，成長最快速的工作之一。 

策展的英文字根源自於拉丁文 curare，意指用心照料（take care），是一個源

自博物館與美術館展覽文物或藝術品的概念（見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urator），亦即策展人負責構思、策

畫、執行藝文展覽，並將藝品文物之意義以系統性的方式介紹給參觀者。時至今

日，策展與策展人的角色已延伸至諸多不同領域，例如圖書館策展、行銷活動策

展、電影策展（影展）、音樂策展（例如電台 DJ）、數位資料策展7，以及線上內

                                                      
7
 數位資料策展（digital data curation）為圖書與資料管理的一種方法，意指將數位化的資料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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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策展等等。事實上，早在 1922 年所創刊的《讀者文摘》，也是一種帶有策展概

念的主流媒體（Rosenbaum, 2011a）。何飛鵬（2012）即指出，廣義的策展可以

是包羅萬象的，策展人可以是個人、組織或公司，策展的對象可以是新聞、多媒

體內容、圖書、互動活動、趨勢或潮流，而策展的結果則可以是展覽、活動、刊

物、節目等各種形式。但聚焦而言，在內容的世界中，漸漸成為產製典範之一的，

是為內容策展，更精確的說是線上或雲端內容策展。 

線上內容策展的意義類似於古老的藝文策展，只是策展的對象是網路上的數

位內容。也就是說，策展人的工作不在創造更多內容，而是組織並讓其他人創造

的內容更具意義。策展人蒐集並組織線上內容（無論是既存或是持續產出的），

並賦予其意義（make sense）（Herther, 2012a; Kimmel, 2013），再經由網絡的運作

將被脈絡化的內容傳佈在網路使用者之中。以何飛鵬（2012）的話來講，策展就

是在數位世界中，挑起話題並創造新內容潮流的行為。而隨著網絡環境越來越完

備，在雲端策展來自雲端的資源，並為雲端使用者所用的「雲端內容策展」，也

漸成為線上內容策展的代表性應用，類似案例如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以及本

研究案例 9x9.tv 雲端電視頻道。 

原則上，內容策展有三個層次，分別為（1）自動演算（algorithms）、（2）

社交策展，以及（3）專家策展（Herther, 2012a, p. 32）。除了自動演算為策展的

輔助工具外，另外兩種策展都亟需人為智慧。不過，比起廣泛的社交策展（可視

為一種較單純的興趣行為），專家策展的社群顯得更為精小，且關心的主題更加

集中而專業。以創新創業的角度而言，專家策展是比較適合討論的層次，因其較

能夠聚集社群受眾與引發長期而穩定的互動，而這也是本研究所要針對的對象。 

                                                                                                                                                        
蒐集與整理，保存於可信賴的庫藏處，並做更多數位加值服務。策展提高了文獻資料的再利用性，

因而增加了既有資料本身的長期使用價值（見

http://www.dcc.ac.uk/digital-curation/what-digital-curation）。數位資料策展主要著眼於學術研究資

料的整理與加值，與線上內容策展的本質與目的並不相同，前者著重於保存／取用（Higgins, 2008），

更勝於創造／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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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端內容策展之現代意義 

數位內容因網絡科技的能供性（affordance）8而得以產生策展行為，然而雲

端內容策展也是因為網絡能供性所造成的資訊爆炸才開始被廣泛討論。根據尼爾

森與麥肯錫子公司 NM Incite（2012）社群媒體行銷顧問公司的調查，至 2011 年

底，全世界至少有一億八千萬個部落格存在。而 2011 年 8 月 28 日，美國歌手碧

昂絲（Beyoncé Knowles）在 MTV 音樂錄影帶大獎上宣布懷孕時，在 Twitter 網站

上所創造每秒鐘 8,868 次推文的歷史紀錄（Bergman & Kelly, 2011），則為社群網

站所產生的資訊洪流再下了一個注腳。 

圖 3  2006 至 2011 世界部落格數量 

資料來源：NM Incite (2012) 

                                                      
8
 能供性（affordance）為美國認知心理學者 James Gibson（1979）所提出的概念，原意指物體本

身具有若干特質，讓生物能夠自然的與之產生特定的互動行為，又譯為可用性、承擔特質等等。

Hartley（2009）認為自 1960 年代，快速成長的經濟與科技能供性，使現在多媒體使用有越來越

多的可能性，而此概念也被 Jones 與 Hafner（2012）所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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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路內容而言，過量所產生的問題並不亞於貧乏（Kelly & Wolf, 1997）。過

去，著名的媒體文化學者 Neil Postman（1993）即表示，科技發展中最糟的結果

之一，就是缺乏情境的資訊（context-free information）趨向爆炸。資訊過剩

（information glut）的結果導致文化敘事的連貫性崩解，因此人們可能更會轉向

專家或技術的協助，而產生其他的文化危機。用 Rosenbaum（2011a, p. 12）的話

來解釋，就是社會充滿了缺乏「審美智識」（esthetic intelligence）的海量資料。

Bhargava（2012）也認為，在資訊爆炸的脈絡下，大量產製的內容反而變得較無

價值，因為人們已無法有效處理海量的資訊。Kim（2009）則將 YouTube 等影視

平台看做是影片圖書館，但他指出在不同影視服務中所存在冗餘而重複的影像素

材，並無法真正完備這些影片圖書館，只是造成更多使用上的困難。 

對此，Hartley（2009）曾提出用「創意式編輯」（creative editing）或「編修」

（redaction）的概念來解決這個問題。Hartley 認為，編輯行為將龐雜的資訊整理

成具梳理價值的組合（coherent packages），能夠幫助個體（無論是個人或組織）

認定何為真善美、面對事件應伴隨著何種政策或價值觀，以及慾望該被如何安置。

「這種精巧化機制（elaborate mechanism）的進化，擴大了這些無數意義來源的

規模，並且橫跨與持續增殖於公眾與媒介生活的諸多領域」（p. 159）。因而，所

謂「生產效率的展現已從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身上，較優秀的商業計劃不是那些

投注在原創性或獨特創意的點子上，而是致力於資訊或知識的分享與管理」，例

如內容編輯、聚合接收或過濾機制等（pp. 199-200）。 

資訊過剩的特色進而彰顯了策展的優勢，因為內容策展能使網路世界的內容

被組織成易消化理解（digestible）（Bhargave, 2012, p. 20），甚至是更具意義價值

的形式，提高資訊社會的協作性與更深入的參與（Herther，2012a），解決了「心

靈過裕」（affluence of the mind）（Hartley, 2011, p. 199）的問題。簡而言之，策

展可說是「以社會機構和文化技巧將資訊化繁為簡」（reduction of complexit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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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techniques）（Jungwirth & Bruce, 2002），並且「讓網

路再度變成有用之物」（internet to become useful again）（Bhargava, 2012, p. 21)。 

三、雲端內容策展之環境誘因 

造成內容策展興起的原因，除了資訊爆炸外，在使用者端也浮現了重視體驗

更勝自由選擇的趨勢。前連線雜誌（Wired）主編，同時也是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的提出者 Chris Anderson 與 Wolff（2010），在分析行動裝置為何逐漸侵蝕電

腦時即指出，我們目前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內容和系統、體驗與功能之間沒有

整合。因此即便現在網路上有開放的內容和選擇，人們卻更願意使用某些行動應

用，例如以 TweetDeck 取代 Twitter、以 Google map 行動版取代網頁版，或是用

平板電腦而非電腦讀報。Anderson 與 Wolff 進一步解釋： 

這都是人性使然。儘管人類智識的推崇開放，但最終我們還是會傾

向方便一途。消費者願意為便利性與可靠性付出代價，這就是為什麼即

便網路上有各式各樣易取得且免費的音樂檔案，但 iTunes仍然能以 99

美分的價格出售單曲（Anderson & Wolff, 2010）。 

Anderson 與 Wolff（2010）並指出，現在人們更多時間喜歡使用的行動 app，

其一大特色就是以「直接獲取資料」取代搜尋與瀏覽，這也意味著更方便的工具

或內容接收方式，可以將我們「拉離網路」，並回到一個已經存在的熟悉世界，

重新追求內容數位化後本身所帶來的價值（內容），而非網路所允許的基本形式

（接收）。因此，「過渡的網路形式已死，但互聯網本質的優勢將永存」（The web 

is dead. Long live the internet）。 

連線雜誌創始主編 Kevin Kelly 與 Wolf（1997）在更早期，就以「推媒體」（push 

media）來形容相似的趨勢，可說是事先就以科技的結果來回應 Anderson 與 Wo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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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對使用者趨勢的觀察。Kelly與Wolf主張網路既存的拉取形式（pull media）

只能提供無法被輕易瀏覽的資訊，使用者必須主動尋找、接收、處理與消化，但

網路應該發揮更積極的用處才對。因此，新媒體應該要是沉浸的、參與的、響應

的、滲透的，並且持續存在的（immersive, engaging, responsive, pervasive, and 

always on），而非歸檔待查的（archival）。在這個觀念下，我們有可以打破過去

單方敘事（無互動）或雙向互動（無敘事）非一即二的兩極狀態，讓新媒體可以

是二者兼具的。Kelly 與 Wolf 又另外歸納出推媒體所帶來的四個好處： 

1. 推媒體能降低使用者的資訊成本，解決資訊取用「俄羅斯輪盤」9的問題； 

2. 推媒體能主動建立社群，分享共同的價值、知識與議題； 

3. 推媒體能促使廣告更動態的符合個人需求； 

4. 推媒體最具革命性的好處是，讓更多小規模的媒體網絡得以建立，打破大者

恆大的媒體定理，並間接孕育出更多元的社群文化。 

因而，依 Kelly 與 Wolf（1997）的想法，可說是從高層次的媒介發展型式預

言了雲端內容策展趨勢出現的必然性；而從 Anderson 與 Wolff（2010）的角度來

看，內容策展則是在現實上呼應了使用者重視體驗勝過選擇的結果。 

最後，促成內容策展的理由，在產業端也有其推力。Wiggins（2013）即指

出，技術與可獲利性讓傳統電視節目開始嘗試從產製模式轉移到策展模式。而

Bakker（2012）也以赫芬頓郵報為例，說明線上內容產業的經濟模式已經改變，

因而新內容產業將能以極低的成本產出更多具價值的內容。Bakker 對此改變，提

出內容產業人員、內容，與技術等三大變因： 

                                                      
9
 Kelly 與 Wolf（1997）用俄羅斯輪盤（russian roulette）來形容網路資訊的不確定性，因為使用

者不知道哪裡會有好的內容，即使去到有價值的內容來源時，也不知道所需的內容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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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員變革 

產業藉由提高內容產製人員的產能、與業餘產製者或自由工作者合作，以及

優化產製流程與素材使用效率的方式，以降低雇員的數量與產製成本。以內

容策展的角度來看，就是運用更多策展人才創造（但非原創）更多內容，並

增加閱聽人對內容接收與互動的效率。 

2. 內容變革 

開始使用更多專業供稿單位的內容、商業或公益性的公關內容，以及網路上

的可靠內容，藉此降低成本。內容變革的部分，最重要的是重視既有內容的

再目的（repurpose）、再效用（reutilize），以及再出版（re-publish）的價值

（Picard, 2010），這種價值同時也是內容策展的核心。 

3. 技術變革 

除了社群媒體、搜尋引擎、自動產出內容技術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聚合與策

展應用的發展，這些技術改變都間接造成人事、內容與產製成本的降低。 

由於技術環境及其隨之而來的人員與內容變革，造成整個內容產業的轉型，

連帶也影響了傳統內容產製的角色。Jones 與 Salter（2012）以及 Hartley（2009）

即認為，現在的專業記者為因應媒體環境的改變，也必須具備策展人的能力，亦

即將海量資訊去蕪存菁並編輯，使讀者能夠易於理解，而非產生新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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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端內容策展之著作權問題 

雲端內容策展發展至今，雖然尚無流行多年，但也已面臨了網絡時代爭論已

久的著作權問題。誠如原始定義，策展並非原創，而是整理組織他人的原創。不

過，雖然策展人幫助海量的雲端內容得以脈絡化並且增加傳佈效率，但實務上也

並非經由原創者個別授權再行策展。再者，策展的創意組織結果以及策展人的加

值呈現，似乎也會對原創作品的型式或意義有所改變，造成著作權損害的疑慮。 

有關策展所造成的著作權問題，以下將分為三個方向說明。首先，雲端內容

策展必須建立在一個內容開放互聯的大環境中，所有策展工作與素材應該經由像

API10這類的程式碼所連結，以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以重製的方式進行內容策展

將曠日廢時，不太可能對業餘策展人產生誘因。此外，各式內容平台也藉由這類

的程式碼展現其功能及商業模式。以 YouTube 為例，該平台就提供第三方應用嵌

入式播放器、取用影視資源、指定播放段落等功能，一方面服務平台使用者，另

一方面又協助平台散佈內容以提高廣告觸達與收入。因而，如策展平台等的第三

方應用，實際上是原創平台商業對商業的散佈管道。所以只要符合使用規範，第

三方應用也可透過官方的程式碼協定，合法使用來自原創平台的資源獲利。 

在這類開放互聯的影音平台上，其實原創者的權益反而是受限的，因為原創

者大部分是免費使用平台，所以相反的為了平台的商業模式也必須有所犧牲。根

據 YouTube（2010）＜服務條款＞（Terms of Service）6-C 條，影片上傳後的主要

權利即屬於該平台所擁有，且自動授予所有用戶一項非排他性的使用權： 

為了明確起見，您保留內容的所有權。然而，一旦將內容提交到

YouTube，您在此授予 YouTube一項在全球範圍內、非排他性的、免許

                                                      
10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是不同應用之間得以互相呼叫使用的一

種程式碼，為雲端的重要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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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費的、可分許可且可轉讓的許可，以便根據服務和 YouTube的業務

（包括其承繼方和關聯方的業務）使用、複製、發行、準備衍生作品、

展示、出版、改編、提供線上版本或電子傳輸及運行內容，包括但不限

於以任何媒體格式，在任何媒體管道推廣和重新發佈服務（及其衍生作

品）的全部或部分。您亦在此授予服務的每個用戶一項非排他性的許可，

以通過服務訪問您的內容，根據服務功能和本服務條款，使用、複製、

發行、展示、出版、提供線上版本或電子傳輸及運行內容。上述您授予

的有關您提交給服務的視頻內容的許可，將自您從服務上移除或刪除視

頻後，在商業合理的期間內終止。您瞭解並同意，對於您已移除或刪除

的視頻，YouTube可以在伺服器上保留副本，但不得展示、發行或運行。

對於您提交的用戶評論中的上述許可，將永久有效且不可撤銷

（YouTube, 2010）。 

不過，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原創者仍有限制他人使用的權利。除了直接刪除

內容外，一般平台也提供上傳者如禁止嵌入播放等功能，讓他人無法在第三方應

用透過程式呼叫直接取用該資源。這點普遍性的設計也間接防止了影視策展的侵

權問題，因為策展從製作端就無法使用該素材，所以也無法進一步傳佈。 

第二，隨著網絡與雲端科技的成熟，既有內容的重混（remix）已成為過去

沒有而現在必然面臨的文化問題。創用 CC 主持人 Lessig（2008）認為，著作權

是為了消費而創造的唯讀文化，而重混則是為了改造而存在的讀寫文化，這兩者

在當今有必要合作以形成一種新的混和文化與經濟，人們必須正視技術進步與個

人創造力渴求內容解放的趨勢。Lessig 說： 

第一，建立讀寫文化的「業餘」創造力是重要的；第二，著作權法的規範應

稍加限制，讓讀寫的業餘創造力豁免於法律規範（Lessig, 2008,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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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ig（2008）主張，法律應允許業餘創造力做最大自由的使用，且即便是

著作的副本拷貝，也不應直接被視為有罪或可能和商業活動有關。事實上和內容

有關的商業活動定義已相當模糊，例如內容行銷與獲利模式本身可能並不相關。

以策展內容創業為例，絕大部分的策展人並不以內容本身獲利，而是靠著社群的

其他活動而存活，有些甚至不以商業為目的。這同時也是 Lessig 認為檢視合理使

用的原則並不利於普遍的電腦與網路使用者的原因，因為「合理」是模糊的。 

最後，即便科技或人文與法律思潮能為策展稍微開脫，但在現行體制下仍有

雲端內容策展可為依歸的辦法，例如盡量使用創用 CC 授權的內容，或是善用第

三方策展應用的署名與著名出處功能，以保障原著的人格權11。此外，遵守合理

使用12的原則也是目前內容策展仍可行的策略之一。 

至於策展平台方面，則可依循＜美國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1998），一方面限制其侵權責任，另一方面則有義務接

受版權人合法指認其著作財產，並予以下架或做其他協助保護行為。YouTube 便

據此提供了內容驗證計畫（Content Verification Program）與內容識別系統（Content 

ID）兩種做法（見 http://www.youtube.com/yt/copyright），幫助版權人移除侵權

內容或優化其內容管理的收益。此外，策展平台也應在了解現行著作權法的前提

上，利用功能教育使用者並提倡合理使用的觀念，以建立策展人的基本觀念。 

了解雲端內容策展背景後，下一步要延伸的是本研究為何要討論雲端影視內

容策展人的理論基礎，也就是從素人到創業的內容策展素養與能力何以重要的種

種論述。以下將從新媒體讀寫素養的背景切入，再談到新讀寫素養中極為核心的

網絡互動概念，以做為接下來討論新媒體內容企製具體框架的基礎。 

                                                      
11

 根據《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1979）第六條之一，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包括主張著作人身分（claim authorship）

以及拒絕造成名聲損害的作品更改（object to certain modifications and other derogatory actions）。 
12

 《著作權法》（2010）第六十五條說明合理使用的判準包括利用之目的及性質、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以及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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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媒體與讀寫素養 

一、媒體讀寫與賦權 

根據韋氏字典，素養（literacy）一詞意指「讀與寫的能力」（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見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literacy）。在教育部（2002）

所公佈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內，也解釋： 

素養一般指的是語言文字的聽說讀寫能力，是一個公民參與民主活

動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通常是義務教育最主要的內涵。而媒體素養教

育是奠基於基本素養，於民主社會所發展的新素養教育概念（教育部，

2002，頁 13）。 

根據吳翠珍（2004，頁 814）、Hoechsmann 與 Poyntz（2012, p. 153），素養

指涉的是一種「有知」（consciousness）的狀態，而媒體素養即為一種處理、分

析、評估與產製訊息的傳播能力（吳翠珍、陳世敏，2007，頁 224）。由此可知，

媒體素養應包含在有知狀態下的識讀以及創造能力。 

不過，過去在傳統媒體資源稀少的因素下，媒體素養的討論在很長一段時間

內都處於重識讀而輕創造的情況，因為內容的產製僅侷限於專家領域，這一點從

過去 literacy 常被翻譯為「識讀」可得知。Hartley（2009）即點出，目前為止的

媒體素養研究，有種偏愛藝文多過大眾媒體消費，以及認為「批評重於生產力」

的支配性菁英政治演變而來，使得研究者習慣去懷疑大眾的創造能力。類似的質

疑例子過去在 Alvarado, Gutch & Wollen（1987）、Masterman（1980）、Ferguson

（1981）與 Keen（2007）等人的論述中皆可見到。對此，Buckingham（2003）

認為，這些擔心部分是被一種對模仿（imitation）的恐懼所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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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被視為一種具有不經思考特性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所產生的

媒體內容，其中的「主流宰制之意識型態」僅是內化與再製，因此對於

素人作品的強調，似乎會與媒體教育基進的政治任務不合（Buckingham, 

2003, pp. 124-125）。 

根據 Hartley（2009, p. 20），過去的媒體素養主張人們應該小心防備新媒體，

因為它們不僅威脅既有的識讀狀態，也可能將一直以來所推崇的理性與其他的想

像價值推翻。所以過去的素養較多是「批判性識讀」的訓練，目的是用來對抗侵

害者（predators），而不是去延伸那些被認為正對人們產生極大影響之創意、協

作等力量與可能（Hartley, 2009; Hoechsmann & Poyntz, 2012）。 

儘管現在已有學者提醒媒體素養中創作的重要性，但其中仍多少隱含著批判

的實踐取向。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頁 436）即指出，媒體內容的產製是擴張

中新媒體素養重要的一環，但由於人們對此缺乏「想像」，使得這部分的發展仍

極端匱乏。下表為媒體素養時代性的比較表： 

表 2 

「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比較 

 媒體識讀 媒體素養 

主要內涵 認知能力 認知、態度、觀念、行動 

目標 防疫主義 準備公民生活 

主體 媒體消費者 公民 

脈絡 消費選擇 公共領域 

主要教學活動 文本分析 重視媒體產製與近用 

願景 個人資訊健康 健康資訊社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頁 43） 

而 Hartley（2009）則進一步延伸，認為在網路科技與各種自製媒體（self-made 

media）普及時，大眾閱聽人已經從傳播工業之中被動的「客體」（objects），轉

變為「具溝通性的主體」（communicative status as its agent）；他們應是媒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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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來源，而非僅是目的地（p. 47）。因此，媒體素養的識讀（read only）概念，

也應該要朝新媒體時代「讀寫並用」（read-write）的概念邁進。現代人必須正視

「大眾已是主體」的事實，並且認真理解人們對待與使用媒體的方式。一般人或

非知識份子，也應被鼓勵使用媒體讀寫能力，用自己的方式積極的累積或交流智

慧。因為「我們已經宇航在媒體製造與使用之間的空間」（Lind, 2012, p. 1）。 

Hartley（2009）亦以新聞工作為例，提出媒體讀寫在公民賦權上的意義。他

認為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新聞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因為在技術上無法充分發揮其民

主潛能，所以才變相發展出新聞產業規模化、一對多、職業性等對立於個人表述

自由的特性。基於現代科技的允許，新聞應該要打破職專業化的排他行為，成為

一種普世人權，成為一種人人都能實踐的技能。更進一步，也有必要延伸新聞的

內涵，不再讓它受限於民主模式內，而要把更富人性的層面都納入，尤其是個人

生活與日常經驗的部分，還有那些過去被忽略的非主流次文化（p. 152）。Bruns

（2011）亦以「專業餘新聞製用」（pro-am news produsage）的論述來支持科技

發展促使媒體賦權的理論，用 Deuze 與 Fortunati（2011, p. 175）的話來講，就是

產製者與閱聽人之間的「階級扁平化」（hierarchies are flattening）現象。 

至於在現代去強調媒體創造素養的理由，大致上是因其具有四個價值面向： 

1. 個人表達與溝通的實踐 

媒體創造中最基本的價值，能夠增進個人的意見表達、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

有時 Hartley（2009）用「看看我」（look at me），而 Buckingham（2003）用

「遊戲」來比喻，二者皆認為此為引發其他媒體創造價值中最基礎的，但卻

被過去媒體專業創造中視為是價值最低的一塊。Bruce（2003）也表示，自

我表達是現代媒體素養培養的最佳途徑，因為個人的實踐衝動其實是學習中

最寶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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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文化與知識的增長 

Hartley（2009）認為，即便媒體產出的目的是個人性的，也有助於多元知識

與文化的發展，因為素人創作可以產生新想像，以及新的描寫與論述型態

（Popper, 1975），並重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為當代文化增加價值

（Burgess & Hartley, 2004）。鼓勵素人自創內容，就是招募新的參與者進入

知識、文化網絡的好方法，也能提升新媒體素養與大眾專業的整體水準。 

3. 公民社會的參與 

促進公民參與民主活動是過去提倡媒體創造素養中較顯著的理由

（Buckingham, 2003; Hartley, 2009）。網路開啟了公共論述之門，讓發言權遍

佈於所有人，而不是只侷限在有限選擇中，這有助於公民政治的參與度。以

策展為例，Herther（2012a, p. 36）就指出：「策展在現今也常做為一種社會

行動主義，就連博物館也開始利用策展，試圖將被動的觀看轉為積極的參與，

甚至是社會行動。」 

4. 知識經濟的促成 

Hartley（2009）特別的非常注重知識經濟的價值，認為創意產業就是新興知

識（emergent knowledge）的發動引擎，而素人的媒體創造應以「智慧資源」

（intellectual resource）的角度來重新評估。因此，社會應試著去扶持這種

積極能量的發展，進而帶動社會順利轉型至無領（no-collar）的知識社會

（Drucker, 1993）。這種知識性、分散性、自我管理的遊牧式工作型態（nomadic 

work）（Jones & Hafner, 2012, p. 178），將使人人都將成為社會創新創意的基

本單位，而不僅是有知能識的公民。Hartle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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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以知識份子那種為大家著想的名

義，去反對或控制大眾文化，而是應該去捕捉「消費者生產力」

（consumer productivity）的能量，並且促進「消費者個人創業」

（consumer entrepreneurship）這樣一種兼顧市場導向與個人潛力實

踐的複雜系統的發展（Hartley, 2009, p. 12）。 

Hartley（2009）甚至建議將創意革新的角色，延伸為「具知識或傳佈創新推

動力的社會技術」（enabling social technology of knowledge or distributed 

innovation），就像法律或科學的地位那樣，因其所產生的活動能提供全面推

動社會整體知識成長與人類福祉的框架。因此，新世代的創意產業，正接替

媒體產業在過去二十世紀的社會地位，應被格外重視與扶持。 

 基於上述四個面向的價值，再加上知識社會的到來，Hartley（2009, p. 34）

更主張，媒體創造的能力應被視為是「一組『生活技能』（life skill），而非僅是素

養，不管是在數位或其他任何層面」。 

事實上，新媒體的讀寫能力，早已透過非正式、非學校、同儕間，以各種私

人、職業或市場需求面而發起，以創新創業式的實踐而不以學術教育為目的

（Buckingham, 2003; Hartley, 2009; Hoechsmann & Poyntz, 2012）。Buckingham 或

Hartley 這一派的學者（Bruce, 2003; Lave & Wenger, 1991）認為，新媒體創造能力

的養成是社會性的，應帶有社群、小規模、持續、反覆、探索等實踐特色。

Buckingham 即指出： 

媒體內容產出不該被視為終點，而應被當作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也就是一個反思的起點或修正的基礎，而非所學的總和與展示。……反

