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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現象，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產模式，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後

的產物。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是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

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因此，過去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

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倚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

神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富。 

 

在 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兩半球交流之時，全球化就已經漸漸發

生。Waters認為，物質的交流是地域性的，政治的交流是國際性的，符號象徵的

交流卻是全球性的。人類社會的全球化主要取決於文化相關的交流，而不是由經

濟和政治事物來主導。可見社會文化與全球化是息息相關的，彼此之間必須面對

面地展開互動。人類族群之間的緊密互動的管道十分多元，從過去口語傳播、文

字傳播，到後來印刷、電訊電子的發明，造就了今日人類科技社會。 

 

    麥克魯漢（McLuhan）曾經以「傳播媒介」為基準，將西方社會的歷史分為

四個時期（葉明德譯，民 67）： 

 

（一）、口語傳播時期：乃指文字尚未出現的時代，部落族群之間以口頭的語言

彼此溝通，聽覺是最重要的感官工具。 

（二）、文字時期：人類發明的文字，將口語傳播的資訊轉化為文字紀錄，最重

要的感官工具，也從聽覺轉移到視覺為主。 

（三）、印刷時期：古騰堡（Gutenberg）於 1453年發明活字版印刷後，文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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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進入印刷時期。自此書籍紙本得以大量印刷流通，個人的

知識閱讀打破過去部落族群意識，增強了民族團結與個人主

義的成形。 

（四）、電傳時期：此時期的電話、電報、電視、衛星、網際網路、寬頻等科技

產物，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從以前口語傳播的聽覺

為主，到文字與引刷的視覺，乃至於現在混合各種感官知覺

的多媒體傳播。其中電視的發明，更是引領人類進入影像與

聲音合一的大眾傳播工具。 

 

    人類現今進入了電傳時期，大量的資訊於各種平台與媒體呈現在人們眼前。

因為資訊的快速流通，打破過去地區部落的生活方式，也打破時間與空間的距

離，將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數位革命，成為電傳時期極重要的大躍進，人類一

改過去沿自閱讀文字的線性思考，轉變為數位式的超連結、超文本思考。 

 

電視從最初純粹的黑白影像，到後來的彩色電視機，歷經了兩次重要的革

命。如今電視及將邁入第三次革命，就是進入數位化電視時代。電視第三次革命，

除了從類比變成數位訊號的改變外，數位化的電視將會創造更多元的收視市場與

資訊服務。相關的節目製作流程，產業供需價值鍊等，都會因為此次的電視革命

帶來更大的商機。2004年全球已有 1.6億數位電視用戶，估計到 2010年，全球

數位電視用戶將逼近 3.6億（拓墣產業研究所，民 93）。電視至今仍是最普遍接

取的大眾傳播媒體，也是影響人類文明甚鉅的里程碑。 

 

    Williams（1992）曾說，電視媒介是政治和經濟制度下，科技、文化與權力

等社會關係的構成物。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長期以來都扮演著電視媒體中，重要

的資訊傳播內容。電視媒體自類比訊號轉為數位化後，因為頻寬壓縮而頻道數量

倍增外，閱聽人也因為資訊搜尋與吸收能力增加，而渴望電視帶來更多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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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娛樂，電視商務（TV commerce）的市場也應運而生。行政院推動的「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將「電視與廣播」列為 13大發展重點之一；經濟部數位

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主司的「數位內容產業」，也將「數位影音應用」定位為八

大分類的重點之一。電視媒體是大眾傳播媒體中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台灣的電視

媒體如何有效地面對數位影音時代的潮流？ 

 

然而，台灣電視媒體面臨到一個重大的課題，除了數位電視引發的新商機之

外，要如何有效的管理數位化後的電視節目內容製播。以台灣電視公司為例，自

民國 51年開台以來，是台灣地區第一家成立的電視公司。台視庫存了近半世紀

以來的節目資料帶，如何完整地將之數位化並且加以有效地再次行銷、多元使

用，亦成為各家電視媒體當前的難題，思索到底最有效率的獲利在哪裡？ 

 

    除了將現有庫存的類比資料數位化之外，為了徹底落實媒體數位化，舊有的

節目製播流程，也將面臨新的挑戰。一般而言，電視節目製播的流程大致如下圖

1-1（徐鉅昌，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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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視節目製作觀點而言，這是一個標準的節目製播流程，最後的目的就是

要製作出一捲經過完整後製剪輯的完成帶，經由電視頻道的播出，提高觀眾收視

率，增加廣告播出的收入；售出播映版權到其他電視公司，或甚至是海外市場；

或是製作影音光碟，提供一般大眾購買。一個節目能夠得大的獲利，卻也幾乎僅

止於此。這是在類比電視時代時，電視節目製作普遍的狀況。若是最終獲利有限，

製作單位便無法投入過多成本在節目的製作上，往往造成節目品質的犧牲。 

 

    從公司的成本控制觀點而言，電視的 Betacam拍攝品質遠不如電影膠捲，保

存價值、時效性、重複利用性也都遠比電影還低。因此電視節目製作，通常不會

保留製作拍攝時的「拍攝帶」，也就是電影的用來製作「幕後花絮」的影音素材。

假設電視節目製播時，拍攝使用了十捲 Betacam工作帶，經過後製剪輯 50分鐘

的節目後，大約只會剩下一捲帶子。其他的九捲的工作帶將繼續重複使用，節省

成本。花費了上百萬的單集製作費用，辛苦拍攝許多珍貴的影像、聲音、音樂資

料，卻也因此煙消雲散。 

節目發想、蒐集資料 

撰寫企畫書 

企畫書審核 

審核通過 

 

製作會議 擬定場景 

撰寫腳本 

擬定演出者 

拍攝製作 

剪輯後製 

完成帶 

播出、銷售

版權、銷售

影音光碟 

圖 1-1，電視節目製播流程 
參考資料：徐鉅昌（民 90），本研究整理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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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利用數位科技來製作電視節目，要如何能有效率的利用每一次拍攝的

所有素材？要如何有效率的讓每一分錢花費在刀口上？ 

 

第二節、研究動機 

 

    有鑑於類比時代節目製作的缺點，有許多花費製作經費拍攝的珍貴素材無法

有效利用，且最後的「完成帶」的利