思應該是建立在這個過程中，而非僅在最後才被強調。……且這個過程

應時常反覆，成為行動與反思的持續循環（Buckingham, 2003,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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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體讀寫的互動與開放特質 

 新媒體的讀寫特質，除了前述所提的實踐之外，最顯著的部分即在於兼容互

動與開放的特色。根據 Hartley（2009），典型的內容價值鏈，通常是 Shannon 與

Weaver（1949）式的單向因果邏輯：產製者產製－媒體及其內容－閱聽人消費，

但新媒體時代因其科技可能性，所呈現的價值鏈應該是（Hartley, 2009, p. 63）： 

1. 主體為創作（origination） 

個人或企業等主體，以自主選擇、決策，及學習為特徵的內容創作。 

2. 網絡行採用 

包括真實（社會的）及虛擬的（數位的）。在此，Hartley（2009）引用 Lanham

（2006）所提出之「注意力經濟」（economics of attention）理論，將創意產

業視為一種社會網絡市場的概念，而其特殊之處在於，個人的選擇是取決於

網絡中其他人的選擇，Hartley 稱之為「人氣指數」（plebiscite）。 

Deuze（2009）也認為，圍繞在內容周邊真實互動著的受眾，其巨大的潛力

已開始浮現，這也就是為什麼大眾媒體現在也開始使用「社群」的字眼來代

稱閱聽受眾的原因。以內容策展為例，Jenkins（2006）亦指出，內容策展本

身即是一個涉及從個人媒體消費轉移至網絡實踐中消費的過程，而這也呼應

了 Villi（2012）在討論策展等使用者產出內容時，所強調的「使用者傳佈內

容」（UDC, user-distributed content）此一內容效率化的概念。因而，社群成

員間除了會互動或產出自製內容外，更重要的是能「產生關係與連結」，進

而帶來間接的生產力與利潤（Andrejevic, 2009; Napol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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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為延續（retention） 

以市場為基礎的組織及協調機構（Potts, Cunningham, Hartley, & Ormerod, 

2008），利用投資正向的去肯定與扶持網絡的對話模式與結果（於是有隨之

而來的產業），並系統性的延續下去。因為雖然「個人仍然是創意的基本單

位，但個人的創意很難能憑一己之力發揮作用（通常需要透過團隊合作來達

成）」（Hartley, 2009, p. 26）。 

企業可以輔助創作與網絡採用之間的互動，但必須避免過度引導。也就是說，

創造性的素養養成，必須要能讓創造主體可以去思考自己想做什麼，否則也

只是淪於重複過去的模式而已（Hartley, 2009）。 

因而，新媒體所呈現的應是一種複雜而動態的開放式交互系統，裡面每一個

角色都具能動性，並且共同創造經濟性的價值，而不是被產業或專家所操控的客

體。在此要特別強調網絡的角色，除了網絡採用的結果將決定產業經營的方向之

外，最主要也是因為實存的網絡社群（而非過去虛幻的大眾）將成為創作的原動

力。Hartley（2009）就指出，新媒體的開放式交互系統，具有不同於以往強烈的

「需求」元素存在，亦即透過不同主體創作間相互的競唱13（eisteddfod），與網

絡中無數的對話者（interlocutors）連接起來。人們除了發揮創新創意的精神外，

也學會了有效的溝通之道，超越了以往單向溝通的模式。內容創造者終於懂得「將

自己想說的，跟網絡中其他人想聽的與正在討論的話題，連結起來」（p. 96）。 

  

                                                      
13

 Eisteddfod 原意為聚會，據說最早在南威爾斯於西元 1176 年時所舉辦，是一種開放性的國際

詩樂競賽，旨在選拔頂尖的吟遊詩人。自 1860 年起正名為「威爾斯國家詩樂競賽」（National 

Eisteddfod）後，就固定於每年夏天舉行，直至今日。Hartley（2009）認為這種競唱功能是社會

網絡化的創意系統中，孕育優秀讀寫大眾的一種極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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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網絡對創作的重要性，Buckingham（2003, p. 128）也指出，其實單以廣

泛的創作角度來看，所有創造物都無可避免的必然是社會性的產物，即使藝術家

隔離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創作，其藝術的接受與傳佈，都或多或少受到各種社會與

經濟過程的影響（Becker, 1982; Bourdieu, 1984）。後結構主義理論則認為藝術不

可避免的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中所產生的，即便這些他者在作品產製的當下並

沒有實際出現（Bakhtin, 1981）。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媒體價值鏈中，有兩項值得澄清的觀點： 

1. 並未排除專家對話的可能 

重視網絡中的雙向互動，並不代表就必然要排除專家參與的可能

（Buckingham, 2003; Hartley, 2009）。Hartley 就認為，新媒體創造不是一個專

家或所有人的單選題，我們該關注的應是以對話為基礎，來替代線性的溝通

模式。而媒體創造素養的培養，則是學習網絡中所有人共構的結果，也是個

人從媒體傳播經驗中產製個別化意義的過程，其中當然也可以包含專家的對

話。這是由下而上（bottom-up 或 DIY consumer-based）以及由上往下

（top-down 或 industrial expert-based）這兩種知識世代連接與互動的方式

（Potts et al, 2008）。 

2. 擴張中的新興素養並未取代既有素養 

新媒體延伸了傳統媒體的功能，而非取而代之（Livingstone, 1999; McQuail, 

2010），因而新興的媒體創造素養，在本質上也屬於「共存（coexist）而非

取代（substitute）」（吳翠珍，2004，頁 816）。吳翠珍指出，不同媒介活動

所需的素養固有其獨特要件，但其中諸多共通的部分可以在不同素養能力中

遷移與流動，例如媒體內容創造也必然需要識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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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媒體內容經營的資訊素養與能力－以企製為核心 

上一節中談了讀寫素養中創造的重要性，而接下來則要重點式的深入，歸納

出新媒體內容的創造中，有什麼是值得注意的特點。本小節旨在以企劃與製作為

核心，替策展建立一個內容經營的框架，做為進一步了解影視內容策展素養與能

力的叩門磚。 

一、擴張中新素養的框架 

根據 Buckingham（2003），媒體素養應包括一種超越媒體本身，且更高層次

的分析性能力。Buckingham 認為（p. 38）： 

媒體素養的意義不僅是一種使人能瞭解、詮釋與運用媒體的認知工

具箱（tool kit），同時也包含一種更廣泛的分析性之理解，包括分析、

評價與批判的反省。這種層次的素養使人們能獲得一種後設語言，以描

述不同傳播形式之型態與結構。此外，它也包含一種對傳播社會、經濟

與制度脈絡的廣泛了解，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人們的經驗與實踐

（Luke, 2000）。 

因而，在社會中有效率的運用資訊能力，並且能夠終身自我學習，確實是日

漸重要的課題（Jolls & Thoman, 2008）。若科技發展允許我們能進入如 Hartley

（2009）所言之創意創新創業的社會，那麼我們原先認知的媒體素養與能力則必

然需要有所補充，而不僅止於是批判性的識讀。 

歐洲聯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07）為因應擴張中的資訊社會，

而將媒體素養所包含的層次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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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所有既有媒體從傳統報紙到虛擬社群感到自在。 

2. 積極運用各種新媒體（如互動電視、搜尋引擎、虛擬社群）去發現媒體在娛

樂、文化、跨文化對話、學習和日常生活應用的潛力。 

3. 對媒體內容的質量與精確度擁有批判性的思考。 

4. 創造性的使用媒體，尤其可運用新媒體科技或網際網路來創作或散佈更多的

創新內容。 

5. 了解媒體的經濟生態與擁有權等結構性問題。 

6. 擁有著作權的基本觀念與意識。 

從以上定義的第二和第四項，已經可以看出媒體素養漸漸在創造端擴張的趨

勢，就連新科技平台也被包含在媒體的範疇內。Koltay（2011, p. 214）認為，這

樣的取徑是將媒體素養涵蓋了「泛媒體」（panmedia）的範圍。事實上現在討論

媒體、科技、資訊或數位環境時，就常常將好幾種素養與能力並列，例如：資訊

素養、電腦素養、圖書館素養、媒體素養、網路素養、數位素養、賽博素養、科

技素養（Bawden, 2001; Spilka, 2010）。其中，Koltay 指出媒體、資訊、數位素養

是三種最常被使用的廣義名詞。而 Johnston 與 Webber（2006）也曾提議將資訊

素養視為是較廣泛的軟應用準則，就像歐盟選定使用媒體素養一詞的意義一樣。 

對此，一些學者就提議使用網絡素養（McClure, 1994）、數位素養（Hartley, 

2009; Jones & Hafner, 2012; Spilka, 2010）、e 化素養（e-literacy）（Brandtweiner, 

Donat, & Kerschbaum, 2010）、資訊素養（黃葳威，2012；Johnston & Webber, 2006; 

McClure, 1994; Plotnik, 2000）、新素養（Kellner, 2002; Lankshear & Knobel, 2003）、

多元素養（multi-literacies）（Cope & Kalantzis, 2000），或多模式素養（multimodal 



34 
 

literacy）（Ferguson, 2002; Koltay, 2011）等名稱來代稱擴充中的各種訊息素養，以

允許多種溝通模式可以轉換成一個較廣泛的單一模式，進而產生一個多元的嶄新

意義（Cordes, 2009）。 

以高層次的資訊素養為例，黃葳威（2012）曾以運用、分析、科技、終身學

習，以及人文導向等五個導向，來定義資訊素養的內涵。在科技導向的分析中，

黃葳威就指出資訊素養大概是現代人類素養中最大且最為複雜的系統。McClure

（1994, p. 117）曾定義，「資訊素養乃是指個人能定位、處理，並加以有效利用

資訊的能力，不論其傳送機制或呈現形式為何」。McClure 並用四個不同層面的

交集來定義資訊素養，且目標放在人類解決整體資訊問題的技能：  

1. 傳統素養：個人之語文、數理、文化、美學等形成溝通能力的基本要素。 

2. 媒體素養：接收與產製媒體內容時的各種能力，包括批判性的思辨與實務上

的能力。Van Deursen 與 Van Dijk（2009）所謂的「網際網路資訊能力」

（information internet skills）也包含在內。 

3. 電腦素養：電腦及各項資訊設備的軟硬體操作能力，Van Deursen 與 Van Dijk

（2009）用「網際網路操作能力」（operational internet skills）來代稱。 

4. 網絡素養：對網路虛擬空間的理解與運用能力，例如網路巡航、社群互動、

社群承諾與信任、著作權以及隱私權等問題，亦為 Van Deursen 與 Van Dijk

（2009）所指的「網際網路形式能力」（formal internet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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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訊素養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McClure (1994, p. 118) 

而黃葳威（2012）在資訊素養的人本導向端，則引用了 Plotnick（2000）在

媒體與電腦素養之外所提出的另外四項核心能力： 

1. 視覺素養（visual literacy）：對視覺要素的解讀與運用能力。但在現代的運用

上，也應包含聽覺等其他知覺元素的素養，可視為是媒體讀寫素養中的一環。

Koltay（2011）就認為，儘管有人認為視覺素養的地位日漸升高，但其更大

的意義在於補充媒體素養的現代化特色。 

2. 資訊競爭力（information competence）：整合各種科技與媒介知能的批判與

使用能力，可說是一種綜和性的資訊策略能力，和 McClure（1994）所謂之

網絡素養互為表裡，且亦為 Van Deursen 與 Van Dijk（2009）所提出的「網

際網路策略能力」（strategic internet skills）。 

3.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自發性且長期的自我學習管理意識與能力。 

4. 資源本位學習（resource-based learning）：能在分化的資源與情境中，透過

整合型的資訊素養，形成特定主題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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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標，再綜合Brandtweiner, Donat與Kerschbaum（2010）以及Van Deursen

與 Van Dijk（2009）的分析，可歸納出一個現代人應具備的多元新素養大概包括：

（1）基本溝通能力、（2）工具操作能力、（3）媒體讀寫能力、（4）資訊策略能

力，以及（5）自適應的學習能力。 

二、新媒體內容企製的資訊素養與能力 

在上述五項新素養的基本框架下（基本溝通能力、工具操作能力、媒體讀寫

能力、資訊策略能力、自適應的學習能力），繼續深入的是新媒體內容從基本創

造面到專業產製面，這之間有何特點值得關注。本部分將以科技特性與使用者導

向的角度，來爬梳相關新媒體內容創造的文獻，以做為下一節探討雲端影視策展

企製的基礎。 

Hartley（2009）首先關注的是傳統素養中基本的溝通能力。他認為不同於電

腦素養的軟硬體使用能力，數位「說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操作，而在於溝通。工

具操作可透過摸索而漸漸學習，但說故事的能力則需要與他人（甚至是專家）互

動方能習得。Hartley 亦指出，個人獨特的表達方式（unique voice）是說故事的

核心，這比如何安排其他符號元素更為重要。也就是說，敘述的親近性（narrative 

accessibility）、個人情感表達，以及形而上的臨場感（metaphysical presence）

（Derrida, 1976），比起各種層次的科技使用都來得重要（Burgess & Hartley, 2004）。

因而，即便缺少感性元素，個人也能夠憑藉「真誠性」（authenticity）感動他人。 

而呼應媒體素養的內涵，也就是「討論什麼」的議題上，Popper（1972）曾

為語言使用的不同層級進行分類，包括：（1）自我表達、（2）溝通、（3）描述、

（4）論辯。Hartley（2009）評論，對 Popper 來說，前兩個層級創造出主觀論述，

而後兩個層級則能引導出客觀知識。然而，新媒體內容產製與廣義的媒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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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都過度的只關注在最基礎的使用層級，也就是語言學家 Jakobson（1958）所

言之「寒暄性溝通」（phatic communication）。寒暄性溝通又稱作「修飾性談話」

（grooming talk），其用處是用來確認對話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用來創造新的意

義或知識（Miller, 2008）。Hartley 解釋： 

寒暄中的情感功能（自我表達）加上意圖功能（溝通），在親友這

種小而緊密的群體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在這種群體裡，各個主體與節

點之間只有少數的連結，而說出口的訊息則是為了維持連結的存在。這

也是為什麼在網路上大部分的人都在閒話家常，而不是討論莎士比亞或

科學（Hartley, 2009, p. 112）。 

Hartley（2009）點出，媒體內容若想進階到更高層級的語言使用，就必須聚

焦在專業性問題的討論。而當想要對問題進行深入挖掘時，這時語言的功能就不

只是要當作人之間的橋樑，而是要用來詮釋這個世界或拓展系統的能力。根據

Jakobson（1958）、Fiske 與 Hartley（2003），語言的進階功能是用來指涉（referential）

以提供與情境有關的資訊、詩意化（poetic）以自我指涉，或後設語言化

（metalinguistic）以指陳關於系統的規則。因而，媒體創造的專業讀寫能力訓練，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將溝通時的寒暄性比例降至對低（Hartley, 2009, p. 114）。

用 Hartley（2009, p. 133）的話來講，就是要將創作者的「真誠性進一步轉變為

專家的著作性（authorship）」，也就是一種從單純溝通表達到論述發表的過程。 

不過，Hartley（2009, p. 114）也並未完全否定寒暄性溝通的意義，他認為寒

暄性溝通可能是一個徵兆，因為「一個能讓寒暄性溝通再度具有充分表演性戲劇

效果的媒介，也有可能讓一種古老而具有多重觀點（multi-voice mode）的敘事

方式恢復文化能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Hartley 認為現代人擁有一種在兩種溝

通模式之間切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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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自我臨現（self-presence）與交談的方式去體現口述對話的浪漫性質（oral 

romanticism）、 

2. 善用文字的寫實特性（literate realism）去描述高層次的抽象概念。 

舉例而言，Rettberg（2008）就認為私人對話（personal dialogue）與公眾宣

傳（public dissemination）的結合，正是讓部落格成為一種比單純口語或文字媒

體都來得更為先進的傳播方式，因為部落格比文字讀寫模式擁有更多的對話空間，

而比起大眾傳播媒體，它的傳佈費用又更低，且範圍更廣。 

媒體內容的口述與文字性質，或者稱之為互動與說故事的性質，也一直是目

前新媒體研究中的焦點。也就是說，對話這種互動特質，本來應被歸為網路素養

中的虛擬社會處世能力，現在也成為新媒體內容創造素養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了，

因為新媒體的環境本身就已是互動取向。Dash（1999）就認為，像 YouTube 或部

落格裡那些來自第三者離題的話或沒來由的感嘆、註解、超連結等互動軌跡，都

對這些線上發佈的內容增添了豐富度、可信度，以及關聯性的價值，使得網路內

容不只是作者自己的線性表演，而是展現了具連結性、集體智慧，以及口述敘事

的共時性展演（concurrent performance）。一些研究也指出，新媒體中的互動程

度越高，對使用者採用（李恩齊，2010；黃國興，2010；陳宜芳，2007）、閱聽

（莊郁茹，2012）、行銷或銷售效果（林資傑，2012；何芝宜，2010；徐珮嘉，

2009；蕭宇辰，2010），甚至是創作者的生產動力（王俊凱，2012）等皆有顯著

的正面影響。 

不過，部分研究所指的互動乃是「平台」的互動功能，而非「媒體或內容」

層次的互動，因此從媒體內容經營者的角度來看，媒體內容所提供的文化或心靈

上的互動才是更值得關注的，而平台互動則是隨之而來的行為及其輔助工具。花

筱苓（2011）曾以知名圖像創作者彎彎為研究對象，指出除了在繪畫技法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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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之外，創作者所觀察到其目標社群的生活，以及具經驗親近性的文化內涵，

才是彎彎成功的關鍵。彎彎藉由個人特質、價值觀、專業能力與文化素養，在特

定經驗社群中打造個人媒體品牌，是做為一個產製者在媒體內容層次上提供互動

性的範例。也可以說，彎彎的品牌就是個人「真誠性」（Hartley, 2009）與特定社

群共鳴及互動的成果。 

莊郁茹（2012）的研究則針對 YouTube 的影視社群，指出資深素人短片產製

者透過創作行為本身與線上線下的社群互動獲得持續經營的快感，並在創作中融

入互動與寓教於樂的風格，進而引發網友種種互動行為的「狂歡化現象」。而何

芝宜（2010）則概括建議以營造氣氛、加強社群溝通，以及製造話題等方式來促

進微網誌與追隨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媒體或內容必須提供必要的「招喚互

動性」（例如社群性），方能進一步引發社群、平台、媒體之間的互動行為。 

除了互動之外，內容的品質也是企製重要的一環。如果說互動關注的是

Hartley（2009）或 Rettberg（2008）所說的對話，那麼內容品質關注的就是文本

行公眾宣傳的能力，兩者必須兼備。徐珮嘉（2009）的研究就指出，儘管一般部

落格文章的回文數會正面影響讀者對購買商品的意圖，但當該部落客具有一定的

公信力時，文章本身的品質優劣才是影響讀者對購買商品意願的關鍵。一些研究

者又使用如媒體豐富度、資訊性、教育性、娛樂性、沉浸性等內容指標，來研究

內容品質對新媒體使用的正面影響（黃國興，2010；許佩珊，2010；陳宜芳，2007）。 

至於就其他整體的新媒體內容企製工作來看，Bruns（2011）曾引用 Miller

（2007）所提的製編輯（preditor）概念，指出一個線上專業餘新聞的製編輯應

該具有負擔以下四種工作範疇的能力： 

1. 內容工作：編輯優質的內容以符合品質、法律等各種標準，並產出專業的內

容以吸引更多製編輯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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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絡工作（networking）：新增與維護在各媒體的聯繫觸角，並適時引起話

題或再發佈既有內容，以提高媒體或內容的行銷效益。 

3. 科技工作：適當與創新的使用科技組合，將媒體與內容的產銷效率極大化。 

4. 社群工作：被視為製編輯最重要的工作，因為線上專業餘公民新聞的目的就

是為了要滿足公民社會中的新聞製用社群。 

以更高的層次來看上述四種工作範疇，會發現資訊時代的媒體內容工作確實

已大大擴張，不再侷限於創作與生產，並且更加注重媒體與網絡、社群之間的關

係，大環境甚至要求透過內容產製者把這樣的關係一開始就內建在企製的過程中。

Salvo 與 Rosinski（2010, pp. 102, 123）就比喻，資訊時代的媒體內容設計，「已從

著作文本轉移到為社群的安置與使用架構虛擬空間」（from authoring text to 

architecting virtual space for habitation and use）。 

而談到新媒體內容企製的方法，則可採用 Dicks（2010）的提議，以軟體開

發的「敏捷開發法」14（agile development methods）為用。根據 Dicks，敏捷開

發法中的使用者為中心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迭代設計（iterative design）、

橄欖爭球（scrum）工作框架等概念，將有助於資訊社會中的知識工作者重組其

工作流程，達到更有效率的工作型態。Salvo 與 Rosinski（2010）也認為，現代的

媒體內容企製，更需要納入如有效化設計（effective design）或面向情境之設計

（contextual orientation to design）等目標導向的原則，因為媒體環境已從供給市

場轉為需求市場。 

總之，一個具備良好素養的現代內容產製者，應擁有各種抽象的智識及具體

的能力，要能夠創造高質量且具互動性的媒體內容，並且有著對資訊社會一定的

                                                      
14

 敏捷開發法為軟體開發的一種概念與模式，主張開發工作應為使用者需求導向，並遵循小而

美漸進式發展的原則，以尋求彈性而具效率性的工作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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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與策略能力，以及因地制宜並終身學習的能力。以媒體素養為中心，Hartley

（2009）最後對資訊時代的內容創造與產製，發出以下六個提問： 

1. 如何獲得書寫的權力？這主要是一個素養與能力的問題，包括超越自我表達

與溝通，進而能客觀描述或辯論的認知與能力，並且能實際進行讀寫並用的

一系列創造意識與能力。 

2. 如何組織並編修海量的資訊？這主要是一個社群的洞察問題，因為現代化的

媒體必須為目標社群及其適用情境，量身訂製出適合的內容及其接收形式，

尤其當現代化的社群受眾同時是接收者也是互動者的時候。 

3. 如何將事實與意見反映至更大的群體？這是關於如何擴大意見規模的問題，

也就是人氣指數（plebiscite）的問題。除了內容發表的權利外，內容的散佈

與流通常常是被忽略的，或被視為是平台的問題。Villi（2012）就認為，討

論內容策展時，除了產製端的議題外，「使用者傳佈內容」的內容效率化概

念也應被重視。 

4. 如何陳述真實？或者當真實被陳述時，如何表達真實正在被陳述？這是和傳

播倫理相關，有關於再現的問題。 

5. 如何在分層社會中連結上下階層，將多元互異甚至相衝突的社群連結起來？

我們或許需要一個重視言論發表更甚於理解（群體貢獻大過權威智慧）的情

境脈絡，來進行社群受眾的行為研究。 

6. 如何評估內容的品質？過去我們會使用文學性（literariness）做為指標，而

現在的研究又加入了媒體豐富度、互動性、資訊性、教育性、娛樂性、沉浸

性等概念。 



42 
 

第四節 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對於新媒體內容的企製已有了初步概念後，本小節將聚焦至影視內容策展人

上，討論其企製角色相關的工作、素養與能力。由於影視內容策展的研究不豐，

因此本節也將援引各種新媒體或線上視頻應用的文獻以為補充。 

一、影視內容策展人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先前提到，策展人的工作是蒐集、組織內容，並賦予其意義（Herther, 2012a; 

Kimmel, 2013），再經由網絡的運作將被脈絡化的內容傳佈在網路使用者之中。這

是對於線上內容策展人工作較抽象的描述。較具體的工作內容，尚無實務或研究

將之細細擘劃出來。不過一些關於策展、線上影視，甚至是新媒體內容相關的研

究或文獻，仍可做為雲端影視內容策展工作的參考框架。Carroll（2001）就曾提

出藝文活動策展人的工作階段，主要包括：（1）初期構想（preliminaries）、（2）

展開企劃（development），以及（3）實際執行（implementation）三大階段。其

中的細項工作包含企劃書與贊助資料撰寫、聯繫藝文物擁有者、藝文物及其擁有

者的名單與介紹圖文案、宣傳活動企劃、宣傳品企製、活動手冊企製、活動現場

管理、支付活動費用、結案報告等等，是一個獨立藝文活動策展人較廣泛的一組

工作定義。 

葉殷志（2011）則針對 YouTube 影片的製作進行研究，他將 YouTube 影片的

創作分成三個階段：（1）內容、（2）傳播、（3）創作回饋。內容方面，除了容易

被吸收之外，還要能引起觀眾內心的共鳴；傳播方面，要找到適合散佈的管道，

尋求持續帶動觀眾互動甚至是狂歡；創作方面，則要透過各種回饋，克服創作困

難並找到自己的產製模式，並從這樣自我肯定的價值中獲得長期投入的動力，可

說是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因而，葉殷志所提出的內容工作階段，可視為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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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所言之構想、企劃，以及執行的前段，傳播則為執行中段的宣傳活動，

而創作回饋則為執行的尾段，也就是結案檢討。 

YouTube（2013），則將如何製作一部好影片的指導方針分為：（1）內容企編

（programming）、（2）成品優化（optimization），以及（3）社群經營（community）

三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指南並沒有將拍攝、剪輯、收音等實作技巧視為

指南中一個重要的部分，而是將其當成一個可在工作中被實踐的觀念來看，似乎

想更強調企劃、行銷，與掌握媒體使用等概念與能力。這個觀念與 Hartley（2009）

的見解相呼應，他認為在進行數位說故事時，「說故事」能力應重於操作性的「數

位」能力，因為這種數位能力是完成說故事的手段而非目的，且操作能力是可以

透過學習而熟練的。YouTube 同時也將線上影片製作的流程分為：（1）前製、（2）

製作、（3）發佈，以及（4）發佈後等四個階段，而節目企編、內容優化與社群

經營三大重要概念與能力皆可適時被融入在這四個工作階段中。 

根據上述框架，並參考先前 Miller（2007）所提之新媒體製編輯的內容、網

絡、科技、社群工作，我們可以大致上將策展的工作分為：（1）企劃、（2）創製

作、（3）優化與發佈、（4）行銷與溝通等四大部分。其中，本研究將檢討與學習

視為是行銷溝通的後半部分（取得回饋），以及企劃的前半部分（學習成果做為

前饋），不另行切分為一個工作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歸納策展工作的

四大部分，可能不宜當作序列固定的工作流程，因為四大工作的內涵許多必須是

內建在整個內容策展的大架構中，所以除了可看做是工作流程之外，更重要的是

將之視為重要的概念群組，此觀點在 YouTube（2013）中也可看出。 

（一）企劃面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從企劃的工作來看，必須再度回到內容策展「意義賦予」的這個重要價值。

許多關於內容的定義，重點都放在「為特定受眾量身訂製」（Kimmel, 2013）、「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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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對象的類型與主題」（何飛鵬，2012）、「特定議題」（Bhargava, 2009）、「清

楚的目標」（Burnette-Lemon, 2012）、「品質與品味」（Rosenbaum, 2011a）等等。

因而，內容策展從整體架構到個別內容都必須具備明確而有針對性的群體、主題、

類型、議題、目標、品味、品質等主觀性價值定義。所以內容策展人在企劃的職

責上，首先必須要了解整個內容生態的全貌（landscape），進而決定內容策展媒

體整體的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方能在未來每一次內容產出時都有明確

的定位。其實從行銷的角度來看，在企劃階段就已經定義了後續宣傳、傳佈、取

得回饋、社群經營等的初步架構。在 YouTube（2013）中，就已經把社群經營當

作企劃的一部分，並強調先有社群之於內容產出的重要性。 

從能力的角度而言，何飛鵬（2012）認為內容策展人必須要非常了解網路生

態，而且要對策展的主題有深刻的心得，甚至是自己就是箇中專家，才有足夠能

力可以為內容賦予脈絡（context）。所謂的箇中專家，Rosenbaum（2011b）則特

別區分了策展與編輯的不同。他指出，編輯的工作主要是精煉其他作者的內容

（authored by others），然而策展人本身就是一種作者，所以編輯精煉題材，而

策展人定義題材。以 Rosenbaum 的話來說，就是創造「更大的故事」（create a larger 

story）。從高層次的意義產生來看，策展人比編輯來得相對自由，也要求更高的

洞悉力與創造力，Hartley（2009, p. 159）就以「編修是編輯的一種藝術形式」

（redaction is an art form of editing）來形容。實際上，現行媒體中有許多編輯工

作都已涉及策展（例如專題報導），只是尚未提升到一個被獨立重視的地位。 

Kimmel（2013）則從路徑發現者（pathfinder）的角度來定義策展人的價值，

他解釋路徑發現者是一個導航人（如電視節目表），目的是引領人根據需求去發

展自己的路徑，而策展人則是依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資料處理，提供人一條既定的

道路。因而路徑發現者的角色是提供選擇，而策展人的角色則是提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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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從內容整體的企劃來看，策展人的職責就是要清楚定義各方面大方向

的價值主張，並且為每一次個別企劃創造意義化的內容。對此，影視內容策展人

應要具備內容價值生態的洞察力，以及內容的價值主張能力。以 Kimmel（2013, p. 

17）的話來講，就是講一個「有題目或有背景」的故事」（topical or thematic story）。 

然而，若談到個別內容的企劃，除了遵循整體內容與單次製作的價值目標以

外，還有一些媒介接收的洞察能力值得注意。YouTube（2013）提到，一個好的

影視內容製作者，必須要了解觀眾在看影視內容時的情境式需求，例如影視應在

開頭就讓觀眾知道正在看什麼並且被勾起興趣、內容應濃縮且節奏緊湊、故事或

視聽覺呈現應動態有致、對有接續性的內容提供前後文的脈絡提示、提供觀眾不

同的互動線索、讓觀眾了解製作者與其關係（社群品牌行銷）等，這些都是影視

內容策展人也值得關注的細部知能。 

圖 5  受眾導向的影片敘事結構範例 

資料來源：YouTube (2013) 

（二）創製作面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目前既有的內容策展文獻來看，談得最多的就是在創製作的部分。首先，內

容策展必須經過幾個程序，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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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容策展創製作的程序 

文獻 內容策展創製作程序 

Bhargava (2009) 尋找（finding）、 

分組（grouping）、 

組織、 

分享 

Bhargava (2012, p. 23) 聚合（aggregation）、 

餾化（distillation）、 

提升（elevation）、 

混搭（mashups）、 

史序化（chronology） 

Burnette-Lemon (2012, p. 24) 蒐集（collection）、 

過濾（filtering）、 

組織、 

呈現（presentation） 

Clark & Aufderheide (2009, pp. 6-7) 聚合、 

排名（ranking）、 

並列（juxtaposing）、 

評論（critiquing）、 

分享 

Herther (2012a, p. 41) 過濾、 

組織、 

意義賦予（sense making）、 

分享 

Rosenbaum (2011a, p. 4) 選擇（selection）、 

組織、 

呈現、 

發展（evolution） 

Valenza (2012) 搜索（scouting）、 

辨識關聯性（identifying relevance）、 

評估（evaluating）、 

分類（classifying）、 

組織、 

呈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Bhargava (2009; 2012, p. 23), Burnette-Lemon (2012, p. 

24), Clark & Aufderheide (2009, pp. 6-7), Herther (2012a, p. 41), Rosenbaum (2011a, 

p. 4), Valenz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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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影視內容策展在創製作的過程中，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程序： 

1. 搜尋蒐集與聚合：根據單次企劃主題與目標等價值主張，訂立判斷標準，用

以搜尋或自動聚合可能需要之素材。 

2. 評估與選擇：包括辨識關聯與價值等過濾工作，目的是為了留下有呈現價值

的素材，也就是 Bhargava（2012, p. 23）所形容的「餾化」過程。 

3. 價值性組織：根據企劃的價值主張，藉由分類、史序化，以及混搭等方式，

達到內容策展最重要之意義賦予與提升之目的。Bhargava（2012, p. 23）形

容，這種價值提升意味著內容策展含有「識別大趨勢或洞悉日常小迷因15」

（identifying a larger trend or insight from smaller daily musings）的使命。 

4. 加值性呈現：包括創製作時對內容外加有助於理解或召喚社群互動（call to 

action）的說明、註解、字卡等（YouTube, 2013），以及發佈時的後設資料

（metadata）優化。值得注意的是，策展人必須了解何時該召喚互動，而何

時又該提供具品質的經驗（例如沉浸）。Larsson（2011）對新聞網站互動性

的研究指出，互動有時也會導致低使用度與滿意度，這可能肇因於使用者的

學習能力，或是該媒體情境的特性。 

5. 行銷：主要聚焦在目標社群的傳佈，容後再議。 

陳意文（2009）曾以人類學家 Lévi-Strauss（1966）的資源「拼湊」（bricolage）

論述，說明在資源受限的狀況下，創新產品是如何利用就地取材、湊合將就，以

及人本導向的創新組合，打破既有資源的限制以達最適效果，並達到解決問題與

                                                      
15

 原文中 musings 應翻譯為沉思，研究者取迷因（meme）之意應能較好的理解此意。迷因（瀰

因）為 Richard Dawkins（1989, p. 192）於 The Selfish Gene 一書所提出，意指在文化社會中傳佈

在人群裡的想法、行為或型態（見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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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機會的目的（Baker, 2007）。Lévi-Strauss 並強調，拼湊是透過動手做，在過

程中與工具或材料對話，並摸索出較適切的解決方案，因此成品的結構是透過這

種拼湊過程中的互動與「手感」而逐漸趨向穩定。而人要能夠與材料對話甚至是

開始進行拼湊，則必須基於個人對材料與環境的認識，亦即 Lévi-Strauss 所指的

「回溯」（retrospect）探索資源意義的過程。由於策展的素材來自於雲端，因而

雲端影視頻道的策展是否會受資源限制的影響，進而也產生此種拼湊的樣貌，也

值得特別觀察。 

另外，許多研究者都特別區分了聚合與策展的差別，因為不少人認為策展就

是把具有相同意義或價值的內容聚集在一起。Forry（2009）解釋，儘管聚合與

策展都必須事先定義策略，但策展擁有一種更主動且持續進行的編輯元素，而比

聚合來得更進一步。聚合可以自動蒐集到針對主題相關的資料，但若不經過人為

的判斷與精煉，最終就仍會只有看似相關但不具組織性的內容，且不會展現內容

策展最精華的人文價值，所以策展的核心是人類主觀且定性的價值判斷

（Bhargava, 2012; Deshpande, 2011; Forry, 2009; Handley, 2012; Herther, 2012a, 

2012b; Rosenbaum, 2011a; Villi, 2012）。Burnette-Lemon（2012, p. 24）形容的貼切：

「聚合是倉庫（warehouse），而策展則是販售櫥窗（store window）。」因而，雖

然聚合可做為策展內容蒐集的一個輔助機制，但仍然不宜將之相提並論。下表為

綜合上述研究者對聚合與策展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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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聚合與策展之差異 

 聚合 策展 

具價值的機制 自動化 人為化 

主要功能 條件擷取與過濾 價值陳述 

功能角色 倉庫備貨 櫥窗展示 

結果目的 接取或使用 呈現價值 

提供的價值 標準化價值 客製化加值 

判斷標的 內容與後設資料 背景與內容 

判斷標準 客觀的規則 主觀的價值 

判斷方式 批量定時處理 單一接續處理 

系統調整 依次穩定的 持續動態的 

內容質量 冗餘重複 提煉獨特 

原創者回溯 不易有效定位 可能可以定位 

發佈期程 預設的定義或頻率 彈性而適當的時機 

目標對象 操作型定義 社群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Burnette-Lemon (2012, p. 24), Deshpande (2011), Forry 

(2009), Handley (2012), Herther (2012b), Kimmel (2013, p. 16); Villi (2012) 

雖然內容策展的關鍵價值在於人為判斷，但繁複的判斷過程仍需工具的輔助，

這也是為何一些人仍然提倡善用聚合器的原因（Bhargava, 2012; Burnette-Lemon, 

2012; Deshpande 2011; Forry, 2009; Valenza, 2012）。Herther（2012b）認為，策展

的需求、網路上的資源，以及內容的種類都相當多元，要選擇一個符合特定需求

的策展工具是相當複雜的程序，但這也是內容策展人不可避免的能力與責任。 

（三）優化與發佈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內容策展優化是一個介於製作與發佈之間的加值過程，它除了有助於內容呈

現時目標群眾的理解，也能在互動、內容發現與行銷上增添一定的助益。一些較

傳統的內容創作者會認為，成品的優化或加值應是資訊或行銷專業的事情，但不

少新媒體平台已開始提倡「加值優化的行動應內建在內容產出的所有過程中」的

觀念（YouTub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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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製作期可加強在策展內容裡的說明、註解、字卡等輔助內容外，最被重

視的優化項目是發佈期的後設資料優化。後設資料又譯做詮釋資料，是一種描述

資料的資料，主要用來描述資料的屬性（property），例如內容的標題、描述、關

鍵字、標籤、縮圖、格式、長度、作者、人氣等等，對數位內容使用的搜尋、聚

合、過濾、瀏覽、呈現、推薦、社群辨識等機制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內容策

展從媒體品牌（如媒體名稱與描述）、整體內容（單次製作之間的關係）到單次

製作等各種層次的執行，都應包含後設資料的優化工作。 

以 YouTube為例，使用者無論是在 YouTube的搜尋結果頁上，或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某些影片的資訊，一定首先會透過影片的標題和縮圖來初步認識這個內容，

再決定是否觀看或進一步的互動。前往觀看整個頻道後，會根據整體內容的走向

與質量，來決定日後是否繼續關注該頻道。而該頻道在媒體層面的介紹，則可供

使用者識別，用以評估自己是否屬於該頻道所欲服務的社群，進而建立更主動的

互動關係。因而，後設資料客觀上的精緻與精確是第一個關卡，也是獲取注意力

最重要的關鍵。這其中有些許視覺素養的問題要處理，例如怎麼樣篇幅的文字描

述或圖片安排，會顯著提高會降低使用者的注意程度？又或者文字語意或圖片表

達該如何呈現，才能提高使用者的互動意願？YouTube（2013）就對影片縮圖在

比例、解析度、主體大小、視覺構圖與對比、主題表達程度等標準上提出多項建

議。 

此外，後設資料除了必須達到客觀上精緻與精確、主觀上引人入勝的標準外，

還須符合一些網路世界中特殊的隱性規則，方能增加後設資料的價值，例如標題

和描述盡量包含關鍵字，或針對特定目標群眾選用適合其脈絡的關鍵字或圖像等

等。再者，媒體形式也是值得注意的課題，例如多螢一雲時代的圖片使用，必須

適用於所有大小的螢幕，且不影響其處理速度等。 



51 
 

在數位網路時代，人是靠著機器與內容互動，而機器則是靠著後設資料與內

容互動。因此，說人類其實是透過後設資料而間接開啟和內容的互動，應不為過。

YouTube（2013）全篇即將後設資料的優化放在影視行銷最重要的位置，指出後

設資料的優化不但是影視內容製作中費時最少，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觀念。

Deshpande（2011）也表示，內容策展的成果會隨著時間而急速增加，此時除了

持續產出內容外，管理既有內容並使之保持再利用的價值就變成另一個重要的工

作（Hart-Davidson, 2010）。Deshpande 指出，藉由內容及其後設資料的整理

（archiving & indexing），將有助於延長策展內容的「貨架生命」（shelf-life）。 

而在內容企製與優化完成後，關於發佈的工作，就是一個頻率與時機的掌握。

根據 Deshpande（2011）、Herther（2012a）與 Burnette-Lemon（2012），「持續發

佈」是經營策展內容最關鍵的要點。Burnette-Lemon 訪問策展平台 Pearltree 的

首席投資人 Oliver Starr 就表示： 

……如果你想聚集策展的價值，那你所付出的行動必須是持續不懈

的。經營內容策展就像開一間博物館一樣，博物館不會只舉辦一次展覽，

然後就永遠保持同一個樣子，這樣一來這間博物館非關門大吉不可

（Burnette-Lemon, 2012, p. 25）。 

在持續性的基礎上，保持發佈的固定頻率或時間是下一個努力的目標

（YouTube, 2013）。不過，即時性或出其不意的發佈，對增添行銷價值也有助益

（Herther, 2012b），「鼓勵意外發現（serendipity）與和既有重要議題保持同步一

樣重要」（Herther, 2012a）。YouTube（2013）就提議，利用搭帳篷編排策略（Tent-pole 

programming）以抓住某個預定或預測的大事件，藉此提高單次企劃的口碑效應，

這種打破固定發佈頻率或時間的策略，就是提高新鮮感與行銷度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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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帳篷編排法的口碑效應 

資料來源：YouTube (2013) 

（四）行銷與溝通的工作、能力與素養 

行銷與溝通的部分，內容策展人會涉及的工作包含一開始的媒體與內容企劃

工作、目標社群關係經營，以及社群反饋與前饋等。由於內容策展本身就具有強

烈的價值主張與目標導向，而受眾又是由一個抽象的價值社群所構成，因此與所

針對目標社群的互動就顯得格外關鍵（Herther, 2012b）。 

Villi（2012, p. 10）就點出，「媒體內容不但是被主動的策展，同時也是被主

動的消費」。過去，媒體是一種產品主導邏輯（goods-dominant logic）的生態，

價值在產品被製造出來時即已存在，而消費者則被排除在這個價值賦予的過程之

中，僅做為一個目標客體或回饋的指標（Lusch & Vargo, 2006）。而現在，消費者

（受眾）則被視為是用以產生效果的資源（operant resource），並被賦予共同產

製者（co-producer）的主體角色。價值因而不再是由單一的產製者在生產結果時

產出，而是在產製者與消費者的互動（服務）關係中被漸漸定義（Grönroos, 2008;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Vargo & Lusch, 2004），因而稱為服務主導邏輯的導

向（service-dominant logic），也連帶提高了社群間溝通與互動的重要性。Villi 甚

至強調的「使用者傳佈內容」的概念，指出社群成員最重要的潛力是能「產生關

係與連結」，進而帶來間接的生產力與利潤（Andrejevic, 2009; Napol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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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YouTube（2013）就提到，為了未來的行銷，應在最早的媒體企劃階

段時，就已規劃社群的研究、企劃、建立、溝通、經營等事宜。此外，如何在內

容策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適當的召喚互動，例如向社群發問、內容企製直接引入

社群智慧、向社群發出新聞或資訊、與社群線上或線下的互動，以及獎勵社群等

等，都是策展所能引用的手法。Herther（2012b）就舉例，依據時事趨勢發佈社

群有興趣的內容，滿足受眾的及時需求，也是一種將互動內建在企劃的行為。根

據 Blakeslee（2010），數位時代的社群關係經營包括：（1）定位受眾或需求群、（2）

發展受眾的形象角色（persona）、（3）與受眾互動、（4）獲得並回應受眾的回饋。 

YouTube（2013）另外還強調了跨界宣傳與合作（cross-promotion & 

collaboration）的必要性，這是一個在影視創作中最費時、涉及層面最廣，同時

也最為重要的一環。這個概念指出，相似屬性的內容，應該要合作互相宣傳，且

除了在同一個平台之間的品牌合作之外，更可以擴及到不同平台，諸如部落格、

微博客、社群網站等等。這很大的超脫了過去傳統媒體的行銷手法，關鍵就在於

新媒體內容的最佳策略不是主流式的佔據，而是利用獨特的價值主張以填補個人

方方面面的社群生活。最後，如何利用質化或量化的方式，蒐集各種資料或數據，

做為日後改進的依據，也是值得關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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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視內容策展人的其他素養與能力 

 《數位時代》雜誌第 224 期「10 大跨界新人才」封面專題中，訪問了

TEDxTaipei16的活動策展人許毓仁，他提供了一些普遍適用於所有類型策展人的所

需特質、素養與能力，例如擁有好奇心、大量而廣泛的吸收資訊、培養國際觀、

組織與溝通的能力，以及建立品牌信任感等。許毓仁說（趙郁竹，2012）： 

舉辦 TED×Taipei 第四年，許毓仁認為新一代策展人的意義在於讓

觀眾「信任」品牌帶來的內容，不再只是資訊守門人的角色，而必須具

導演、製作、編劇、攝影各種角色於一身，從不同事物看出相關性，整

理後提出自己的獨立觀點。TED不只是一個活動，更是新媒體。 

為了帶給社會獨特的觀點，他每天把國內外重要媒體都看一遍，不

只看重要新聞，更重要的是「最小的新聞」，從中發現特殊小故事，更

藉由讀新聞訓練自己重新架構問題的能力。他建議有志做策展人的年輕

人可以先從讀報、比報開始，「把看到的每一件事都想出 100種可能性。」

這是訓練觀點的基礎功，沒辦法從書本或是課堂中學到。 

國際觀也很重要，可以幫助了解人和世界的關係。例如今天喝一杯

咖啡，關聯到哪些事情？咖啡豆是哪裡生產的？杯子、蓋子是哪裡製造

的？日常生活的一個小小動作，都可能和全世界的人產生關聯。去理解

國際上發生的大小事，對於培養觀點也是很重要的訓練。 

  

                                                      
16

 TED 代表科技（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設計（design），於 1984 年由 Richard Wurman

在加所創立，是一個跨界的智庫與對話的平台，目前已是一流的創新盛會。TED 在 2009 年開放

品牌授權（open licensing），讓全世界有心有力的人用 TED 的模式並遵守其品牌準則，在地經營

不同的 TED 大會。這個由會員自行策劃，TED 官方認可的會議即為 TEDx（見

http://tedxtaipei.com/about-ted-t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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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的演講不同，TED每人只有 18分鐘，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

呈現一個精彩的主題，需要策展人和演講人多次溝通。「挑戰在於如何

從混亂中找秩序，」許毓仁指出，這必須訓練組織畫面的能力。在

TED×Taipei，每一場演講都有分鏡表，講者要說什麼內容、簡報、舞台、

走位要如何搭配，都要透過分鏡表做充分溝通。（趙郁竹，2012） 

除了許毓仁所提及內容策展人本身的溝通素質之外，Bhargava（2012, p. 23）

也曾歸納過，有關經營策展媒體更高層次的環境問題。Bhargava 指出內容策展人

主要面臨的三個議題分別是： 

1. 內容擁有權的問題（ownership issue）：策展內容基本上是「引用以加值」的

概念，儘管引用的素材歸屬於他人，但策展後的新內容仍具有一定的智慧財

產價值，因而對策展內容不同層次的署名，包括原創者、策展人，甚至是策

展媒體，都應考慮進去。 

擁有權的歸屬不但是一個道德問題，同時也會引伸為法律問題，不管是個人

或已機構化的策展媒體都應留意。Deshpande（2011）與 Herther（2012b）

也特別關注了策展署名的問題，Herther 並且倡議內容策展平台必須重視且

提供相關的功能。 

2. 信任度問題（credibility issue）：由於策展的基本精神並非是產出原創，再加

上策展本身即有濃厚的價值主張，因而經策展的內容很容易被質疑其真實性

或公正性，造成目標社群的低信任度，但信任感卻又是經營社群溝通的第一

要素。Rosenbaum（2011a）指出，社群受眾會因為策展媒體的高信任度而

提高注意力、參與度與忠誠度；而 Herther（2012）也提到策展內容之所以

能持續經營的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策展人是否建立專業、信任與權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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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關於新媒體的研究，也支持了信任度的重要性。花筱苓（2011）就建議

網路圖像創作者的個人品牌經營，除了提高專業度之外，也必須秉持著真誠

與開放的原則。林資傑（2012）與許建隆（2011）的研究則顯示，高信任度

可提高使用者對微網誌的忠誠度與社群意識。 

3. 內容掌控度的問題（control issue）：目前聚合的工具或策展的平台開始漸漸

興盛，也因而產生了自製策展內容的整控度問題。經策展的內容不但本身也

具備創作與智慧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同時也有被再利用的可能。然而這種再

利用同時也面臨了類似內容所有權的問題，因為策展的內容來源基本上並不

來自策展人，所以相對也加重了議題的複雜程度。  

葉子琪（2012）則針對藝文活動策展人的關鍵人格特質進行研究，發現藝文

策展人需要擁有（1）藝術性、（2）外向性、（3）開放性、（4）親和性、（5）自

律嚴謹性，以及（6）情緒穩定性等五項人格特質。此外，葉子琪也提出不同類

型的藝文策展人，其人格特質支持的所需實務能力也有所差異。例如公家機關策

展人在主動建立人際關係的外向性上，就弱於個人或組織型的策展人。而在親和

性上，組織型的策展人就明顯對比於個人策展人的平行對等溝通能力，呈現垂直

階層溝通的狀態。但相反的，組織型策展人在議題多領域性上的要求，就比個人

策展人來得高。不過，不同類型的策展人仍有關鍵特質與能力的共通性，主要為

自律嚴謹性以維護策展進度，以及情緒穩定性以維持抗壓性與自我要求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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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藝文策展人之關鍵人格與延伸能力 

類別 藝術性 外向性 親和性 開放性 自律 

嚴謹性 

情緒 

穩定性 

個人型 藝術管理、

藝術、建築 

 

主動建立

人際關係 

平行 

對等 

特定領域  

 

 

進度統一 

 

 

抗壓性與

自我要求 

之平衡 

組織型 博物館管

理、藝術管

理、設計 

垂直 

階層 

多領域 

公家 

機關型 

文學、藝術

管理 

無須主動

建立人際

關係 

平行 

對等 

議題受限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葉子琪（2012, p. 97） 

總歸而言，內容策展最重要的能力還是要回到策展人個人的人文價值主張與

內容組織能力。Rosenbaum（2011a）言道： 

策展向來是辨識品質的一個過程，只不過在這個冗裕的年代，我們

需要進一步定義品質，以符合對品質早有定見的大眾（p. 6）。……在資

料富饒的時代，我們所缺乏的是品味（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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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與研究問題 

內容策展藉由人文的價值定義，解決了資訊爆炸的問題，讓網路再度變成有

用之物，這不單單是科技能供性的允許（Kelly & Wolf, 1997），更是來自變遷之下

使用者的人性需求（Anderson & Wolff, 2010），也進一步的造就整個創新創意產

業與產銷兩端結構性的改變（Hartley, 2009）。因而，除卻產銷階級扁平化（Deuze 

& Fortunati, 2011）所造就的公民賦權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培養個人在正規教育

外讀寫並重的能力，使之成為一組「生活技能」，而非僅是素養，以帶動知識社

會的轉型（Hartley, 2009）。 

文獻回顧時發現，網絡社群的採用與互動是新媒體企製中最值得關注的重點

（Deuze, 2009; Hartley, 2009; Jenkins, 2006; Villi, 2012），且應貫穿整個內容生命週

期。策展人在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一直到行銷與溝通的過程中，如何發

揮需求導向的洞悉力，以人文的價值定義與人腦的資訊組織能力，創造出兼具真

誠的對話性與專業說服力的策展內容，而使策展媒體從一個管道轉變為虛擬的社

群平台，這個過程可說是內容策展甚至是所有新媒體的核心課題。 

此外，策展企製過程中的主題定義、內容搜尋蒐集與聚合、素材評估與選擇、

價值性組織與策展，以及策展成品加值性的呈現等，也是實務探討的重要標的，

因為這一連串的工作是進行策展企製時的核心任務。這當中是否會出現如同

Lévi-Strauss（1966）所指之「資源拼湊」現象，在雲端資源不均的環境中也顯得

格外值得注意。其他策展人更廣泛的工作，包括內容與後設資料的優化與管理、

內容發佈策略，以及社群與合作網絡的溝通，則是本研究附帶討論的次要議題。 

觀照既有之理論與文獻，再回顧首章之問題意識，本研究進一步統整出以下

四點研究問題與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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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行銷與溝通等工

作階段，應該具備怎樣的關鍵資訊素養與企製能力？ 

（二）承上，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是否有所需素養與能力的相異現象？又是

因何原因所造成？ 

（三）策展人本身主要做為企劃與製作的角色，又如何兼顧網絡時代社群互

動啟動者的功能？策展人如何同時營造（敘事）專業度與（社群）親近性，並擴

大受眾的規模？ 

（四）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台灣尚屬萌芽階段，策展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角

色與整體環境？ 

圖 7  本研究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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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法 

本研究將採用質性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質性研究的出現，是一種對量化研

究的批判，這種研究取向不主張用數字對真實進行計算，藉以產生化約性的結果。

此研究法源於蘇格拉底，他認為唯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才能產生深度思考

與釐清概念。也就是說「真實」並非客觀存在，無法經由測量而得，必須透過「人

與人、社群與社群間互動的過程中建構出來」（蕭瑞麟，2007，頁 117）。質性研

究強調，真理會因觀點不同而有差異，因而世上不存在客觀的知識。 

事實上，許多社會科學的概念是無法透過調查得知，例如人的情感、知識、

想法等等，而這些難以量化的概念也才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嚴格說來，每種研究

方法都有其偏見存在，質性研究法不過就是定義了一種認識世界的觀點，用詮釋

的角度來看待真實與知識。因此，蕭瑞麟（2007）就解釋，質性研究關心的是意

義而非測量，是本質而非表象，是詮釋而非定律。所以，質性方法的目的不在於

發現客觀的真假對錯，而在於發現現象動態中包括發生原因等複雜關係的解釋。

也就是說，質性研究是一種藉由「故事」的詮釋，去重新「認識」或「說明」問

題，而非「解決」或「證明」問題的方法（蕭瑞麟，2007，頁 56, 57, 116）。 

本研究之所以採取質性的研究取向，主要原因在於影視內容策展人在台灣仍

屬稀少，不適合進行規模化的量化研究。另一方面，則是過去尚未累積足夠的策

展研究做為量化指標的發展，只能從第一線的策展人經驗，慢慢描繪出這種類型

創製者的輪廓。回顧最初目的，本研究意在藉由策展人素養與能力的發現，而讓

人更認識何為影視內容策展人，並以過往的經驗指引其他策展人一條可以努力的

方向，而不追求建構一套專業的評估指標。也就是說，本研究是想透過既有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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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經驗，去詮釋與說明策展人的素養與能力，以做為認識影視內容策展人的一

個觀察角度，並建立一個初探性的研究。 

方法論方面，本研究則兼用深度訪談法以及小組座談法兩種質性方法，分別

訪談個案平台 9x9.tv 組織外部的業餘或專業策展人，以及身為組織員工的內部職

業策展人。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一種進入研究場域，與研究主題相關者進

行深度對話的一種研究方式。深度訪談法基於主觀理論，認為受訪者對於研究主

題有著複雜且豐富的知識或看法，且在對話時不太需要費心思就可以逕自取用所

擁有的知識並回應問題（Flick, 2002）。 

根據司徒達賢（2007），進行訪談研究時，研究者針對有意義的問題，不斷

向適合的人提問，再從回答中找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逐漸浮現出前人從未想過，

但卻又能欣然接受的解釋。過程中，研究者心中必須不斷進行訪談資料與理論的

對話，讓聽到的資訊引發悸動，並喚起腦海裡現有知識存量中隱約的關聯，同時

也經由對理論的觀照，賦予原先是線性、平面、混雜的資訊，鮮活而立體的生命，

進而能將此詮釋與現存理論進行連結與比對，以融入整個知識體系中，這也是研

究者訓練思考力的最佳途徑。 

本研究將針對個案平台組織外部的策展人進行個人深度訪談，這是考量到受

訪的外部策展人彼此並不相識，且所策展的內容主題與方式，以及做為策展人的

經歷皆有所差異所致。透過外部策展人的眼睛以及研究者的詮釋，本研究將獲得

較具「市場性」的觀點。 

另一種小組座談法也是訪談法的一種形式，指的是一小群人在一個特定主題

上進行對話。這種小團體法除了有高效率、互相激發回憶與靈感（Flick, 2002），

以及平衡資訊等特點外（Patton, 1990），更重要的是能透過多人在團體環境中的

互動，揭露 Billig（1987）所謂之「日常辯論的兩難天性」，進而發掘結構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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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真實，更能訓練研究者在場域中的解讀與詮釋能力。基於此原因，本研究

將針對個案平台 9x9.tv 組織內部的職業策展人進行小組座談法，其目的即在於希

望在團體的脈絡中，透過小組互動以取得更多關於環境與脈絡的資訊。由於組織

內部策展人彼此相識且有共通的經驗及語言，因此較可避免無法順利對談的困境

發生。透過個案組織內部策展人的對話，本研究將取得較具「產業性」的觀點，

以及與形塑個案平台 9x9.tv 策展人有關的環境與脈絡之資訊。融合了內部與外部

的觀點，本研究希望重新勾勒出影視內容策展人的樣貌。 

深度訪談法與小組座談法皆採半結構式的提問方式進行對話，一方面是由於

本研究並非想要得到標準答案，而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目前並沒有一套非常

具體的架構可以用來詢問影視策展人有關素養與能力的問題。本文將依研究問題

與理論文獻來架構半結構式的訪談問題。 

此外，兩種質性訪談法也有其限制存在。例如由於質性研究整個過程都高度

依賴腦力與互動，因此也可能有落入老生常談（制約於理論）或漫無章法（脫離

理論）這兩種危機（司徒達賢，2007）。再加上要深入被研究者的主觀經驗本來

就很不容易，且被研究者往往不易將事情和盤托出，或是有時會有意無意的說謊

（蕭瑞麟，2007），抑或是難以釐清團體與個別成員的看法（Flick, 2002），甚至

是面臨「他們就是不知道」（Hills, 2002）的窘境。這些狀況都需要在整個研究過

程中被特別注意，也因此研究者的冷靜、觀察、詮釋與洞悉能力就顯得格外重要。 

關注以上這些訪談時的要點，是為了達到質性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亦即「使

事物被看見」（making things visible）（Golden-Biddle & Locke, 1993）。為了達到這

個目的，研究者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個目標之一（蕭瑞麟，2007）：（1）使沒有

被看見的事物被注意到、（2）使已經被看見的事物重新被認識、（3）使無形的歷

史、環境、結構等脈絡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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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 與 Myers（1999）曾提出質性研究的七項原則，將有助於達成以上目的： 

1. 重視詮釋（hermeneutic）：除了陳述以外更要詮釋，提供顯性資訊之外的隱

性訊息，進而產生研究的新意。 

2. 凸顯脈絡（contextualization）：訪談所得的資訊是表面的，更要解讀的是環

境所提供的資訊，將無形脈絡有形化。質性研究中的「結構融合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強調研究者在詮釋時不可只看到人的主觀經驗，更

要去分析人是如何與「結構」互動，因而產生想法與行動（蕭瑞麟，2007）。 

3. 說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質性研究的結果是經由研究過程中的互

動所建構，因而交代這種互動過程也是研究當中對詮釋問題的觀照與反省。 

4. 陳述觀點與推理方式（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由於質性研究的真實

是主觀詮釋而得，因此研究者應說明其理論視角，做為其解讀問題的基礎。 

5. 辯證式推理（dialogical reasoning）：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不斷與自我、理

論、文獻與資料對話，同時也要進行驗證、修正與批判，方能激發深度思考。 

6. 多方的詮釋：研究者不單單要對訪談對象進行詮釋，更要注意其他相關的資

料的解讀，如此才不會以偏概全。 

7. 保持懷疑的好奇心（principle of suspicion）：除了從理論去認識問題之外，研

究者也應該跳脫框架，思考在文獻與質性資料外，有何弦外之音未被發現。 

在這樣的方法論基礎上，本研究將針對個案平台內、外的兩種影視頻道策展

人進行質性訪談研究，以下為研究個案平台的選擇原因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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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選擇與介紹 

一、個案選擇 

本研究希望能夠補充台灣在影視內容策展領域的學術研究，做為帶動策展生

態的一塊基石。Kelly 與 Wolf（1997）曾說明未來的電視將同時具有互動與推送

的媒介潛力，是推媒體最好的例子之一。其實電視本身即有很強的敘事沉浸性，

也因此 McLuhan（1964）將之描述為「熱媒體」。電視這種沉浸性高的媒體形式，

與策展將海量資訊整理成有新意之內容的這種價值相呼應，但卻又必然面臨著網

絡社會中對話與互動的要求，也因此電視是內容策展中頗富意味的主題。 

因而，本研究之所以挑選 9x9.tv 雲端電視為個案平台的原因為：（1）9x9.tv

是台灣策展平台中，唯一主打類電視播放的服務，最能夠展現影視內容的獨特性。

因為目前所知的策展平台，大部分是以圖文瀑布流與播放器嵌入的方式呈現；（2）

9x9.tv 為多螢一雲的影視平台，既能體現內容策展的敘事沉浸性，也能發揮新媒

體的互動效果；（3）9x9.tv 於 2009 年即開始經營，且有特別扶持內容策展人的

培育計畫，能孕育較多從素人到創業的影視內容策展人。最後，研究者於 9x9.tv

任職約三年，也希望藉由觀察參與的過程，能提高訪談與洞悉問題的信效度。 

圖 8  Fans TV 的瀑布流介面與嵌入式播放畫面 

資料來源：http://tv.fansw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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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介紹 

9x9.tv 於 2009 年成立品牌，是一個全球化的雲端電視平台，讓策展人或傳

統電視頻道能將網路視頻或既有電視內容，策展為非線性與互動式的頻道，經由

網路在各種螢幕或裝置上推播給觀眾，並提供類似觀看電視的沉浸式體驗。 

9x9.tv 提供一組功能套件，包含內容策展工具、媒體入口策展工具、互動廣

告管理工具、多螢一雲應用程式（網站、行動應用、電視應用）、內容推薦與發

現引擎、HDMI 電視棒與遙控器等。策展人可成立主題性的頻道，將海量的雲端

影視內容策展為一集集有個別題目的節目，並在各式螢幕與裝置上的發佈。使用

者可於多螢一雲的收看平台上，訂閱收看並個人化自己的雲端電視頻道表，並如

同看電視一般，以頻道為主要單位轉台瀏覽（但仍可跳過單集節目或進行互動）。 

圖 9  9x9.tv 個人頻道表與播放畫面 

資料來源：http://www.9x9.tv/tv 

頻道策展人可使用內容策展工具產出頻道與節目，其操作流程為：（1）利用

YouTube 的影片網址匯入影視素材17、（2）排序影片素材形成敘事主軸、（3）設

定個別素材的播放段落（雲端剪輯）、（4）新增字卡做為註解或是召喚互動的資

訊、（5）設定節目的後設資料，如名稱、簡介、標籤，以及縮圖等。 

                                                      
17

 基於 YouTube 的全球化佈局，9x9.tv 與 YouTube 已建立了內容上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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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9x9.tv 影片與字卡編輯畫面 

資料來源：http://www.9x9.tv/cms/index.html 

9x9.tv 自 2011 年起開始舉辦年度影視策展人會議，從一開始八十餘位對策

展有興趣的使用者，一直成長到 2013 年已有 81 個策展團隊參與。於 2012與 2013

年所舉辦的「雲端頻道策展大賽」，也招募了超過一百個團隊嘗試影視策展的內

容產製方式。9x9.tv 也曾舉辦「特約策展人」計畫，專案扶植 15 組有潛力的業

餘策展人，輔導他們進行內容創業。截至本研究結束時共有 7 組策展人參與此計

畫，並經營總計 28 個頻道，包括獨立音樂、中華職棒、寵物動物，以及夜店娛

樂頻道等。 

在質性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上，本研究將針對個案平台內外兩種影視頻道策展

人進行訪談，下一節為本研究之訪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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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設計 

一、內部策展人與小組座談法 

本研究針對個案平台外部策展人進行深度訪談，而與內部員工策展人舉行小

組座談，每場訪談約進行 2.5 個小時。內部方面，共計邀訪五位在內容方面涉入

最深的 9x9.tv 職員，以取得較具產業性的觀點，並藉以洞悉與形塑 9x9.tv 策展人

有關的環境與脈絡之資訊。由於組織內部策展人彼此相識且有共通的經驗及語言，

因此也較可避免無法順利對談的困境發生。內部受訪者相關資料如下： 

表 6 

內部策展人相關資料 

受訪者 職務 相關資歷 相關經歷 

經理 1 內容合作與研發 3.5 年 影視內容策展研發專案管理 

雲端頻道策展大賽總召 

雲端策展校園工作坊統籌 

9x9.tv 第一代策展人 

經理 2 內容合作與研發 1.5 年 9x9.tv 新聞策展人 

影視內容策展研發小組 

雲端策展校園工作坊執行 

策展人 1 內容合作與研發 5.5 年 9x9.tv 新聞策展人 

影視內容策展研發小組 

電視新聞記者（5 年） 

經理 3 特約策展人合作 1.5 年 特約策展人專案管理 

9x9.tv 策展人 

雲端策展校園工作坊執行 

第一屆雲端頻道策展大賽亞軍 

經理 4 內容策展產品研發 1.5 年 9x9.tv 內容策展後台系統規劃

9x9.tv 策展人 

雲端策展校園工作坊執行 

第一屆雲端頻道策展大賽冠軍 

註：策展人 1 的相關資歷包含之前所有媒體或內容相關的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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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安排五位內部受訪者分別參與兩場小組座談，此分配一方面是為了讓

個別受訪者在團體討論的情境下仍有足夠的發表空間，另一方面則是依照受訪者

的背景與目前職責的相近程度來規劃。其中一組背景主要為 9x9.tv 的內容策略合

作與研發小組，而另一組的則曾是雲端頻道策展大賽的得獎人與雲端策展校園工

作坊的執行者。大致來說，前者重業界合作與內容發展，而後者則熟悉業餘策展

實務與素人策展人的接觸。內部策展人的訪談設計表列如下： 

表 7 

內部策展人訪談設計 

訪談方式 訪談日期 受訪者 團體特點 

小組座談法 2013/6/20 經理 1 熟悉內容產業的 

趨勢與研發 經理 2 

策展人 1 

2013/6/21 經理 3 從業餘到就業的 

內容策展實務經驗 經理 4 

二、外部策展人與深度訪談法 

為取得多樣觀點，本研究另外尋找非個案平台員工的外部策展人進行質性研

究，以取得較具市場性的觀點，兼顧詮釋結果的開放性。由於外部策展人彼此並

不相識，且所策展的內容主題與方式，以及做為策展人的經歷皆有所差異，因此

本研究採個人深度訪談法對外部策展人進行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個案平台 9x9.tv 於 2013 年度所舉辦的「特約策展人」計畫為範圍，

從 15 組團隊中挑選最具代表性的策展人接受訪談。所謂具「代表性」，本研究定

義為：（1）對影視內容策展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實務經驗，以及（2）對影視內

容策展有足夠的熱情、對策展人的角色有認同感，並且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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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策展人大部分皆具備第一項基本條件，因此受訪人的取決條件主要在於

第二項標準。儘管特約策展人皆是經由比賽或特別挑選而來具有潛力的策展人，

但卻並非所有特約策展人都對內容策展有主觀的熱情與角色意識。 

由於本研究意在認識策展人的素養與能力，而所謂的素養又是指涉一種「有

知」的狀態（吳翠珍，2004，頁 814；Hoechsmann & Poyntz, 2012, p. 153），因此

受訪者是否對策展人的角色有足夠的認同感，甚至是有足夠的意識能與研究主題

對話，將會影響本研究是否能重新看見已知的事物，甚至是更進一步看見未知的

事物。 

研究者在深度訪談進行前，即預先訪查參與小組座談的內部策展人，也就是

個案平台中對策展內容了解最深的職員，請內部策展人推薦適合的外部策展人接

受訪談。本研究安排外部受訪者分別受訪，以取得每位受訪者較充分的意見，並

避免背景不同所造成無法對話的情況。 

此外，本研究也另外邀訪一位非雲端影視頻道業餘策展人的專業新媒體平台

的高級管理階層受訪者，從已營運與產業化的角度來看媒體內容的策展行為，以

擴大本研究對影視內容策展人的認識。該受訪者所營運的平台為三網合一的專業

媒體內容電視平台，內含電視頻道、電影隨選服務、生活資訊、教育內容、家庭

K 歌，以及電視購物等內容與服務。 

三位業餘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以及一位專業新電視平台的管理者，共四位

受訪者的相關資料與訪談設計如下表： 

  



70 
 

表 8 

外部策展人相關資料與訪談設計 

受訪者 / 

相關資歷 

訪談日期 策展內容或服務範例 相關經歷 

策展人 2 / 

1 年 

2013/6/16 拜師球藝－籃球教學：基礎課程

www.9x9.tv/playback?ch=8842  

拜師球藝－籃球教學：進階課程

www.9x9.tv/playback?ch=9402 

拜師球藝－48 分鐘後

www.9x9.tv/playback?ch=9619 

他們用籃球說故事

www.9x9.tv/playback?ch=9427 

9x9.tv 特約策展人 

第二屆策展大賽冠軍 

9x9.tv 實習策展人 

策展人 3 / 

6 年 

2013/6/24 每日棒球新聞 Baseball news 

www.9x9.tv/playback?ch=12304 

球場花絮

www.9x9.tv/playback?ch=12343 

專題報導節目

www.9x9.tv/playback?ch=12357 

中華職棒特殊紀錄整理

www.9x9.tv/playback?ch=20218 

9x9.tv 特約策展人 

中華職棒第一代業餘

多媒體社群經營者 

策展人 4 / 

6 年 

2013/6/25 Savvy Music Entertainment 

www.9x9.tv/playback?ch=5541 

9x9.tv 特約策展人 

校園策展工作坊學員 

派對行銷企劃 

夜店 DJ 

策展人 5 / 

十年以上 

2013/7/18 數位電視平台 5TV 影音服務 

www.yes5tv.com/service2.asp 

中華聯合高階主管 

電信公司高階主管 

連鎖通信行高階主管 

註：策展人 3, 4, 5 的相關資歷皆包含之前所有媒體或內容相關的年資。 

  

http://www.9x9.tv/playback?ch=8842
http://www.9x9.tv/playback?ch=9402
http://www.9x9.tv/playback?ch=9619
http://www.9x9.tv/playback?ch=9427
http://www.9x9.tv/playback?ch=12304
http://www.9x9.tv/playback?ch=12343
http://www.9x9.tv/playback?ch=12357
http://www.9x9.tv/playback?ch=20218
http://www.9x9.tv/playback?ch=5541
file:///C:/Users/andree/Dropbox/論文/www.yes5tv.com/service2.asp


71 
 

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照四點研究問題架構三項半結構式的訪談提綱，分項如下： 

（一）您如何進行內容的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以及行銷與溝通的工

作？您認為一個影視內容策展人應當具備怎麼樣的素養與能力？ 

（二）您如何看待內容專業度與社群受眾親近性的平衡，並擴大社群受眾與

合作網絡的規模？ 

（三）您如何看待策展人的角色與環境的發展？ 

訪談時會先以上述三點提綱進行，但考量到部分業餘受訪者可能較缺乏思考

與溝通的能力，因而本研究另外架構一份更細部的訪談問題，以做為進一步追問

時的參考。原則上訪談仍以提綱所延伸的問題為主，細部題項則為輔，以免訪談

結果流於制式，喪失不同受訪者對素養與能力的主觀看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四個策展工作階段去架構半結構式的細部訪談題項，亦即（1）

企劃、（2）創製作、（3）優化與發佈、（4）行銷與溝通，以發展出下表之訪談題

項，而此框架也將部分用於稍後之結果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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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輔助性訪談細部題項（適用於部分業餘受訪策展人） 

構面 訪談方向 訪談問題綱要（皆包含原因追問） 

頻道 

企劃 

如何企劃頻道主題  如何選定社群受眾與頻道主題？ 

 如何評估頻道企劃的品質？ 

節目 

企劃 

製作 

如何企製單次節目  如何決定每次節目的主題與方向？ 

 如何蒐集與選擇策展素材？ 

 如何根據主題與價值主張組織內容？ 

 如何加值性的呈現策展成果？ 

 有何敘事或操作性等問題該注意？ 

 如何評估創製作的品質？ 

 如何處理著作權等問題？ 

如何兼顧專業性 

與親近性 

 策展人如何展現專業度？  

 如何提高策展的真誠性與對話性？  

優化與 

發佈 

如何排程發佈  如何安排發佈時程與頻率？ 

 如何兼顧規律性與即時性？  

如何優化內容  如何優化頻道與內容的後設資料？ 

 如何進行內容管理，使之再有效化？ 

溝通與 

行銷 

如何經營社群受眾 

及其互動 

 如何建立與擴大社群及其互動機制？ 

 如何確保所有工作都內建對話的概念？ 

 如何評估社群溝通的品質？ 

如何建立合作網絡 

及其溝通 

 如何建立與擴大合作網絡及其溝通？ 

 如何評估溝通的品質？ 

總結 策展人心得  策展人應有怎樣的特質、素養與能力？ 

 您的內容策展成長經歷與心得？  

 您對內容策展環境的看法？ 

 其他開放性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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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四點研究問題，發展出三點質性訪談之提綱，並以策展的四大工

作與概念進行研究分析，最後得出結論以回應研究問題。此一研究流程循環關係

整理於下圖： 

 

 

 

 

圖 11  本研究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研究問題 

訪談提綱 分析架構 

策展人： 

 不同工作階段應具備的素養與能力？ 

 相異的關鍵素養與能力？ 

 如何兼顧內容品質與社群親近性？ 

 對角色與環境的看法？ 

1. 策展所需之素養與能力： 

（1）企劃 

（2）創製作 

（3）優化與發佈 

（4）行銷與溝通 

2. 對策展人與環境的看法 

 不同工作階段應具備的素養與能力？（同與異） 

 如何兼顧內容品質與社群親近性？ 

 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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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策展人的企劃素養與能力－受眾為體，資源為基 

一、做對的內容－洞悉受眾社群的內容企劃能力 

經訪談發現，受訪者皆認為從受眾出發的企劃觀念是策展人最重要能力之一，

而且可以說是首重的能力，因為策展的第一關就是要做對的內容，接下來才能談

把對的內容做成好的內容。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即開門見山的說：「策展的企

劃與製作，一開始就是為了要能 promote。不管你執行能力多強，你還是有可能

做出自 high 的東西，所以策展人的嗅覺很重要。」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2 也認

為：「策展人最重要的就是決定每次製作的主題。在我的經驗來看，企劃會比找

資料或製作更重要，因為你把一個沒人想看的主題做得再好看都沒有用。」策展

人 1 則比較自己過去在傳統新聞台的經驗，指出：「其實我覺得策展的人氣和傳

統媒體的收視率是同樣的概念，像我以前在電視台工作，收視率不好就會被主管

盯，那策展同樣是要去引起共鳴。」 

由於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大多不是已有品牌的媒體，也沒有既有的寡佔通路

與受眾資源，因此行銷內容時是否能有效打中社群是艱困而關鍵的存活點。因為

沒有過去的積累，所以受眾導向的企劃便顯得更加重要。 

（一）設定目標群眾以引導頻道方向 

雲端內容策展人指出，他們目前最關心的策展企劃包括目標群眾、頻道方向，

以及各集主題。目標群眾引導了頻道方向，而頻道方向則指導著各集主題，然而

策展人可運用的內容資源則決定了企劃最終的樣貌與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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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策展人應洞悉社群的差異，明確化自己的受眾，才能集中火力鞏固一

個核心社群，並專注在一種主題的製作。經理 3 以他經營的得獎頻道為例： 

我經營的是一個影視主題曲頻道。一開始為了想讓資源多一點，就

沒有限定類型和語言。但後來就感覺主題定得太廣，因為只要我目標社

群不夠明確，觀眾的黏性就不夠。比方說喜歡日劇的人發現這裡一下有

韓劇一下又有台劇的，他們就不會想要每天來我這邊看。（經理 3） 

外部受訪者策展人 4 是一個經營派對行銷已有六年經驗的人，他認為要定位

頻道受眾，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分眾社群，再來就是評估自己目前的企劃和目標受

眾是否契合，才能決定整體企劃該如何調整。他說： 

我一開始的企劃是策展最潮流的派對音樂，目標設定在 18到 23

歲常去夜店的年輕人。可是後來發現音樂這種東西很主觀，不是說這首

歌很適合現在的情境，別人就一定會喜歡。所以我後來覺得可能要去找

對派對音樂更有興趣的社群，這種人就或許更有意願以吸收資訊的角度

去聽我要給他的東西。（策展人 4） 

所以在企劃之初，其實行銷的概念就已經參與進來了。策展人必須了解與自

己頻道相關的社群生態，才能進行可行性的評估，也才能再依自己的目標、興趣

或資源的條件去定義頻道的方向。以策展人 4 為例，他又進一步強調社群通路對

他派對娛樂頻道走向調整的影響： 

我發現可以用汽車、攝影或成人這種第二主題去包裝派對音樂，因

為這種社群適合我的東西，而且我也能用音樂去包裝他們要的資訊，這

時我的內容就可以被放在更多通路。我上個月的實驗就是去策展情色攝

影師米原康正的東西，結果就造成約七萬次不重複點擊量。（策展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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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上，策展人 4 解釋了所謂第二主題包裝的方式與適用性。他表示第二主

題必須和策展人原本構思的第一主題要有一定的契合度，而且兩個主題的搭配最

好能提供一種情境上的需求，因為觀眾實際上並不容易會忽然特別想要看某些視

頻內容，就像是看電視常常只是為了打發時間。所以第二主題的包裝能用情境需

求，去誘使觀眾來收看策展頻道。策展人 4 解釋： 

現在很多人喜歡花錢找人外拍或棚拍，那拍照時的氣氛就很重要。

我們可以放一些有氣氛的音樂，然後畫面是ㄧ些 model的 pose或時尚

影片。因為很多會接業餘拍照的 model都是還沒什麼名氣或經驗的素人，

所以這種影像對他們來說也是一種靈感或示範。這就是資訊加音樂，情

境加氣氛的感覺。如果我的東西在某種場合是 useful的，那在那個

moment你就會比較容易想到要來看我的內容。（策展人 4） 

策展人 4 以第二主題的方式包裝策展內容，可說是將社群通路效益擴大的辦

法之一。而他的情境需求想法，也不啻是一個洞悉社群的媒體消費情境後，試圖

用另一種方式來吸引觀眾的解法。籃球教學頻道主策展人 2 在頻道內容走向的規

劃上，也做了類似的考量，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包裝籃球教學，同時吸引打籃球與

看籃球兩個有所重疊的族群。策展人 2 說： 

因為看球的人不一定打球，可是我們也想把這些人變成我們的族群，

所以就決定穿插一些娛樂性質較高的內容來推廣籃球教育。我們之前做

得比較正經，可能有些講戰術的東西畫面比較無聊，數據就真的比較難

看。（策展人 2） 

中華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在規劃頻道時，除了考慮受眾社群及其需求之外，

還另外加上了商業模式的思考，試圖為自己的策展內容增加叫好又叫座的可能。

策展人 3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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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會做的是每日賽事精華，因為這是所有球迷一定會想看的，

對持續推廣這個運動也很重要。然後就是每日精華會讓球迷對球員更了

解，起碼他們對先發九人的熟悉度就增加了，對球隊和這項運動就會有

親切感。這對球團也有正面幫助，因為周邊商品還有商業合作這些，一

定都先找先發球員，所以這有助於提升產業商機。（策展人 3） 

最後，其實除了人氣的擴張以外，雲端影視策展更先面臨的是新平台乏人問

津的生存困境，因而更要主動的在一開始的企劃就要親近社群。策展人 4 解釋： 

策展人確實有去其他地方找社群通路的必要性，因為 9x9.tv這種新

平台是不會有人進來看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像是在開各自不太有名的

便利商店，便利商店不怕沒貨，就怕沒人來買東西，所以我們開的地點

要很好，甚至要去有我們群眾的地方擺攤。所以最終還是要回到我可以

reach到的族群在哪裡，而不單單只是我想做什麼，不然我會直接死掉。

（策展人 4） 

（二）以社群或生活觀察力形成具議題性的各集主題 

設定好目標社群與頻道方向後，對於頻道內每次策展的主題還需要個別定義。

受訪者提出主要有兩種方法能幫助定義小單位的策展內容，一是持續關注社群動

向，二是培養對日常生活脈動觸類旁通的敏銳嗅覺。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就認

為：「從社群裡去觀察大家關注的事，做大家關注的事情大概錯不了。」經理 2

與經理 4 也說： 

對特定主題的嗅覺是策展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他是一個走在時尚

尖端的意見領袖。而且策展主題其實也能營造專業感，如果你的東西都

是這個社群會想要看的，那粉絲就會覺得這也是一種專業。（經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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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性其實還是要回到社群。你可以說你的素材都是高畫質，你把

整件事了解的很透徹，然後用很棒的敘事技巧把它串起來。但如果這些

都不是你觀眾想要的話，這一切就沒什麼意義。（經理 4） 

在此，所謂策展人的企劃專業，不一定是指能提供「專業」的內容。趨勢觀

察家兼長尾理論提出者 Chris Anderson（王超文，2013）即指出，媒體現在有一

個「品質平民化」的趨勢，也就是受眾對於品質的標準，更多是取決於「相關性」

而非絕對的專業或精緻等面向。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就舉例： 

我的規劃是一般的基本資訊要佔內容的七成，另外三成才是比較專

業的內容。因為我們的觀眾不是專業，會想每天看長篇大論的人不到一

成，所以這對推廣棒球是沒有意義的。太專業的內容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通常會看這種內容的球迷都比較理性，他們不太會主動分享我的內

容，所以這對建立品牌來說也是不利的。（策展人 3） 

總之，無論是觀察參與社群或對生活脈動觸類旁通，這兩者皆需一定程度針

對主題的常知識素養、社群參與及溝通能力、資訊的大量讀寫與解析能力，以及

相關平台的使用能力等。這一組能力，一方面能夠達成受眾導向的企劃目標，另

一方面也能優化策展人的工作效率。策展人 4 就表示他會經由訂閱大量的

YouTube 頻道，平時就從中獲得策展靈感。對此，經理 4 也指出： 

策展人不可能是要策展的時候才開始找主題或素材，那都只是前置

作業而已。你應該是每次要策展前，就要建立好自己的素材或主題資料

庫。假設我一周有一天在做策展，其實另外六天都是在累積下一次的主

題和素材。（經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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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各集主題的企劃上，策展人則共同指出「議題性」是可用性很高的企

劃策略。策展人 2 與策展人 4 就舉例： 

像Jordan和Kobe的比較，明明已經是吵爛的話題，但我們還是可以

去找一些對比性很高的畫面，然後刻意站一個立場去下結論，引發粉絲

的好奇和辯論，這在promote的時候會很有幫助。（策展人2） 

我之前看到一個討論串在講拍照和攝影的差別，結果下面就有超多

回應，你就看得出來這個發文的人很懂拍照族群的心結。我覺得議題操

作就要做到這樣子，沒有被人討論也要做到被人家罵，至少人家會願意

進來看或分享。（策展人 4） 

經理4則認為，一般人在策展資訊時，很容易流於僅是事實的整理，但這種

內容反而比較容易是觀眾早已知道的訊息，進而造成觀眾興趣低落。他認為很多

資訊的議題性其實在於背景故事，而背景故事的爬梳在媒體上的確較為缺乏。經

理4以自己獲得策展大賽冠軍的靈異頻道與其Facebook粉絲專頁為例，補充：  

之前很紅的加拿大藍可兒事件，一般社群會做的方式是就把整個新

聞整理出來，但觀眾看了可能就只是覺得再 review了一遍。我做的方

式是去說一個有背景的故事，比方說我會去組織和那間旅館過去有關的

故事，像是大理花命案還有那部改編電影的相關資訊，那觀眾就會覺得

我的東西是有深度的，而且是他們比較不知道的。（經理 4） 

經理 3 的議題策略則是古今比較，藉由流行與歷史的對照，勾起觀眾的回憶

並產生新鮮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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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題曲頻道的內容大部分會跟著時事走，另一個策略則是復古，

這是兩種我觀察到最受歡迎的路線。例如現在有柯南的新電影要上映，

那我就會做新的柯南主題曲，再搭配所有過去柯南的主題曲，這種就很

容易受到歡迎。（經理 3）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數位電視平台經營者策展人5也認為，其實媒體平台的

內容包裝也需要類似的議題性企劃。他指出，數位電視內的電影隨選服務應該用

更強的企劃概念去包裝，而不是光只用語言或類型做分類。他說： 

我覺得我們影城裡的分類可以再調整一下。現在用語言還有類型去

分是死的，我希望我們同仁要有多一點的企劃觀念，用名字去行銷這些

內容。譬如我們電影裡其實有很多很好看的世界名著改編電影，可是它

們被放在各個分類裡面觀眾不知道。但如果我今天把它用一個名字包裝

起來像是「世界文學名著改編」，那觀眾就會想要進去看。（策展人5） 

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解雲端多媒體資源全貌的策略力 

（一）資源的主題問題 

單是深入研究並決定目標群眾與頻道方向，並不足以成就一個好的策展頻道。

部分雲端策展人認為，讓一個好的企劃得以成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於策展人可

運用的雲端資源是否適足，而這一點在頻道企劃之初也應該隨著目標群眾與通路

的研究一同進行，再搭配決定頻道方向。經理 4 即解釋： 

以我靈異頻道來說，就完全沒有資源不足的困擾。但如果你真的定

了一個有點冷門的主題，那你就真的在 YouTube上會找不到東西可用，

當然也就沒有意義去做這種形式的策展。（經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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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資源若以 YouTube 為例，最大的限制在於部分主題內容的不足。以經理

3 的影視主題曲、經理 4 的靈異鬼怪，還有策展人 4 的派對娛樂頻道而言，這些

素材在 YouTube 上是足夠的，但策展人 1 就觀察到房地產的素材是缺乏的。策展

人 3 的職棒頻道也有類似問題，因為轉播單位緯來體育台不但沒有經營線上視頻，

同時今年也為了轉播權談判的議價問題，而要求所有社群將相關的線上影片下架，

導致策展人3目前沒有足夠的YouTube影視資源可用。經理3與經理4另外舉例： 

卡通類的東西 YouTube上幾乎沒有，因為日本對於版權很重視，

所以 YouTube上和日本音樂有關的東西就明顯少很多。（經理 3） 

有人說 YouTube上沒有找不到的影片，其實不是，YouTube上找不

到的影片多得是，就連哆啦 A夢的主題曲片頭你都找不到。所以資源

的限制是確實存在的。（經理 4） 

（二）資源的屬性問題 

 資源除了有主題不均的問題之外，還有屬性的問題。經理 1 與策展人 1 就認

為，策展常使用到的素人影片，就很容易有畫質不佳或資訊碎裂的問題。策展人

1 說：「素人影片的可用性大概一半一半，但好東西真的不多，因為一般來說這

種影片連資訊的完整度都不夠，更別說進一步的品質。」經理 4 進一步以一個雲

端頻道策展大賽的參賽頻道為例，指出資源屬性的問題： 

之前有一個主打專業的寵物頻道，策展結果其實完全不行。因為他

都用那種家庭影片，時間很短內容又淺，搖搖晃晃的畫質也不是很好。

重點是，家庭影片可以提供的資訊，大概是每個養狗的人都已經可以掌

握的事情了。YouTube上偏偏就是娛樂或素人的東西居多，所以即使有

影片可用，這個頻道還是很難展現專業感。（經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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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談的是素人影片所產生資源屬性的問題，但這並不代表素人創作完

全不可用，而應該評估頻道企劃適不適合策展素人影片。經理 4 就補充： 

以靈異頻道來講，我就覺得素人影片比媒體影片好，因為會比較真

實。而且媒體影片對觀眾來講有一種時效性，比方我如果放以前的節目

【玫瑰之夜】或【毛骨悚然撞鬼經驗】，就不太會有人想看，因為這些

東西大部分這個社群的人都看過了，變成他目的更多是懷舊而不是看鬼

故事，而且觀眾也不會想常常來看舊的東西。（經理 4） 

 影片資源的語言也是影響企劃可不可行的關鍵，受訪者就發現 YouTube 上有

缺乏中文影片的問題。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就說：「只要是資訊濃度比較高的

影片，而這種資訊又要透過語言來表達，那中文內容太少就會導致某些策展主題

卡住。所以有一點很矛盾的是，策展的價值在於整理海量的內容，但中文的線上

影片並不多，所以其實沒有太大需要整理的問題。」策展人 1 繼續補充： 

中文內容在 YouTube上普遍不夠。拿我們內部每天要供應的 25則

策展新聞來說好了，中文科技和產經的東西，在 YouTube上和英文比

就比較缺乏。台灣也比較少把外電的東西拿來翻譯，所以如果真的想講

一些國際或外電消息的話，策展在引用上就會受到侷限。（策展人 1） 

除了影片的屬性會造成策展障礙外，其實影片提供者在來源平台上的設定也

會導致某些素材實際上是無法使用的。以策展人 4 的派對頻道為例，他就有許多

想用的 YouTube 影片在台灣無法播放，這是由於該影片在來源平台端即被設定為

無法在指定的區域播出。以 YouTube 為例，該平台就讓影片提供者能就地區、是

否能在 YouTube 以外的平台，或者播放平台的種類進行設定，間接也形成了雲端

影視內容策展人在企劃階段須事先調查與考慮的資源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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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多媒體資源的質量 

值得注意的是，策展人除了雲端影視資源之外，也必須考量其他多媒體資源

的狀況。以策展人 3 的職棒頻道為例，他面臨的問題是，無法順利取得球賽或球

員的詳細統計資料，幫助他策展內容。策展人 3 說： 

運動特別需要統計與紀錄，因為運動是每天都在發生的。這 102

天曼尼有哪些安打全壘打，這都要有資料看，我不可能把每場有曼尼的

比賽都看一遍，自己紀錄和整理。可是這塊台灣做得很差，聯盟報表只

會跟你說某某某本季有一百 K，可是這一百 K到底發生在哪裡，你就

必須去把每場比賽的紀錄挖出來，然後再去看每一個 play。（策展人 3） 

最後，整體的雲端影視資源不但影響了大方向的策展頻道企劃，也決定了日

後實際的策展效率。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即指出，資源不足會造成策展內容的

困難，間接造成發佈時間延長或發佈頻率降低的狀況，這對社群的經營也是不利

的。策展人 1 也舉例： 

以我們另外兩位內部策展人來說好了，A可能不是科技或 3C的達

人，可是他永遠都找得到足夠的內容來講好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 B

過去的工作經驗會讓他對汽車或房產的認識程度，不比 A之於科技或

3C差，可是看得出來他的來源就是受到比較大的限制，而且都直接反

映在策展結果的效率上。（策展人 1） 

對此，經理 1 再補充，資源雖然是影響企劃的重大因素之一，但策展人仍然

能夠從受眾的角度去衡量與思考，與資源抗衡。他舉例，影視資源缺乏而散亂的

受眾社群，反而可能相對比較好定位，因為這種族群可能長期極端的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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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單是雲端影視策展面臨了整體資源的困境，就連專業營運的新媒體

平台都有此問題。數位電視平台經營者策展人 5 就認為，經營數位新電視平台所

面臨的最大困境即是台灣生態中對於內容或是頻道的壟斷，像是中華電信 MOD

也一同面臨的有線系統要求電視頻道不准上架到其他平台。這部分到目前為止政

府也無法採取有效的行動，也就慢慢變成限制電視產業數位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平台的角度而言，就像是沒有頻道可以策展一樣，當然整個平台的內容競爭力

也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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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始創製作－策展人與資源搏鬥的能力 

第一節談企劃的能力，為的是要做對的內容。而在優秀企劃之下，則是需要

實際執行的策展能力，才能把對的內容實現為好的內容。受訪者針對策展的創製

作能力，主要關注在蒐集與解讀素材、組織策展內容，以及細節的敘事能力，以

下第二節與第三節將分項解析。 

一、尋找素材的主題知識、資訊素養，以及解讀能力 

 受訪者指出，策展本身就是一種應對既有內容的活動，因此創製作的一開始，

就必須面臨如何找到策展內容的問題，策展人 2 就比喻策展有點是「看天吃飯」

的感覺。雲端內容頻道策展人主要面臨兩種狀況，一種是內容太多，另一種則是

內容太少。經理 4 就說： 

 以靈異的主題來說，不會找不到我想要的內容，只是資訊量真的太

大了，光是吸收就要花很多時間，更不用說還要整理和組織。所以我的

困難不是在沒有東西可用，而是在於東西太多了，有時候甚至多到我不

知道該怎麼處理。（經理 4） 

（一）關鍵字的掌握能力與資訊素養 

無論資源是太多或太少，都必須要有一組能力找到東西，才能再去判斷資源

的可用性或是怎麼使用。經理 1、策展人 2、策展人 3 都首先強調策展人必須具

備一定的主題知識，主要是關鍵字的掌握能力，才能順利進行搜尋資料的工作。

籃球教學頻道主策展人 2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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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說二三區聯防這種詞，你沒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怎麼可能會知道，

變成你可能只會用「防守」或「陣式」這種很模糊的關鍵字去搜尋，那

結果出來就會很雜，根本篩選不了。如果你再厲害一點用 2-3 zone 

defense去搜尋，那結果就會更多又更精準。（策展人 2） 

 此外，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也建議，使用關鍵字時可以特別注意專有名詞的

俗稱或社群常用別名，這將有助於搜尋到更多合適的資源，而這也同時體現了策

展人的專業知識與社群參與程度。策展人 3 說： 

搜尋時你要找「美技」而不要找 nice play或 NP，因為台灣一般人

不會這樣用，你可能就會找到國外的影片而不是中職的。然後像兄弟象

的彭政閔叫恰恰，你就可以用恰恰找，因為球迷也是這樣搜尋的，所以

影片提供者很多也會這樣命名影片。（策展人 3） 

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也認為，尋找策展資源，不單只需要對主題的專業常

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有提升策展效率的能力，因為蒐集素材是策展活動中最費時

耗力的一步。也因此像策展人 3 所提到的關鍵字使用訣竅，就是很重要的資訊素

養之一。 

經理 1 還另外提出策展人應有判斷優良資源來源的能力。以策展人 2 來講，

他的籃球教學頻道團隊會尋找並評估 YouTube 上值得追蹤的優良頻道，而且還要

穩定更新，這將有助於他未來的每一次策展。但前提是他要有一定的素養去判斷

哪些頻道的內容是有品質的，例如畫質、訊息完整度、內容正確度、時間長短等。

經理 1 也指出，不同策展人都應該去了解每個策展主題各自的發話與資源中心，

如此一來才能加快資料蒐集以及自我學習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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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材內容的解讀能力與外語能力 

 用關鍵字搜尋到資源以後，第二步要關注的是解讀的問題。經理 1 說： 

搜尋結果可能各種語言的影片都會跑出來，策展人不管是要挑選還

是組織內容，事先一定要能看懂並且解讀這些影片，才能 summarize它

們然後進行策展。（經理 1） 

上述這種內容的解讀，主要牽涉到三種能力，一種還是對於主題的專業常知

識，第二種是資訊的處理與識讀能力，第三種同時也是受訪者特別強調的，則是

外國語文能力。經理 1 與經理 2 繼續解釋： 

策展素材主要的來源是 YouTube，那裡其實是一個英語霸權的地方，

充滿著英文的影片，所以若你英語這塊沒辦法跨越的話，基本上就已經

關掉差不多一半的資源了。如果你的主題和英文沒什麼關係的話那倒是

還好，可是中文影片在 YouTube上相對少，所以你的內容還是有可能

會受限。（經理 1） 

設計和藝術的中文資源在 YouTube上真的比較少。我策展時必須

先去看很多中文資料，然後間接知道一些英文用語後再拿去搜尋。進去

影片後我還要再去確認這些內容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這一塊也需要有

英語能力你才能去解析。（經理 2） 

 儘管如此，較缺乏外語能力的策展人還是有機會能和內容搏鬥。經理 1 就點

出，還是有一些主題的內容是不需要太高的語言能力就能夠掌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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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組做電音MV的策展人，他們英文真的不好，但影響並

不大，因為內容的好壞是音樂和影像而非語言相關的資訊。表演藝術例

如舞蹈，也有一點這樣的感覺。（經理 1） 

事實上，策展人 2 的籃球教學頻道大致能回應經理 1 所說的非語言內容解讀

能力。他認為在挑選合適的籃球教學影像時，策展人最需要的是擁有正確的動作

觀念，並且知道該用怎麼樣的畫面來強調教學的重點。策展人 2 說： 

我們篩選素材時，最要求的是示範或比賽影片的動作能不能符合我

們要講的觀念，這就必須要有能力去判斷哪個動作是比較清楚也有教育

價值的，否則你就算看到畫面也挑不出好的素材。其他頻道不一定要顧

到這種動作細節或畫面角度，因為它們不是動作教學。（策展人 2） 

二、與資源見招拆招－拼湊素材重新形成策展主題的現象 

訪談過程中，發現策展頻道在創製作時，會發生 Lévi-Strauss（1966）所言之

資源「拼湊」（bricolage）現象。拼湊理論說明了資源受限的狀況之下，創新產

品是如何利用就地取材、湊合將就，以及人本導向的創新組合，打破既有資源的

限制以達到最適效果，並達到解決問題與創造機會的目的（Baker, 2007）。

Lévi-Strauss 並指出，拼湊是透過動手做，在過程中與工具或材料對話，並摸索出

較適切的解決方案，因此成品的結構是透過這種拼湊過程中的互動與「手感」而

逐漸趨向穩定。 

這種拼湊的現象，在經理 1、經理 4、策展人 2，以及策展人 4 的經歷中皆

一再發生。經理 1 說，內容策展的素材通常有兩種狀況，一種是策展人知道有此

內容的存在，例如一個新聞片段，而另一種則是策展人不知道有這樣的內容存在，

比方說一個跳投教學影片。前者大概是所謂的主流媒體內容，因而策展人可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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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知道該內容的資訊與可用性，而後者則是所謂的素人或獨立內容，是一般人不

會明確知道其存在的。以經理 4 的靈異頻道與策展人 2 的籃球教學頻道來說，就

相對容易遇到素人或獨立內容的問題，也就是策展人事先不知道有哪些素材可用。

這時候，就產生了在尋找資源的過程中，素材與主題見招拆招的「拼湊」現象。

策展人 2 與經理 4 解釋： 

不管要做什麼，最後還是要看有沒有內容可以策展，所以你要有應

變能力，見招拆招的用手邊的素材重新做出一桌好菜。所以我們的方向

通常是沒有細節的，當集的主題有時反而是在搜尋素材的過程中，從資

源裡延伸出來的。策展的核心就是組織內容，從素材發想。（策展人 2） 

我的節目如果事先想好題目再去找素材，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因為

你想得到的內容不代表你就找得到相應的材料，還不如就信手捻來，抓

到什麼好的就把它們拼裝起來，看這些資源可以變成什麼。（經理 4） 

 派對娛樂頻道主策展人 4 的拼湊策略比較特別，與其說出發點是為了應

對資源不足，倒不如說是為了拓展社群通路。這也回應了拼湊理論中，人類

會藉由與素材互動去解決問題甚至是創造機會的特質（Baker, 2007）。策展

人 4 說： 

我搜尋情色攝影的內容時，除了米原康正之外還會發現 Terry 

Richardson，從各方資料又會發現 Terry Richardson有幫 Chanel拍過平

面廣告，那我就可以把派對音樂、情色攝影，還有 high fashion的東西

都串在一起，我這一集的內容就會變得很豐富，而且又多了一種社群可

以丟，就是時尚。（策展人 4） 

  



90 
 

拼湊得以解決問題甚至創造機會的特質（Baker, 2007），在新興數位電視平

台上也可見到。策展人 5 就舉例，該平台匯整了諸多生活資訊，除了增添內容之

外，還可符合不時出現的家庭需求，讓電視可以主動的被用戶打開，增加收看內

容之外的開機率。他解釋： 

我們生活資訊區裡有很多家庭需要用到的東西，像國道路況、統一

發票、農民曆，還有郵遞區號。所以我們把家庭生活相關的資訊整理在

一起，鼓勵你去使用這個平台。我們鼓勵用戶開機的資訊還有好幾個，

像今天天氣、星座運勢，還有現在時刻這些，你一打開就可以看到。所

以我們設計首頁時，也都是考慮過的。（策展人5） 

此外，策展人5也指出，頻道不足的問題也能以差異化的策略去化解： 

如果我和有線電視頻道都一樣的話，用戶也會覺得那我幹嘛換過來

看。所以我們反而去強調境外頻道，而且我們沒有頻道執照的問題，這

一點就是有線電視做不到的。以新聞來講，台灣現在根本沒有國際新聞，

非常狹隘，所以優質的境外新聞也變成我們的特色和優勢。（策展人5） 

上一節在分析如何訂定各集主題時，曾引用策展人 4 與經理 4 的訪言，討論

策展人預先大量尋找素材以累積日後企劃靈感的行為。對於資源比較不缺乏的策

展人來說，這是增加工作效率的辦法。但對於資源比較缺乏的策展人而言，預先

累積企劃靈感就是一個不得已而「防患於未然」的措施。策展人 2 補充： 

我們找資料時，都會注意手邊的資料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發展性，若

有的話我們就會把適合的資源先記錄在一個Excel檔裡，然後分門別類，

為以後做準備。如果原本計畫的主題做不成功，至少還有其他點子可用，

不會開天窗或是要花更多時間去完成原本想做的東西。（策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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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不是所有策展頻道都會遇到拼湊的問題。經理 2 和經理 3 就指出，

他們做與一般生活或娛樂相關的主題，就比較能精確定位資源，讓內容照著企劃

的架構走。因為像主題曲 MV、新聞片段，或是電影預告，這些內容都是策展人

可以立刻想到，而且 YouTube 上也不缺資源的種類。此外，策展人還能透過媒體

的品牌，來更有效率的找到這些主流內容。這使得策展人的企製型態大致上就分

為兩種，一種是拼湊，而另一種則是傳統的企劃而後製作。 

 對此，內容研發小組的經理 1 就解析，有這兩種策展型態的原因，還是肇因

於不同的策展主題與企劃方向。所以回到企劃面，雲端策展人還是應該事先就了

解影片資源的大環境，知道哪裡有足夠資源、誰在提供這些資源，或是資源是否

被穩定產出。這些條件將要求雲端策展人該更多的聚焦在企劃上，還是聚焦在強

化蒐集資料以進行拼湊的能力上。無論如何，經理 1 都認為對於主題的常知識、

大方向的內容企劃，以及對社群受眾的敏銳度仍是必要的，因為即便是拼湊，策

展人還是需要有幾組關鍵字才能去找出適當的內容來拼湊，並且應變出仍是受眾

會感興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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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策展人的創製作素養與能力－敘事與美感 

 受訪者一致認為好的企劃是策展的關鍵，但他們也承認執行的質量才是一開

始抓住觀眾的武器。正如策展人 1 所言：「你不能光有想法但整理不出好的策展

結果，因為最後的內容才是觀眾要看的，他不會知道你當初的企劃有多好。」經

理 1 也舉例，就像部落格的版型還有文章標題一樣，策展頻道不管是影片畫質、

標題用語，還是影片間字卡的串接等，這些元素都會在第一時間對受眾陳述品質

或 Anderson 所言之「相關性」（王超文，2013）。策展人 4 也補充，尤其策展既

是新觀念也是新內容，再加上播放平台不是觀眾所熟悉的媒體品牌，因此若內容

達不到一定的水準，觀眾就很容易進來後又很快的會放棄整個策展內容與平台。 

 策展人 2 也點出製作品質的重要性，因為執行結果的質量將影響日後行銷的

效果，這同時也是一個效率的問題。他說： 

我之前曾經有很暴力的做法，就是去關注一百多個地域性社群，像

是「我是蘆洲人」那種，然後製作完一集就一一去宣傳。可是後來我發

現，如果內容做得好的話，其實不用這麼辛苦就有差不多的效果，所以

我們就發現專注在做好東西是值得投資的。（策展人 2） 

一、洞悉受眾的創製作－內容專業度與社群親近性互為表裡 

在策展執行的過程中，不少受訪者都強調了「受眾情境」的觀點，認為製作

的形式在一開始就要考慮到觀眾在收看時的場景，接下來才去磨細節的製作。其

實在第一節策展人的企劃素養與能力時就已提及類似觀點，亦即以 Anderson（王

超文，2013）所提出之「品質平民化」的受眾「相關性」趨勢，來說明策展人能

企劃製作出滿足目標受眾的內容，就是一種最重要的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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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內容專業度與社群親近性實已融為一體，互為表裡。以創製作階段為例，

雲端內容策展人皆提到了「內容應精簡且易吸收」的指導原則，而理由皆是為了

因應現代高速步調的生活以及行動裝置的普及： 

我的粉絲會說不想看太長的內容，因為用手機看很累。（經理 4） 

我一開始是朝自己想做的方式去做，但後來發現觀眾都很速食，他

們喜歡很順，而且一開始就想看重點，懶得看你鋪陳。（策展人 4） 

我不能把所有重點都策展出來，因為一場比賽可能安打就三十幾支，

所以你光安打就要看十五分鐘。觀眾上班回家再摸一下，十二小時就過

去了，已經想睡覺了。所以如果我每天都丟十五分鐘出來，觀眾不但這

次不會看完，他下次也不會想再來看。可是如果這個東西只有一兩分鐘，

那就有人願意看，而且天天看。（策展人 3） 

我們節目整集不能超過五分鐘，目的是希望觀眾一次吸收一個觀念

就好。通常觀眾不會說好像我現在就要很認真來學籃球，我就學一個小

時。觀眾都是閒暇時很隨興在社群網站上看到內容，要不就是打開應用

偶然瀏覽到這樣，所以他們也不會想看分量很重的東西。（策展人 2） 

因此，策展人在製作內容時，最好依據目標社群的收看情境與內容需求，去

建立一套策展實作的指導方針，以確保內容的方向符合受眾所需，才能繼續去談

更細節的品質或滿意度。所以，所謂的社群親近性，其實正是內容專業度的現代

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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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事能力－對的故事要用好的方式與工具去呈現 

經理 3 是校園策展工作坊與 9x9.tv 特約策展人的負責人，他觀察到許多新進

雲端影視策展人普遍有美感或敘事能力不足的問題，而這會導致策展成果不佳的

狀況。他說： 

我發現很多策展人不知道怎麼說故事，更別提要做得好看。策展要

有基本的敘事能力，不然我有時看他們的東西，都會覺得很不順，串接

之間根本完全跳 tone。像有時策展人加的字卡根本不必要，我就會覺得

你這邊不但打斷觀眾，對他們的理解也完全沒有幫助。（經理 3） 

經理 4 與經理 3 繼續以實際頻道為例，說明策展在實作上的敘事差異： 

剛提到的寵物頻道，之前要介紹各大學的寵物社，可是他選的影片

太少，之間又完全沒有故事線，還穿插了一個有超多字的字卡，我完全

無法看完所有的字。說真的我看完也還是不知道台大動物社到底在幹什

麼，或是特色在哪裡。（經理 4） 

寵物頻道策展人又很喜歡用照片串成很像投影片的東西，可是觀眾

期待看到影片而不是 Power Point，所以這也影響了觀眾的整體印象。

策展人 2的影片就會組織得很清楚，甚至連字卡的圖文都會去設計，讓

字卡真的可以達到串接影片的功能。除了美感夠以外，真的會覺得有學

到一些東西。（經理 3） 

至於如何在流暢敘事之餘，還增添訊息的價值或是可看性，籃球教學頻道主

策展人 2 也提出若干作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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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去找比賽畫面來輔助，讓教學更有說服力，娛樂性也比較高。

另外一點專業度是我們會把敘述性的觀念放到影片間字卡的部分去補

充。有時甚至要影片停下來，用字卡先叫觀眾特別注意哪幾點，然後再

重播一次。所以我們會講究字卡，看會不會字太多、字體或位置不好看，

或是底圖放的不好什麼的，為的就是幫助觀眾理解內容。（策展人 2） 

對此，經理 4 認為敘事能力其實是需要特別訓練的。像傳播相關背景的策展

人，之所以比較容易講好一個故事，原因就在於較多的學習與經驗。但他認為一

般人經由自覺與練習，還是可以加強影像敘事的能力。 

三、善用工具提升精緻度－策展與原創製作之間 

在策展的實作過程中，除了敘事之外，受訪者還談到了一個呈現精緻度的問

題。在這個問題上，內部策展人分為兩種意見。其一是內容研發小組的受訪者認

為，策展平台未來應該要提供更多簡單而強大的工具，類似雲端影像處理應用18，

在合理的範圍內用更精巧的方式呈現素材影片與策展人另外附加的資訊內容。另

一種意見則來自曾為業餘策展人的經理 3 與經理 4，他們認為更多的精緻化機制

已經接近影像製作，似乎失去了策展的意義與降低成本的優勢。內容研發小組的

經理 1 首先解釋他們的想法與實驗： 

 我們以前的策展是把影片串起來一個個播，然後中間穿插字卡，唯

一對影片的加工就是設定它開始與結束的時間19。我們現在的嘗試是在

字卡上面下更多功夫，讓原本的字卡其實已經有點像是一段介紹後面影

片的預告 video。（經理 1） 

                                                      
18

 目前 9x9.tv 所提供的字卡功能，就是一種基本的雲端精緻化功能。它不是一段影片，而是一

段程式代碼所顯示的動態畫面。 
19

 9x9.tv 策展的開始與結束時間設定，使用的是 YouTube JavaScript API 的 seek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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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為內容研發小組的策展人1與經理2繼續補充之所以提倡內容精緻化的原

因，並強調他們認為這是策展必定會面臨的方向之一： 

對我來講，策展平台一定要提供更精巧的類影像剪輯工具，結果才

會更好看，不然你真的就只是把很多影片放在一起而已。（策展人 1） 

我們去精緻化字卡最大的功能是讓觀眾會更想繼續看下去，而不會

覺得一直是字卡很無聊。我覺得策展必然會面臨精緻化的問題，就是如

果你想要讓這個東西更好看，就勢必要再做多一點事情，不然你的策展

內容永遠就只能停留在最陽春的階段。（經理 2） 

 對此，經理 1 澄清，這樣的精緻化工具並不影響原本的策展特質，而是為介

紹這些被策展內容的附加資訊增添更高的可看性。同時，他也指出並不是每一個

策展頻道都必然需要用到這種精緻化的工具。經理 1 說： 

我覺得內容產出是策展人其中一部分的工作，但他並不真的去進行

製作，而是利用雲端工具來產生更精緻的附加資訊。純粹把影片串在一

起我們已經試了兩年，真的沒搞頭。除非有些特殊主題可以把影片擺在

一起就很好看，像是正妹、動畫、音樂或表演藝術等等，但並不是每個

頻道這樣做就夠了。（經理 1） 

 兩位由業餘策展人出身的內部受訪者不是很同意內容研發小組的看法。他們

認為，策展最基本的賣點在於組織內容的本身就已經產生了新的價值，而這個價

值是不需要太多額外精緻化的加工就足以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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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講精緻的話，很多製作單位都可以產出更精良的東西，而且

你要好看一定比不過真的拿剪接軟體來處理。策展有它的意義和優勢在，

它主要的創作性來自內容的組合，你太強調精緻化等於模糊了策展的焦

點，而且精緻化最後的呈現方式會不會有侵權的可能這我們都還不確定。

（經理 3） 

策展人幹嘛花這麼多時間去精緻化，他厲害的地方在於把原本不會

被擺在一起的內容串起來了，因此產生一個更精彩的意義。如果主題和

素材本身都很棒的話，策展人就只是包裝和調味而已，他不應該是下廚

去大鍋炒。我的頻道純粹是策展，還是累積了我的社群，所以我不認為

純策展的東西一定不 work。（經理 4） 

 事實上無論是內容研發小組的受訪者，或是業餘策展人出身的受訪者，這兩

派對於策展內容的精緻化看法都是有理且可行的，他們爭論的可能只是一個先後

順序的問題。因為在發揮策展價值的前提下，去研發一些適當的精緻化機制應無

大礙，要不要採取這個策略可能只是策展人自己的選擇而已。產生意見分歧的原

因應該在於，內容研發小組不認為單純策展是可行的，而他們目前所進行的精緻

化實驗又過於極端，讓旁觀者認為這種程度的精緻化幾乎已經是影片剪輯，而且

呈現上恐有侵犯著作權之嫌。其實經理 1 已澄清有些頻道應能採取純策展的策略

而仍能累積觀眾，因此目前並沒有一個斬釘截鐵的證明可以說策展一定需要或一

定不需要精緻化。策展人可以將此話題當作是雲端影視內容策展生態發展時的兩

種偏好，各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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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內容優化與行銷的素養與能力－與企製互為循環 

從一開始的企劃階段，行銷概念就已經發揮了效果。但從前述的研究分析，

可以發現其實不管是企劃或製作，都一再受到後續行銷效果的檢視，並且產生相

應的影響。策展製作完畢的影視內容，還得經過後設資料、發佈安排，以及內容

管理等優化，方能極大化其傳佈的效率。而內容後續的行銷管道合作以及社群的

建立與維護，更是未來內容企製的養分。以下分為內容優化、通路拓展，以及社

群經營等三部分分析。 

一、內容優化的行銷能力 

（一）內容關鍵字優化 

不管是受眾導向的企劃或製作，其實都已從不同層面去進行內容的行銷優化。

在內容製作完成後，受訪者第一個強調的是後期製作行銷效益的提升。YouTube

官方指南（2013）即將後設資料的優化放在影視行銷最重要的位置，指出後設資

料優化不但是影視內容製作中費時最少，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觀念。經理4也認為，

策展內容的標題或行銷的文案是必要而且重要的，而且這根本自己就有一門學問

在裡面。策展人 2 另外補充，由於策展內容的後設資料或是行銷文案的關鍵字會

影響散佈時社群對該內容的認知與興趣，因此有一些重點是需要注意的： 

取名字或宣傳時，有話題的名詞一定要注重。像喬丹或 Kobe，灌

籃或壓哨這種一定有人要看。再來就是要講清楚要表達的主題是什麼，

太模糊的話觀眾就不會有動力想要來看。第三就是表現內容的議題性，

讓觀眾不但知道要講什麼，而且會好奇我們要講的內容。（策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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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則從更技術性的網路觀念，尤其是搜尋引擎的運作，

來談標題或文案的執行技巧，但這仍是根基於受眾導向的指導原則。他說： 

我們策展節目的名稱其實有一個固定的規格，比方說日期＋CPBL

中華職棒＋誰對誰＋賽事精華。第一個是，球迷搜尋的時後我們有多組

關鍵字可以被找到，第二個就是球迷可以用關鍵字組合的方式查到比較

精確的東西。最後就是有固定格式球迷會比較好辨識，他在搜尋或瀏覽

時也有一個規則可循。所以你取名字或發文時，要先去了解你社群的習

性，還有這整個網路是怎麼運作的。（策展人 3） 

策展人 3 甚至指出，他的團隊為了讓自己的內容品牌在搜尋引擎上有更大的

優勢，有時還會為了球迷搜尋時的曝光度，而刻意去多製作內容。他補充： 

有時候我們還會做一些讓粉絲覺得沒有太大意義的內容，但這是為

了讓粉絲在搜尋關鍵字時，不管打什麼都可以找到我們。所以很多內容

不是只為了給別人看，而是為了人家搜尋時可以找到我們。（策展人 3） 

此外，策展人 3 也提醒，內容後設資料的質量要求會隨著大環境的內容供給

數而提高，因為總體內容太多就會導致個別內容的能見度被稀釋，所以更要利用

後設資料的質量以提高內容的競爭力。職棒等體育內容在台灣並不算多，所以相

對沒有太大後設資料完備度的問題。策展人 3 說： 

其他後設資料像是描述或標籤，在運動來說比較不需要，因為運動

的內容不算多。其他每個人都在做的東西，可能就需要提供更多資訊給

別人找到。像生活、美食、旅遊的內容說不定每天網路上有幾十萬篇在

產出，我想運動了不起三百篇，所以不太有量太大的問題。（策展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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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分的執行經驗，可以另外看出來策展人 3 與策展人 2 的差異。策展人

2 因為比較沒有在經營搜尋引擎優化的工作，所以相較之下更重視社群宣傳時的

文案撰寫，他自己也表示覺得文案的重要度大於內容標題。然而策展人 3 則對搜

尋引擎的經營有較多的知識與經驗，因此在分享時反而會偏向重視標題的命名而

非文案。事實上兩者都值得花心思經營，不過以社群口碑的分享行為來看，很多

網友分享資訊時是不帶評語，僅讓社群平台自行顯示連結內容的標題、縮圖，以

及介紹預覽，這會連帶提高內容標題的重要性，這點是強調宣傳文案重於內容標

題的策展人值得注意的。 

最後，策展人 2 認為，不管是在後設資料的設定或是宣傳文的撰寫上，最重

要的能力還是策展人自己對主題的專業常知識素養。他說： 

我們會去學習像雅虎新聞或蘋果日報，看他們怎麼下標會比較吸引

人。但其實我們發現，通常知識背景比較深的人使用文字一定會比較有

質量。不管你說是要專業還是想輕鬆一點鋪哏，他都要有一定的知識才

能夠辦得到。（策展人 2） 

電視平台經營者策展人 5 也補充，策展人的常知識素養與企劃能力，在就業

市場上也頗為重要。他以內容標題的包裝為例： 

我們平台不但要創造、組合內容，更要去包裝內容，然後訂一個好

名稱去吸引觀眾。因為名字本身就是可以行銷的東西，所以我也一再強

調企劃對行銷的重要性。我們規劃這部分的同仁，大部分是美工出身，

因為那個部門負責的是產品規劃，所以我覺得對很多事情的sense還有

傳播能力還是需要的。（策展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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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佈與內容管理優化 

 受訪者皆認為，內容發佈也是一種行銷手法。其中穩定、頻繁，以及適時是

可以努力的方向。經理 4 就認為，策展人應該自我規劃一個合適的發佈頻率，一

方面為自己的製作時間保留空間，一方面要訓練觀眾定期來看新發佈的內容，因

為策展人若要控制穩定流量，就一定要定期發佈。策展人 2 則補充： 

我們大概每周發佈一或兩集，而且會盡量挑在晚上人比較多的時候

去宣傳。其實更新頻率和人氣有很大的關係，就像砸錢在廣告上一樣，

曝光越多次就會有越多人知道，而且才能建立比較深刻的印象。人家看

你的東西很常出現，也才會去更關注你的訊息。（策展人 2） 

 經理 3 另外強調，在非線性的播放平台上，其實真正的發佈時間已經不是唯

一重要的，因為觀眾會挑自己想看的時候再看，甚至大部分人是經由媒體宣傳或

社群平台的分享才間接去觀看影視內容。經理 3 說： 

以 9x9.tv來講，什麼時候發佈已經不是唯一重要的了，因為它不是

線性播放，所以觀眾什麼時候去看才是重點。所以關鍵比較是宣傳的時

機，而且以現在大家最常用的 Facebook為例的話，根據經驗晚上九點

到十二點是宣傳效果最好的。（經理 3） 

 策展人 2 另外提到，頻道是否能以彈性的即時發佈做為行銷手法，也必須視

頻道種類而定。以籃球教學頻道來講，即時性的發佈策略就沒有新聞性頻道那麼

重要，因為教學內容本身時效性不大。此外，策展人 2 也指出，雲端影視策展人

可以把內容管理或重新編排視為提高內容效益的策略之一，但節目的新舊比例仍

須有所權衡，以免降低忠實觀眾的新鮮感。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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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少對過去的節目進行再管理或重播，因為我們觀察到粉絲

不太會想特別挖以前的東西來看。但我們確實會把一些做得比較好的舊

節目調整一下，看時機再次發佈。這種節目已經被驗證過，所以拿去新

管道 promote時，可預期的效益會比較高，而且又不花時間。（策展人 2） 

二、建立社群、拓展通路 

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除了內容優化的基本功之外，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

行銷部分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建立社群並且拓展通路。受訪者一方面認知到內容策

展實際上是一種社群媒體經營的手法，因此除了內容本身之外，最關鍵的就是受

眾與其接觸的通路。另一方面，受訪者也了解目前經營雲端影視內容策展的平台，

無論是 9x9.tv 或是 YouTube，其實都還是需要其他通路的宣傳輔助。 

以 YouTube 為例，即使在 YouTube 上經營主題式的播放清單，還是會面臨人

氣的問題。第一點是 YouTube 的使用者習慣上不會想主動去觀看播放清單，而第

二點則是儘管有人想看特定的播放清單，要在 YouTube 上找到合適的內容仍然是

很困難的。所以儘管是 YouTube 播放清單的經營者，也不可能只在平台內坐以待

斃，仍須向外主動將人氣導入。策展人 4 就指出，一般很不錯的內容，社群擴散

程度大概也只有一兩次而已，所以還是要主動去推廣。經理 4 也認為，就連傳統

媒體也需要在其他管道宣傳，不管是利用它既有的頻道資源、多媒體廣告，甚至

是一般人也會使用的社群平台。他說： 

策展頻道在電視上，只能期待平台或其他頻道會幫你宣傳，或是觀

眾能無意間轉到。但以策展人的角度，一定還是會自己去社群宣傳。就

算是傳統媒體轉換到新平台，一開始他們還是必須要透過各種管道去

promote，我不覺得他們完全不需要用到社群網站這一塊。（經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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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有通路與社群 

一般來說，通路分為自有以及外部兩種，兩種通路都能接觸到受眾社群，但

自有通路需要更多的社群經營，而外部通路則需要官方間合作網絡的建立。職棒

頻道主策展人 3，首先從更高層次「分散風險」的角度，來談自有社群通路多角

化經營的重要性。策展人 3 解釋： 

不管你是什麼平台，只要有開我們一定會試著去做，這樣我未來的

發展機會比較多，哪個倒掉我還有別的出路。像最近緯來要求我把

YouTube頻道關掉，對我來說其實還好，因為我們要維繫的是社群，而

不是特定的平台。 

另外一點是當平台遊戲規則改變時，你不會受到致命性的影響。比

方前陣子雅虎和微軟開始廣告合作後，谷歌相關的網站在雅虎和 Bing

就被擠到第二頁以後去了，谷歌知道後也立刻反制。但 Facebook、Twitter、

Google+還有部落格這些我都有，所以影響不大。（策展人 3） 

 策展人 3 除了以經營多個自有平台的方式來分散風險之外，還計畫在自己的

通路內拓寬受眾社群，並幫助其他台灣體育運動的發展。他說： 

我們會慢慢擴及籃球和足球等運動，一個是擴大我的社群，另一個

也是利用我的資源來幫助其他運動在台灣的推廣。我不怕主題分散，因

為運動迷也不會太排斥去接觸其他運動的消息。而且這些運動因為台灣

市場的關係，也不可能變得有多大。明年巴西要辦世界盃，一些基層的

足球活動可以趁勢而起，所以我覺得也值得去做。（策展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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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通路與社群 

與自有通路相比，外部通路更多是跨越生存後，人氣與資源的擴張。策展人

2 就指出，在建立合作通路的過程中，不但能獲得宣傳管道，有時還能累積意外

的人力資源。策展人 2 說： 

我們會主動去和其他社群合作，分享我們的內容。有時那些社群可

能本來沒有籃球教學的資訊，但我們過去後反而那邊也開始討論籃球學

習的事，等於我們獲得曝光，他們也獲得很棒的資訊，用這種互惠的心

態去拓展通路。過程中認識的其他達人除了可以幫忙宣傳外，其實也是

我們的人力資源，不但可以帶動粉絲討論，也可以提供我們內容題材，

或是觀念上的糾正與指教。（策展人 2） 

對此，策展人 3 甚至指出，互相合作的社群主之間還有聯合成立的社群平台

以交換經營資訊，例如法律意見或試用會之類的訊息。策展人 4 也認為，通路之

間的合作有時不但能吸收新知，還能更了解整個社群的生態與需求。策展人 4

就舉例： 

 我有和男人幫和 GQ雜誌合作，雖然他們常酸我經營不佳，但我還

是會去了解他們對我的看法和需求。像我和夜店的接觸過程中，就知道

他們有一筆成本是花在店內的影像設計，那我的頻道其實就可以解決這

個問題，讓他可以不用再花半毛錢，而我的通路也增加了。（策展人 4） 

策展人 5 則以專業的觀點來談媒體平台的通路經營。他指出，和同性質的中

華電信 MOD 相比，5TV 不可能有同樣的資源去行銷，但是他們能藉由產品與商

業模式的創新能力，去擴大外部通路的規模。5TV 採取的策略是客製化平台，讓

企業級客戶再去對其他小用戶行銷。策展人 5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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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做到客製化的三網合一平台，現在大概已有約十個這樣的

企業客戶，包括獅子會和慈濟大愛。像 3C賣場，我們可以依他的需求

和資源幫他包裝內容還有維運，以後他每個顧客買的電視，一打開就可

以看到他提供的資訊，那他當然也可以在上面行銷他自己的東西。我們

幫助客戶推廣他的業務，5TV的市佔率當然也就會高一點。（策展人 5） 

（三）通路的交叉經營 

 當策展人同時維護多個社群通路時，其實可以用交叉宣傳的方式互相哄抬，

讓不同通路的人氣可以相互流通，提高宣傳的效益。策展人 2 的籃球教學頻道，

就是使用這種方式建立起開放互動的社群網絡。他說： 

我們會在粉絲團內宣傳，希望互動性較高的粉絲能加入社團，用更

深入的方式交流。之前我們有做一些教學影片放在 YouTube上，影片

裡也會 promote我們的粉絲團或社團，且影片發佈後就明顯感受到粉絲

團或社團的新成員增加了，所以這些活動其實都是串在一起的。因此我

們在 9x9.tv的策展內容裡，也會用字卡做一些請他們訂閱頻道或是加入

Facebook粉絲團之類的互動訊息。（策展人 2） 

策展人 5 也以數位電視平台為例，指出如何在同一個平台上，以內容通路去

相互行銷購物商品。他說： 

我們資訊區裡面有很多生活、健康和美食這些相關的東西，可能和

我商城裡的商品有關，所以是可以規劃把它們包在一起行銷的。因為一

般觀眾開電視也不太會說一開就去看購物，所以我們可以善用內容把觀

眾無形的導購過來，而你還以為在看節目。甚至我一開始就要把導購的

內容放在首頁推薦，讓你被內容吸引，再被引導到購物來。（策展人 5） 



106 
 

三、社群經營力 

大部分受訪者如策展人 2、策展人 3、策展人 4、經理 4，皆認為受眾社群除

了是宣傳管道之外，也是重要的企劃回饋來源。有趣的是，內容研發小組的觀眾

與社群經營是最少的，回饋主要來自組織內部，這點似乎對平台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所威脅，因其對「服務主導邏輯」（Grönroos, 2008;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Vargo & Lusch, 2004）的思維並不完全以行動來實踐。經理 4 也談到這種「知易

行難」的危機，他認為：「所有人都在談策展和行銷，但其實在用心在做的人不

多。一則粉絲團的發文其實從連結的標題、縮圖，還有下文字的時候，都需要花

時間，但很多策展人看不出來在這些地方有花心思。」 

 經理 4 另外提到，經營忠實的社群對內容的穩定流量也極為重要。因為拓展

新觀眾並不容易，所以必須鞏固既有社群做為基本的人氣與回饋來源。尤其策展

人和社群最後常會建立一種「搏感情」的關係，到這個程度時社群就會開始對策

展人產生信賴感，進而給予高包容度的支持，而不僅是純為內容而來。也可以說，

社群最後也會認可策展人是社群的一份子甚至是意見領袖。與其說策展人需要獲

得社群的認可，倒不如說策展人在一開始就應該身處於社群之中。 

 不過，受訪者也同時提醒，聽取來自受眾社群的回饋之前，必須了解社群的

發聲習慣與結構。例如根據策展人 2 與經理 3 的觀察，社群成員大部分不會主動

給建議，除非是受到某個特殊內容的驅動，或是策展人主動詢問意見，才會有所

回應，因此社群受眾對於給出意見基本上是被動的。部分積極互動的社群成員，

策展人必須分析這類的人是否為社群的核心成員，方能判斷該如何應對這方面的

對話。經理 3 並且觀察到，他的社群回饋通常是正面評價，很少有負面評價。他

的解讀是，這可能和他社群的個性風氣有關，也就是他的群體普遍比較溫和，若

換作是體育社群，可能就會比較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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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訪者也強調了經營社群的「風格」的重要性，因為風格除了可以幫

助策展人堅定內容走向之外，還能夠吸引或排除特定的族群。風格能同時精準化

資訊和受眾，可當成是內容行銷時的一種「工具」。策展人 2 就舉例，有一些籃

球教學內容雖然比較無聊，但為了服務他們的核心觀眾，也就是想學打籃球的族

群，他們還是會堅持該學的就是要學，不會為了多數人比較沒興趣，而在內容上

背棄了核心觀眾的需求與期待。對此，經理 4 也有相似的看法： 

我不放我不喜歡的東西，因為這樣很雜，而且我不認同的東西我對

它掌握度也不好。有些粉絲會說不喜歡太恐怖的東西，但這我沒辦法，

所以你可能不是我的受眾。其實很多粉絲說他們會留下是因為喜歡我的

風格，因為我都放一些真實性比較高的故事，而不只是那種為了嚇人故

意做出來很假的東西，所以我就吸引到一批特定的族群。（經理 4） 

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也有幾項社群經營的原則，包括：（1）團隊成員一定要

定期進場看球，這是參與度與社群說服力的表現；（2）社群內容不能因個人喜好

而排除特定球隊或球員，因為社群的主旨是推廣整體台灣棒球；（3）團隊協議不

討論曾涉及打假球或簽賭的相關人士，藉此表明社群對職棒黑風的厭惡；（4）嚴

禁討論賭博或刻意引發爭端的話題，堅持維護乾淨而理性交流的風氣；（5）對於

不公不義的議題不能置之不理，應適當的利用社群的力量進行牽制，例如之前職

棒明星賽的技術性買票爭議；（6）不搶官方的風采，該是官方做的會盡量與官方

合作；（7）嚴懲違反社群經營原則的成員，以有效維持社群的良好風氣，以免違

者變本加厲。策展人 3 指出，他的社群都還算願意遵守這樣的原則，而離開或被

驅離的成員很多也處心積慮的想要回來，因為他們都知道不可能再找到有這樣討

論風氣的地方，而這種風氣的建立其實也是靠著社群經營的風格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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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理 4 與策展人 3 皆提到，經營社群時一定要定位自己的目的是社群

為主還是利益為主，因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社群走向，會影響整體內容以及社

群的觀感。經理 4 就說：「有人認同我，甚至想和我一起經營這個社群，也是因

為我純粹就是一個無私的策展人，一個有誠意的大大。而且這是我的興趣，我沒

有要靠他賺錢，所以也不會受到其他壓力的左右。」對於如何處理商業利益，策

展人 3 也提出他的看法，認為社群可以和商業合作，但社群主的立意應該是服務

社群，而不是只為牟利，這樣才能維持社群特有的質量與力量。策展人 3 說： 

我 Facebook粉絲團的波文，行銷公司幫我計算大概一篇值兩萬塊

錢，因為我社群在職棒這一塊影響力最大，一天曝光量又高達六百萬人

次。但我沒利用這個來替我個人賺錢，我也是下班去做這件事情，所以

粉絲會相信我的訊息是公正的，沒有其他目的。（策展人 3） 

以上是策展人所分享較高層次的社群經營原則。然而在實作過程中，還是有

一些細節的互動技巧是可以注意的。策展人 2 與經理 4 就提出，比較基本的像是

安排人力與粉絲對話、善用問句以激發更多的粉絲回饋、提供粉絲所需的內容或

資源、傳授粉絲有用的常知識、對內容補充更多背景故事、使用吸引人的文案，

或慎選優質或有趣的連結內容縮圖等等。其關鍵的心態就在於「要幫助社群解決

問題與滿足需求」，而不是單純只想宣傳自己的東西，如此才能建立社群的信任

與忠誠度。 

此外，受訪者還特別提到，策展人在經營社群時，應了解不同社群平台的規

則與使用方式，才能在實作時對症下藥。例如，策展人 3 與策展人 4 就共同指出，

在 Facebook 上的社群訊息，並不一定會顯示在所有社群成員的動態時報上，且

顯示機率會根據發文的屬性為文字、連結、圖片或影片而有所不同，這是平台本

身演算法的限制，必須經由更多網友與發文的互動才能提高資訊的能見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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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除了要有基本的人氣之外，還必須注意到每則發文的互

動品質，才能獲得更好的社群行銷效應。策展人 3 說： 

Facebook粉絲團發佈一篇消息，最多只有一成的粉絲看得到，而

且它還會依照你的發文形態遞減，圖片可以有十趴，但純文字就降到只

剩五趴。除非這則發文有更多粉絲去按讚或分享，才會又有更多人看到。

所以發文的品質和互動性就很重要。（策展人 3） 

策展人 3 認為，策展人若有好的網路環境認知、專業的常知識素養、對社群

行銷正確的心態、一致的經營風格，以及與社群對話經驗這些條件，就有可能可

以打造一個堅強的社群品牌。他說： 

如果你可以變成一個品牌，那你的粉絲永遠就只會跟著你走。我就

有很多粉絲和我說，「策展人 3大，我要找中華職棒的訊息，我搜尋的

時候不會打中華職棒，我也不會打兄弟象或統一獅，我會直接搜尋『策

展人 3』，因為我知道我要看的東西這裡一定會有」。這就代表粉絲已經

有忠誠度了，他已經相信你這個人了。（策展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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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展人對自身角色與環境生態的看法 

一、策展走向個人創意、創新、創業 

 從策展人的經驗分享以及網絡時代的趨勢發展，都發現內容創造者的角色已

經不再侷限於一格，例如僅是進行專業或就業化的活動，而是基於某種共同背景

或需求而形成的整體社群催生行動。不管目的是社群服務，還是做為一種新的商

業模式，內容創造者或行銷者都發現策展確實有其優勢所在。策展人 3 對於策展

在供需兩端的好處，主要是節省搜尋與製作成本，就總結說： 

從球迷的觀點來看，策展讓很多人不用疲於尋找內容。若以經營者

的觀點，策展則省下我們很多時間和成本。我現在用策展的方式和以前

要剪接要上傳比，起碼省了十倍的時間，當然電費那些成本也會跟著減

少。而且剪片其實對手肘很傷，所以策展也可以讓我們小編待下去的意

願提高。最後就是策展的版權問題比較小，因為我可以去策展這段影片，

代表它在 YouTube活得好好的，至少沒有被版權人檢舉或下架。（策展

人 3） 

就連在專業營運的媒體平台上，策展都呈現符合電視觀眾需求的現象。策展

人 5 就說，他們擁有的自製與授權內容，都可以再去組裝成自有頻道。平台目前

有自製組裝頻道七個以及其他頻道約五十個，但實際上運用組裝的技巧，還可以

再產製出更多的自製頻道。相反的，平台另外也能經授權，將頻道內的特定內容

拆解並且隨選化。不過從觀眾端來看，策展組裝的頻道還是比拆解隨選的點播內

容更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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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建立策展人團隊 

由於策展的諸多優勢，也使得內容經營與行銷者開始挖掘策展的潛力。不過

正如前述，內容創造者的角色已從專業和就業化中被解構，而策展人的角色其實

又早已存在，因此勢必要以更大的架構來看待策展人的創新創意與創業行動。 

經理 3 就指出，策展人不能把雲端策展當成唯一的內容，且 9x9.tv 也只能是

渠道之一而已。正如同策展人 3 所言，策展人要經營的是社群，而不是特定的平

台。所以與其說策展人需要有策展的能力，倒不如說策展人需要有「利用策展來

經營社群的能力」。這個觀點也間接導致內容研發小組的內部受訪者們，包括經

理 1、經理 2，以及策展人 1 皆認為策展必定要走向更精緻化的路線，並且不排

斥策展人有更多其他的產製行為，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媒體內容要受到觀眾的喜愛，

就不應侷限在純策展的框架中，不過他們仍然肯定策展的核心價值。 

對此，受訪者們就提到，以多重角色來看策展人的工作，可以思索自己想達

成的規模，並且考慮是否招募志同道合的人以形成策展團隊。團隊作戰除了可分

散工作之外，還能達到擴大規模或能力互補等目的。受訪者舉例： 

策展的步驟是這樣的：第一我要看完很多影片，再來是組織這些影

片。設定好一組很棒的節目資訊後，就要去各通路 promote我的內容。

但連結貼出去後可能會發現 Facebook無法顯示我標題的全部，所以我

又要回去修改一下標題。都好了之後，總要在社群上寫幾句話推薦我的

東西。真正發佈宣傳文後，還要關注粉絲有沒有留言或分享，再和他們

互動一下。每次做一個策展節目就是這樣，所以一個人要撐起來這一切

真的很累。（經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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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小編其實都是在做我以前一個人做的事，所以我只是把我

原本的事情再切出去。我社群可以維持這麼久，也是因為有很多小編的

支持。他們在做事，我才有時間去規劃更多的事情。（策展人 3） 

我認為策展人最重要的還是關鍵字能力，因為策展太靠資源了，所

以你得先弄到這些資源並且解讀後，再找其他人接手去執行都可以。所

以真正把這個企劃想出來並且找到適合的素材，這有點像是一個老闆做

的事情，然後其他事情都可以再找適合的人幫忙。（經理 1） 

（二）利用興趣與熱誠提升經營效率與能力 

受訪者對策展人的能力皆各有看重。策展人 2 重視對素材的靈機應變能力、

策展人 4 重視社群通路的定位、經理 2 重視對生活脈動的觀察與企劃能力，而經

理 1、經理 4 與策展人 3 則重視專業的常知識素養。不過說到最後，受訪者大部

分都認為，無論是什麼樣的能力，最後都還是得仰賴策展人或團隊本身的興趣與

隨之而來的熱誠來支撐，這也是業餘內容策展人之所以迷人且受歡迎的地方。 

策展人3與策展人 4就認為，興趣與熱誠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是抽象的特質，

不容易培養。此外，熱誠也是建立團隊與維繫團隊的重要元素。不過，興趣與熱

誠首要的功能是，在整體經營上能夠提高策展人持久經營的意願，而在細節工作

上則能提升策展人的耐力。受訪者說： 

你問我為什麼可以做到今天這樣，我覺得最主要是我肯砸時間下去

過濾這些內容，讓觀眾看到最好的策展結果。所以耐心是策展人很重要

的特質，因為你不是自己製作，沒辦法控制那個素材的品質，所以就變

成你要自我要求，才能做出好的結果。（策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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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雲端影視策展人最重要的，講到最後還是要有熱情。不想遠

一點，我敢說我大概兩個月就不想碰了。因為大家不為錢來，新東西又

不好做，平台剛起來狀況也一堆。你看很多人做到一半就掛了，所以我

覺得我們真是奇葩。（策展人 4） 

持之以恆很重要，因為內容和社群都是要累積的，你不能有一搭沒

一搭的。所以策展人的 leader一定要有熱誠，有熱誠才有紀律，也才可

以累積 know how和別的。（經理 1） 

策展最難克服的其實是要花時間看，才知道有哪些好東西可用。我

覺得這和耐心無關，因為大部分的策展人一定都對自己的主題有興趣，

所以你喜歡其實就會願意把它看完。像我做自己的靈異頻道，就覺得很

開心，所以策展完全就是興趣和熱情。（經理 4） 

第二，興趣與熱情有助於提升正向的學習效率，並反映在工作結果上。經理

1 認為，熱情能讓策展人擁有把事情做好的使命感，在這個過程中就能快速累積

正向學習的效果。策展人 1 也對此感到認同，指出策展人對自己有興趣領域的鑽

研，必能累積一定的知識量，讓策展內容自然而然呈現出更好的成果。策展人 3

則從間接的角度來看，他分析有興趣的人才能培養出熱情，而他的團隊成員則需

要熱情才能做得長久，而時間則能養成更高濃度的專業知識與工作技巧。 

興趣與熱誠的第三個好處，可能也是實用性與可見度最高的好處，是其可以

驅使更高的工作效率，而且這個高效率來自策展人本身。經理 4 舉例： 

如果你問我靈異頻道的話，我就可以很清楚告訴你我的目標群眾長

什麼樣子，他們喜歡看什麼，因為我自己就身處社群之中。其實只要你

自己沒有興趣的事，去做都是在自我催眠。你可能不會是那個目標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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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對他們的了解就很淺，當然機率較低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經

理 4） 

最後，內容策展的趨力除了興趣與熱情之外，也可能來自其他因素，例如謀

生或商機等等，這些原因也可以達到持久經營、提高學習與工作效率等目標。不

過即便是專業的內容策展人，以此營利並且賴以維生，也必須讓受眾感受到一股

對這些事情的尊重與誠意，才能把這個「生意」做好。一般人對專業者的熱情，

會解讀為最底標的「職業道德」。平台經營者策展人 5 就舉例，他們做電視購物

雖然有一個利益極大化的策略，但他們仍然希望替消費者把關一個良好的購物經

驗。策展人 5 說： 

我們招商有一些基本原則，比方我們希望有固定收入，那這個方向

就是要去找一般人每個月會固定購買的東西，就是消費性商品。之後才

會去找高毛利、有差異性，或是季節性的商品。不過我們還是要挑選好

的商品，不會說來者不拒，造成觀眾收視或購買後的困擾。（策展人 5） 

所以長期經營的關鍵還是在於策展人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心理動力，不管其最

後是帶來自我實現的滿足還是實質價值的回饋，才能不斷鞭策策展人的成長與正

向的經營。 

（三）加強自我學習的能力 

對於策展人創意、創新、創業的第三點討論，是策展人必須加強自我學習的

能力與自覺。策展人 2 認為，策展人的學習能力一定要強，因為整體環境變化很

快，不光是頻道主題本身的常知識還是通路平台的應用，都是策展人必須隨時掌

握的。策展人 2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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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一定要有隨時跟上大環境的能力，才能生存。之前我們為了

要拓展新通路，還要去熟悉如何經營線上雜誌。YouTube剛開始的時候，

我連帳號都沒有，也是一步步摸熟。所以你要主動去了解很多東西，才

會知道身為一個策展人現在可以怎麼進行創製作，並且很好的去推廣。

（策展人 2） 

此外，策展人對主題的常知識與社群生態的了解程度，也應該有一套自我精

進的方法。經理 2 提出，他會參考主流或線上媒體如何企製內容，並藉由學習與

模仿增加自己的專業度。策展人 2 則說，團隊是利用看新聞、看書、看優質的教

學影片，以及直接請教專業籃球教練，去建構他們對籃球教學相關的知識體系與

專業度，以便應用在關鍵字搜尋資源，以及內容解讀判斷、組織呈現，甚至是行

銷宣傳上。所以媒體內容、專業資料，以及專家都是自我學習的可用資源。至於

對社群生態的了解，策展人2則認為，策展人必須要自己能一定程度的融入社群，

才能深刻體會社群的習性與需求。策展人 2 說： 

我原本是只打籃球但不看 NBA的那種，所以我在社群裡很多哏就

沒辦法鋪，講話就變得很無聊。後來我就把自己放到社群裡，去看別人

都在討論什麼，就慢慢有那個 sense出來，知道看球的人都喜歡什麼話

題，自然我就可以做出更多娛樂性較高的內容。（策展人 2） 

不過，經理 3 提出，或許策展人一開始該培養的不是學習能力，而是學習的

自覺。他舉例，很多策展人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不管是

在企劃、製作、宣傳，還是工作方式等方面。他認為有些策展人很容易自我滿足

且完全不自我評論，導致內容行銷的效果低落，受眾群也無法累積，間接在團隊

中造成一股「原因不明的士氣低落」。他認為策展人應該具備檢討與學習的自覺，

才能夠繼續談學習的方向、能力與方法。策展人 1 就舉例，策展人應該要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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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過去的學習經歷和累積的方法，因為建立這一整套工作知識是花時間的。所

以一旦策展人自覺了這一套知識歷程後，就可以比較容易在不同的策展工作中，

更快的去應用或檢討過去的學習經驗，縮短重新摸索與上手的時間。 

（四）嘗試創新、突破現狀 

最後，受訪者提出了「創新」的觀點，來談策展人創意、創新與創業的經營。

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認為，除了熱誠之外，創新大概是社群永續經營第二重要的

元素。因為環境變化很快，工具又是普及於每個人之中，所以社群經營者必須要

以創新一再突破，以免被潛在危機或生態競爭淘汰。策展人 3 舉例，曾經有不少

人也學習他們的方式在經營其他社群，但他並不擔心被學習或抄襲，因為他有足

夠的動能可以再產生新的社群模式。這除了熱情之外，也需要有創新的思維以及

對整體網路生態的透析，才能掌握創新的方向。 

策展人 2 也指出，其實現在創新所造成的差異化，也已經是內容產業一開始

是否能存活的關鍵。因為現代人已不缺內容，所以新的內容產業一定要做出差異

性，才能抓住受眾的注意力，否則就會被內容的洪流淹沒。經營社群也是一樣的

道理，但也要小心方向不能發散。策展人 2 說： 

我們可以留住粉絲的優勢，在於我們是真的去重新組裝這些資源，

而不只是像播放清單一樣串起來一個個播，所以粉絲會覺得很酷，也會

期待你繼續做更多的內容。我們就發現只要一循規蹈矩，粉絲的反應就

很普通。但如果在內容或宣傳上有一些有趣的嘗試，很明顯粉絲的互動

就提高了。不過保持方向也是必要的，不能有什麼新想法就都要嘗試，

否則會沒有一件事情能做好。（策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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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 5 則另外以產業經驗，提出差異性與創新對媒體平台經營的重要性。

他說： 

我們希望隨選電影和有線電視或是網路上看的不一樣，因為如果一

樣的話我們就沒有差異性了，所以我們電影的特色是歐洲或國際的影展

片。然後我們一個月只收四百塊的平台服務費，不再收你其他隨選的錢，

因為看電視就是要輕鬆沒有壓力，所以我們不要用戶擔心花多少錢的問

題，這也是一個體驗的差異性。 

我們還有一個叫直播 Live的導視功能，它其實不是內容，而是我

們用另一種方式去呈現頻道，用創新的方式去引導觀眾收視。這個好處

是你可以不用一直按選台器，就可以找到你有興趣的節目。（策展人 5） 

不過，目前策展人創意、創新與創業的經營整體來講，還欠缺社會的集體自

覺。經理 1 就感覺，社會對於個人用一己之力打造社群內容與媒體，似乎並沒有

全面性的體認，導致大環境普遍還是生產力低落。他說： 

長期以來我們認知的專業是刻板的，但匯流時代產生很多化學變化，

生出很多很細的機會，像經營 Facebook粉絲團已經是一種行銷的專業

了，而且它還會繼續分化下去。可是我們環境沒有跟上，大家都沒有

aware到這些趨勢，好像除非是你就業遇到，不然都覺得不關我的事，

但其實這一套都應該是現代人基本的自覺和能力。（經理 1） 

這種普遍性的個人創新自覺低落，也間接導致新的內容模式發展緩慢，因為

個人沒有足夠的動能以集結成團體的力量，去推動相關的研發或創新，以至於業

內者必須獨自闖蕩，期待能打開一個局面後再激起更多人的興趣而後來跟上。經

理 1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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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做的事就是企圖讓策展發酵，所以我們提供平台讓大家去嘗

試。但目前來講沒什麼火花，變成我們自己要持之以恆的實驗，試著去

掌握那個 know how還有工具，才能逼出什麼來。我們也希望策展是人

人都可以做的，但一開始我們必須花內部的資源做到大家真的都覺得好

看，再試著把我們的成果分享出去，讓一般人都可以複製。（經理 1） 

二、大環境生態須一同成長 

 在目標為創意、創新與創業的基礎之上，受訪者最後提出他們目前所遭遇最

大的環境性困境，大致上分為平台與內容生態兩者。前者需要策展平台的溝通與

協助，使策展人有足夠的武器能在內容生態中求生存；而後者則需要整體內容環

境的質變與量變，以孕育策展等新內容形式得以長久經營的友善環境。 

（一）平台 

策展人反應，新興策展平台上有一些基本的問題待解決。觀眾順利觀看後，

才能談後續的使用者回饋。策展人 3 與策展人 4 特別強調觀看平台的基本功能與

友善設計，因為現代人不缺選擇，所以新內容與平台在推廣之初，一定要帶給受

眾好印象甚至是驚艷的印象，否則很難有第二次的機會。以策展人4的話來形容，

平台問題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店開了但門打不開」，因為多少客人走進來就會有

多少客人又走出去，而且不再回來。 

諸多被共同提出的問題。首先，無論平台提供什麼樣的觀看體驗，其流程勢

必要友善且無障礙，才能在第一次與觀眾順利接軌，繼續發展後續的服務關係。

其次，受訪者經理 3 與策展人 4 特別提出影像載入的問題，並指出順暢的收看體

驗是觀眾最基本的要求。且若觀看平台為電視，則觀眾勢必會提出更嚴格的要求。

這一點可說是雲端影視策展最大的挑戰與隱憂，因為內容基本上來自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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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無法由策展平台掌控。第三，策展人需要更好用的策展工具或資料結構以呈

現較優的內容，例如支援更多影視來源平台的串接、提供更順手的影片組織方式

與過場效果，或是新增多層次的架構以展示單一策展人的所有內容等等。 

第四點則是關於平台定位的問題，亦即各個雲端影視策展平台應明確定位自

己是純工具還是通路。策展人 3 就建議： 

我覺得策展平台要定義自己是策展工具還是社群平台。如果定位是

社群平台的話，那它在某方面的社群機制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因為經營

者永遠會去選最強的平台來經營。如果你要做的是把內容策展出來的工

具，或是要放在電視上看的話，那我會覺得這個也一定要支援一些比較

強的社群平台，因為工具本身的互動一定有限。（策展人 3） 

策展人 4 同意策展人 3 的看法，也指出 9x9.tv 的平台目前缺乏整體行銷策略

的問題。因為只要是影視策展品牌，大部分都是觀眾陌生的，所以一開始還是要

靠行銷，這其中當然也包含線上與社群行銷。據策展人 3與策展人 4的說法，9x9.tv

平台一直有在社群網站上無法順利顯示連結資訊，或是未提供影視策展內容嵌入

其他網站等功能，這些都讓策展人在進行內容行銷時常顯捉襟見肘。 

最後，受訪者也提到，平台必須洞悉現代使用者的生活習慣，以確立明確的

發展方向。以策展人 3 的觀察，他認為行動應用的發展是近幾年最重要的趨勢，

可能比電腦與電視的情境都更值得關注。至於電視產業，策展人 3 認為其商機可

觀，但似乎時候未到。而且他認為早先接觸策展內容的年輕人並非電視的核心族

群，而屬於電視核心族群的中老年人，依他的觀察可能不會想在電視上看到不熟

悉的策展內容，而仍然會選擇傳統的線性電視內容。策展人 3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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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這個產業可能要幾十年以後才會改變，因為老一輩的人在電視

上不會想要看策展這種東西，他們一定還是比較想看傳統的新聞、綜藝

或戲劇。但是年輕人願意看，而且年輕人現在越來越多在行動裝置上活

動。那再來第二重要的就是電腦，電視我會排在第三名。（策展人 3） 

此外，策展內容播放平台的新媒體互動機制，也必須考量到觀眾在不同情境

時適合的體驗。經理 4 就提到，看電視時拿遙控器互動，可能不一定是個很好的

點子。再者，電視互動也必須考量到很多時候電視是多人一同觀賞的，因此個人

想做的互動行為，可能不符合當下看電視的團體情境。策展人 5 就舉例： 

我覺得互動電視是趨勢，但可能現在做還太早。電視是一個公共娛

樂空間，如果你要在電視上做個人的事情，在那邊互動按來按去的，那

就一定會有人反對。像三星最近在推手勢操作的智慧型電視，這就在很

多電視環境裡是行不通的。（策展人 5） 

（二）內容生態 

策展人遇到的第二個環境性困境，是整體雲端內容的封閉與稀少。策展主要

的精神在於整理既有內容，並賦予嶄新的消費價值，因此既有內容既是策展的價

值來源，同時也是策展的資源限制。本章第一節與第二節說明了策展人不管是在

企劃面或是創製作面，都深受雲端影視資源的可用性影響，指出應有不少策展人

正受目前內容生態所苦。 

舉例而言，專業寵物頻道因為雲端影視平台普遍缺乏專業的寵物知識相關影

片，所以整個製作結果皆無法呈現預想的專業風格。內容研發小組所企劃的科技

與設計類新聞內容，也欠缺優質的中文影片穩定供應。經理 3 觀察到 YouTube 上

幾乎找不到日本音樂的素材，而策展人 3 更指出電視台為了職棒轉播權談判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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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甚至要求所有 YouTube 的相關影片下架。因而雲端影視策展確實面臨了不少

資源的問題。這其中有量的問題，有質的問題，同時也有既有影視內容產製者心

態的問題。 

雲端影視資源目前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素人影片的供給質量，另一個則

是專業內容產製的線上開放化。和經理 1 所言之策展發展的問題一樣，台灣素人

影片或許也在觀望專業市場的風氣，可能得等專業市場的領頭效應更大時，才會

有更多認真經營的素人影視提供者出現，產出更多質量均優的內容。因此，目前

台灣的素人影視還停留在個人媒體的階段，而尚未發展成社群媒體的規模。若素

人內容仍需時間經營，那麼問題回到專業內容產製上，就遇到了專業產製者應不

應該開放更多內容的議題。其實類似的問題拉高層次，就連已營運的專業媒體平

台也都面臨內容不足的困境。策展人 5 說： 

數位化一開始還是要內容，可是有線電視在頻道塊抵制你，你就很

難做。政府應該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不願意做壞人。內容提供

者也是，所有事如果沒有立即的好處，他就不會做。對慈濟來說，他的

需求是要經營全球信眾，但之前他必須在境外衛星上架，用戶是系統的，

誰在看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就告訴他，你去發一個USB，我幫你客製

平台和內容，平台和用戶都是你自己的，那他就可以和他的信眾建立直

接的關係。必須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才有更多的內容合作。（策展人5） 

針對內容開放的問題，雲端策展人就指出，目前雖然會盡量依著作權法裡的

合理使用原則進行策展，但整體來講他們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內容可供策展，尤

其是主流媒體的精緻內容，因為目前在台灣有質量的素人內容仍屬稀少。而且，

他們認為策展對原始內容的影響，主要是正向的幫助，而非負面的奪利，且價值

必然能在觀眾端彰顯。受訪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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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官方資源我們會盡量去用，如果沒辦法我們就還是得將就用

他人上傳的影片，頂多就是素材影片被 YouTube下架。其實從利益關

係來看，策展可以幫助大家發揮更大的創作能量。像籃球教學影片，我

們把 NBA的比賽和它拼在一起，就更有人願意去看。比賽畫面也是，

原本比過就沒有的東西，我們讓它的壽命增加。爭論智財權的問題，其

實最後損失的都是觀眾。我會偏向肯定策展的價值，希望著作權的問題

可以有所出路。（策展人 2） 

策展的素材如果真的被原創者檢舉，那我就會把它拿掉，但我認為

這是他和觀眾的損失，不是我的損失。（經理 4） 

對此，經理 1 指出，其實策展人應該和原創內容提供者建立良好的關係，讓

策展幫助整個內容產業的價值化，並形成一個更大的內容生態圈。但目前觀察，

內容提供者對策展內容行銷仍認知不足，因此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他說： 

我們稱這些人為 content provider、內容提供者或 CP。我們希望讓

CP知道有其他通路在幫他們，讓策展的存在感變強，因為策展勢必要

和 CP有良好的關係，否則我們的資源不會成長。但目前為止 CP的

awareness不是很高，就連我們自己合作的傳統電視台都不太有這個認

知。台灣的 CP不是電視台就是大素人，通常這種人你去找他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你是要和我合作，要談錢，就變成這種關係。（經理 1） 

對於類似的保守看法，策展人 3 則以職棒影音內容以及相關的輔助資源為例，

主張內容提供者應該大膽投資未來，創造附加價值。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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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內容擁有者都把線上影音當成附屬品。反觀韓國，六年前入

口網站 Naver就接下韓職的線上轉播，每年賠一億台幣，砸四年才開始

有流量。國外覺得要做一開始就要投資，不然後面再做的時候回溯就很

困難。現在電視台如果在 YouTube上好好做，說不定能開發另一個財

源也說不定。所以這是投資，不是浪費。（策展人 3） 

策展人5則從平台業者的角度，鼓勵雲端策展內容的發展，並表示未來的媒

體平台應該採取中立開放的態度，面對新內容模式的普及。他說：  

我們下一步要做的是，提供觀看介面讓用戶自己去放他想看的節目，

比方說YouTube頻道。我覺得這些方向是必要的，也可以讓客戶的黏著

度更高，因為他已經是在玩自己或社群的內容，所以我們平台就是站在

一個開放的角色而已。（策展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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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立基在網絡社會（Castells, 2000）中與知識工作（Drucker, 1993）相

關之人才理論，尤其是 Hartley（2009）所提倡之創意產業與個人創新創業文化

之論述。在現代，原本所被認為的職專業技能（Buckingham, 2003; Hoechsmann & 

Poyntz, 2012），如今都已漸漸轉移為個人必要的生活技能（Hartley, 2009），也因

此個人不但應具備讀與寫的基本資訊素養，同時也必須更進一步思考如何不經正

式的專業訓練，而能完成從素人邁向專家的自我成長與微型創業的目標。 

因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個案的深度訪談與小組座談的方式，初探做為

一個雲端影視策展人，大致上應具備怎麼樣的素養與能力、負擔什麼樣的工作與

角色、又可以試著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以認識什麼叫做一個雲端影視頻道策展

人，藉以進一步育植台灣創新創意創業的內容企製人才。 

以下分為兩小節，總結本文之研究結論與討論，以及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小節欲回應先前所提出之四點研究問題，包括雲端影視策展人在不同工作

階段應有的素養與能力、策展人之間相異的素養能力及其原因、策展人如何兼顧

社群親近性與內容專業性，以及影視策展人的自我與環境評價，將歸納出以下研

究結論，並進行相關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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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不同工作階段所需之素養與能力 

雲端影視策展人必須全程具備的觀念為受眾、社群與通路導向，此點亦為所

有受訪者皆一致強調的重點，因為目標受眾群的「人氣」是一切生存與發展養分

的來源。這也回應了「服務主導邏輯」（Grönroos, 2008;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Vargo & Lusch, 2004）、「注意力經濟」（Lanham, 2006）、「人氣指數」以及「網

絡採用」（Hartley, 2009）等論述。 

從實作角度來看，受眾、社群，與通路思考也確實延伸出許多內容企製與行

銷的重要概念，例如洞悉受眾需求情境以定義頻道走向、參考社群議題以醞釀企

劃靈感、使用社群口語化的關鍵字搜尋或命名以提高效率、觀察當代社會脈動以

製作符合觀眾生活型態的內容，以及依據受眾在社群通路的習性以規劃行銷宣傳

方案等等。受眾需求導向的觀念是一個於起始就正對靶心，規劃有效方向的指導

原則。受訪者並認為，受眾群洞悉與企劃基本上就已經是一種重要的專業展現。 

其次，策展人必須全程應用的能力則為策展主題相關的常知識素養、社群洞

悉的能力，以及整體生態環境的策略與工具能力。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對於

頻道主題的常知識素養是策展人最重要的能力條件。事實上，連受眾群洞悉或許

也可說是包含在主題常知識中的一環，是這方面關於「人」的了解。主題常知識

素養的影響甚廣，從企劃可看性高的內容、尋找素材的關鍵字搜尋、判斷內容來

源的發話中心何在、解讀素材內容的意涵、拼湊時的資源回溯（Lévi-Strauss, 1966），

到如何應用社群口語化的關鍵字優化內容的後設資料，並且在社群管道中安排適

當的行銷內容，這些都必須建立在策展人對頻道主題知識的掌握深度。 

此外，策展人若能有一定的平台生態與工具的掌握能力，還可收額外之效。

策展人 3 在這方面就分享了他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文的能見比例機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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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優化的實作經驗。也因此，策展人 3 能知道 Facebook 粉絲與發文的互

動程度會影響該行銷內容的整體口碑成效，以及利用策展內容的深度廣度及其關

鍵字去建構自有通路品牌在搜尋引擎上的能見度。這些關於環境與工具的知識與

掌握能力，都讓策展人能夠在單純策展之外，獲得更大的行銷效益。 

然而，能造就一個成功的策展人，則取決於其熱誠的高度、正向的學習能力，

以及創新的能量。其中，熱誠不但是建立與維繫團隊的重要元素之外，也是持續

經營、正向發展，以及提高效率的根本。即便策展的目的是商業營利，也必須讓

受眾感受到基本的尊重與誠意，達到最底標「職業道德」的標準。 

若想擴大內容企製與行銷的成效，策展人也必須不斷學習新事物，並以創新

的精神突破現狀。由於當代整體環境變遷迅速，且社群內容市場進入門檻降低，

因而不光是頻道主題的常知識還是通路平台的應用等，都是雲端影視策展人必須

隨時學習與掌握的新知。此外，內容經營者也不能因循苟且，必須一再自我革新，

以免被內容的洪流或潛在的危機淘汰。 

至於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在不同的工作階段，大致上還有以下所需能力： 

（一）企劃方面 

企劃設定了正確的方向。雲端策展人在此方面，必須擁有社群通路與資源環

境的觀察與策略能力、內容的企劃與議題能力、工作流程規劃與效率的評估能力，

以及商業或合作模式的策劃能力等等，藉以指引內容策展的長期成功。 

（二）創製作方面 

由於內容是觀眾首先且直接接觸的標的物，因此無論對平台或內容品牌來說，

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抓住觀眾後才能談後續的經營。因而，策展人必須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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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與搜尋素材的知識能力、內容解析的專業語文與識讀能力、資源處理的判斷

力、影像敘事能力與美感，以及策展流程的優化能力等，方能以夠格的內容執行

吸引觀眾，並讓後續的企劃與行銷力發揮留續觀眾的功能。 

至於創製作時的外語能力、資源拼湊的應變能力，以及內容精緻化的能力則

因人而異，留待下一項研究問題再進行討論。 

（三）優化與發佈方面 

雲端策展人必須擁有社群關鍵字的知識能力、內容重整與後設資料的企劃力、

內容發佈的策略力，以及持之以恆並頻繁發佈的動力等等，藉以提高內容的管理

與行銷等效益。 

（四）行銷與溝通方面 

雲端策展人必須擁有拓展合作通路的能力、建立多角化社群並維運的能力、

社群與通路間交叉行銷的企劃與執行能力、品牌風格定位與展現能力，以及行銷

活動的策略能力等等，以達穩定生存進而擴大受眾群的目的。策展人若抱持著「幫

助社群解決問題與滿足需求」的心態，並充分了解受眾、社群、平台環境及行銷

工具，然後秉持著一定的風格並執行串聯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的行銷與溝

通活動，即可期望建立具信賴度的內容品牌。 

從本研究先前所整理的五項讀寫並重資訊素養（Brandtweiner, Donat, & 

Kerschbaum, 2010; McClure, 1994; Plotnik, 2000; Van Deursen & Van Dijk, 2009），包

括（1）基本溝通能力、（2）工具操作能力、（3）媒體讀寫能力、（4）資訊策略

能力與（5）自適應的學習能力等來看，已見大致上皆包含於上述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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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所呈現之相異能力 

本研究發現，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因為頻道屬性以及資源環境的不同，而有

三種所需能力的差異。其一是外國語文能力，其二是單次製作的資源拼湊能力，

其三則是策展製作時針對影像敘事的精緻化能力。 

首先，主題資源不均的狀況會變相要求策展人須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由於

目前許多可用的雲端影視資源以英語或其他外語居多，因此部分策展人就必須依

頻道需求而培養更好的外語能力，以便應用在關鍵字搜尋以及內容解讀上。若頻

道所需之中文影片資源充足，則該頻道的策展人就不需要有這麼強的外語能力。 

第二點差異則在於拼湊能力的要求與否，此肇因於頻道走向及其資源的屬性。

對於適合使用非主流獨立或素人內容的頻道來說，由於製作時策展人不太容易事

先知道有哪些素材可用，因而必須先依照企劃的大方向蒐集完素材，才能開始就

既有的資源重新拼湊成新的企劃方向與細節敘事。這類頻道的策展人，就相對需

要很強的「見招拆招」應變能力，以因應每次大大小小受可得素材影響的企劃變

動。對此，拼湊型的策展人也應培養更強的知識管理能力，提早儲備資源與靈感，

一方面可提高每次策展的效率，另一方面則能收面臨拼湊現象時的應急之效。 

相對的另一種頻道，也就是適合使用主流媒體內容的策展頻道，其策展人就

比較容易事先定位所需的內容。因為主流媒體內容基本上是帶有品牌的，而且大

部分已經為人所知，所以策展人相對能夠快速的搜尋到相關內容，並且指認出特

定內容。比方說某歌手的音樂錄影帶、某頻道的新聞片段，或是某電影的預告片

等等。因而，這種類型頻道的策展人，就比較不需要靈機應變的拼湊能力，而需

要比較高的事前企劃能力。尤其，主流內容觀眾皆已司空見慣，因此這類型的策

展人如何展現創新的企劃，也是非主流內容策展者比較不會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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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於某些雲端影視策展頻道來說，不需要有太高的精緻化能力與美感，

只需要策展的組織能力即可。比方敘事結構較鬆散，不需刻意處理串接問題的節

目，像是「2013 超可愛寶寶影片大會串」；或是素材本身已包含足夠資訊，毋須

加工說明的節目，例如「影史百大電影預告」；又或者是素材本身已有一定質感，

不需過度精緻化的節目，類似「婚禮必放音樂 MV」等等。像是這些種類的頻道

與節目，策展人或許可以單靠策展基本組織的方式，達到令觀眾滿意的效果。 

然而還是有一些策展頻道可能需要影像敘事精緻化的能力。例如敘事結構比

較緊密，需要額外訊息說明的節目，或是適合使用獨立或素人影片，但其內容定

位為專業走向的頻道。若頻道或節目的屬性或策展人的個人意願偏向策展精緻化，

則該頻道的策展人就必須特別鍛鍊自己對影像敘事精緻化的能力，同時也必須更

了解精緻化工具的使用結果是否會對原創內容提供者的著作權造成侵害。 

姑且不論精緻化是否背離了策展的精神或涉及著作權的問題，純策展的敘事

能力都是基本應該要求的。原則上，純策展與精緻化兩種能力並不互斥。 

三、社群親近性與內容專業度實為一體 

在社群親近性與內容專業度孰輕孰重或如何平衡的問題上（Hartley, 2009; 

Jakobson, 1958; Miller, 2008; Rettberg, 2008），研究過程中發現，其實兩者在當代

的觀點來看已經融為一體。受訪者一再指出，從受眾、社群與通路觀點出發的企

劃、製作、優化與行銷，其實對目標群眾而言就是一種專業。Anderson（王超文，

2013）亦指出，媒體現在有一個「品質平民化」的趨勢，也就是受眾對於媒體內

容品質的標準，更多是取決於「相關性」，而非絕對的專業或精緻等面向。以Hartley

（2009）的論述來說，就是需求導向而百家爭鳴的競唱（eisteddfod），使內容

創造者得以用真誠性去發掘與訴說寒暄互動下所產生多元文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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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傳統認知上的專業或精緻，在現代來說並非在每個受眾社群都是必要

的內容條件，因為多元社群文化的特質與需求本來就不同。經理 4 就舉例，比起

主流專業的媒體內容，靈異頻道可能更適合使用素人內容，因其能夠呈現更高的

真實性與少見性。 

不過，策展人仍能藉由洞悉目標社群所求的「相關性」，以在受眾端呈現一

定程度的專業感。受訪者就指出，企劃社群有興趣的主題、建構符合現代人生活

脈動的內容架構、用創新的方式組織內容，或是用社群的語言製作與行銷內容等，

都同樣能獲得觀眾的肯定。 

策展人5就舉例，了解觀眾的習慣是經營媒體的成功關鍵。以媒體平台來說，

並不是內容多又好觀眾就會埋單，因為觀眾要求的是輕鬆與娛樂，而不單純是內

容的質與量。策展人 5 說： 

MOD的節目一定超過我，但你會找得很辛苦，有等於沒有。我們

東西雖然不多，但我們會把內容依照用戶的習性，整理成他容易找的形

式，所以我們成功的基礎是在於符合人性。（策展人 5） 

四、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看好角色未來，但仍需大環境之協助 

整體而言，無論是雲端還是專業平台策展人，皆看好影視策展的未來潛力，

認為以創意創新包裝內容的方式，不但符合現代觀眾欲圖方便與價值的需求，同

時也能彈性運用既有內容，創造更多的內容與市場價值。不過除了策展人本身長

期經營的熱誠與其他動力之外，其實最主要還是需要媒體平台與大環境內容開放

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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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方面，除了須洞悉觀眾的習性與需求，並提供適當與穩定的策展與收視

環境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對於開放的態度。由於雲端策展一開始提

供的可能並非主流專業的媒體內容，因而是否能被允許甚至是鼓勵在各式收視平

台上收看，也成了另一個雲端策展能否在觀眾端漸趨普及的關鍵。策展人 5 即表

示，他認為未來的平台經營應該走向開放而非封閉，而媒體的角色也會漸漸從製

播合一轉為製播分離，且協助更多內容或服務的商業模式創新。 

 至於內容方面，政府與產業也應該秉持著對未來媒體數位化的想像，試著朝

更積極的方向來經營甚至是開放內容，讓更多媒體經營者共用資源並且一同創新，

帶動整體數位化生態。這將鼓勵其他中小企業或是素人創業者相繼投入各式各樣

的能量，以進一步厚植台灣整體數位內容與媒體產業的創新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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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有一些問題由於研究範圍或篇幅限制，仍值得未來討論與後續

研究。首先，本研究期望雲端影視策展未來會有長足的發展，但並未對此產業的

機會與效益有所評估，這點是其他研究者可繼續補充的。而不管雲端影視策展最

終的發展如何，研究者也可以在日後探究其成功或未成功的原因何在。 

其次，本研究之個案平台 9x9.tv 仍在發展之中，不但尚未獲得足夠的人氣肯

定，平台也未確立一個明確的方向。因而未來研究者可以持續觀察雲端影視策展

的發展，待某一平台獲得市場成功後，再次針對相關主題研究，或許可有其他更

深入的發現。甚至，未來研究還可拉高層次，去了解新媒體平台是如何策展內容

與服務，以提供用戶整合式的媒介體驗。本研究的受訪者策展人 5，在這方面已

以平台內的頻道以及資訊服務為例，稍微提到以一個平台經營者的角度，是如何

對更大範圍的內容與服務進行策展規劃。 

再者，雲端影視策展風氣與平台剛起步的情況下，也暫時無法孕育更多經驗

資深甚至是成功的策展人，因而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也才肩負這種新興角色沒多

久的時間。回顧受訪者的資歷，最資深的為平台經營者策展人 5，但其並非雲端

影視策展人；第二資深者為派對娛樂頻道主策展人 4、中華職棒頻道主策展人 3，

以及內部策展人 1。此三者雖然在行銷、非雲端影視策展以及電視新聞的經驗超

過五年，但是針對雲端影視策展的實際經驗則不足兩年；最後，除了超過三年經

驗的經理 1 之外，其餘受訪者包括經理 2、經理 3、經理 4 以及籃球教學頻道主

策展人 2，相關媒體經歷皆不超過兩年。因而本研究也建議未來研究者，待雲端

影視策展有更顯著的發展後，能夠對更多資深且專業的策展人進行研究，以對照

修正本初探性研究之疏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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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延伸自上述，除了彌補專業策展人的研究之外，也可於此產業更加成

熟時，拉高層次再深入探討所謂素人或業餘創意、創新、創業的各種產業經營議

題，例如個案的關鍵成功因素。目前由於影視策展平台尚在起步，因此未能有適

合的成功範例可供分析，進而讓更多內容經營者能學習或複製其經營模式。但待

有朝一日雲端影視策展普及後，這就是一個可行的研究方向。 

另外，由於本研究的對象為策展人，因而未來研究者也可從另一端受眾方著

手，進行觀眾端的各種研究，例如新平台與新內容的使用與滿足等。且受眾端研

究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觀眾數量應會遠超過策展人，因此除了可進行質性研究之

外，還可進行較大規模的量化研究，以更廣泛的了解觀眾的接收與互動狀況。 

第六，本研究最有趣的發現之一即為部分策展人的拼湊現象，但是礙於主題

與篇幅並未深入討論。與拼湊現象相關之雲端內容資源的限制，也值得後續研究

者的注意。或許，更多的策展人研究或是針對特定雲端影視平台（如 YouTube、

土豆網等）的內容分析，可以更清楚的知道雲端影視資源的根本性限制為何，並

能再去進一步了解產生拼湊現象的策展頻道，有何共通或相異的策略或行為。 

另外兩點研究限制與建議，是關於內容的處理以及供給的問題。本研究在談

及雲端影視頻道策展製作時，曾有兩派意見辯論策展人是否應該精緻化影視素材，

以提升策展內容的可看度。反對方有一點針對可行性的質疑，即為精緻化是否造

成原著影片的著作權損害。這個問題也是本研究未能回答的，後續研究者可從文

化創意、數位技術，以及法規辯論等各種角度，再次針對此議題深入研究。 

事實上，即使不談精緻化的法律問題，純策展的形式是否有侵害著作權的可

能，這點目前也尚缺乏各方的對話。儘管雲端影視策展的根基在於第三方策展平

台基於其他影視資源平台的商業模式，以雲端科技串接的方式合理使用影像資源，

但對於原創者方的意見回饋與辯論確實是缺乏的。尤其，策展乃是以一個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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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去包裝現有內容，因此難免會對原創之意念有所改變，光是這一點著作人格

權的討論，就值得未來的研究者繼續深入。 

此外，經過策展所完成的內容，應具有怎麼樣的著作權，或是策展人該如何

管理他人再利用其策展成品，也是策展所產生新的道德與法律的問題。此即為

Bhargava（2012）所指出策展內容的擁有權與掌控度的問題。然而，不光是著作

權的相關問題，其他包括色情、暴力、犯罪，或不當資訊等法律面向的自律議題，

也是策展人與研究者應共同關心的。 

至於內容供給的問題，則是無論雲端影視或專業平台策展人都共同關心的議

題。5TV 經營者策展人 5 即表示，雖然相關內容業者的封閉心態對新媒體發展來

說不會是唯一的瓶頸，但也確實是造成台灣媒體數位化緩慢的一大原因，因此許

多新興媒體業者也期盼政府與相關產業能夠扭轉思維，朝向開放經營的方向革新。

針對此議題，未來研究者也可以尋找相關內容與平台兩方，共思突破大計。事實

上造成封閉心態的原因，在於既有利益的流失，而大環境卻又尚未出現有效的新

商業模式以協助突破經營，因此本研究也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從整體媒介生態共同

創新經營的角度來思考。 

第九，本研究雖然有提到對不同收視平台的看法與策略，例如近幾年的行動

媒體文化，但並未深入探討雲端影視策展內容與各種平台的體驗關係。因而，策

展內容與各種收視平台，如電視、電腦、平板電腦，以及手機等的體驗或策略關

係，也是未來研究可以切入的方向之一。 

最後，在內容策展的世界中，其實圖文策展更加普遍，且不少平台皆已獲得

人氣的肯定。不過本研究觀察，目前台灣也頗少研究去探討圖文策展的議題，因

此未來研究者也可對其他多媒體形式的策展付出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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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語 

雲端影視頻道策展人做為一個新時代的內容產製者，其最可貴之處在於發揮

業餘活潑的多元文化與知識，並透過自發性的學習與創新，以進行創意經濟中「競

唱式」的個人創業（Hartley, 2009）。本研究雖然認識到雲端影視策展人許多方面

的素養與能力，但同時也發現一個恆久不變的素養價值，就是個人的專業知能（或

稱為本研究所強調之「相關性」知能）。因此，這種專業能力正是 Hartley 所謂「必

要生活技能」的基礎，也是擴張中新興素養無法取代（吳翠珍，2004; Livingstone, 

1999; McQuail, 2010），並且更為凸顯的重要既有素養。 

策展人透過不同方式的發掘與自學，習得各種與策展相關之其他社群或操作

性等的知識，則是能夠幫助個人進行跨域的實務能力。也就是說，雲端影視策展

人的動力來自業餘文化下的興趣與熱誠，並可基於相關專業知能的核心素養，藉

由跨域的自學能力，以造就百花齊放的內容創業生態。因而，策展的專業性可以

說是來自一組多元而相關的專業薰陶，以及經過社群受眾互動而驗證調校的實作

學習結果。 

科技雖然提供了媒體賦權與產消階級扁平化（Deuze & Fortunati, 2011）的環

境，但實踐這些理想的關鍵還是在於每個知識公民心中的自覺，是否確實認知創

意經濟社會的到來，並了解自我在這個時代所肩負的主動角色與需要自我準備的

方向。內容創意產業的能量主要不在於環境的能供性，而是存於每個現代人內心

的覺醒意識，這就是本研究在最後想總結陳述的研究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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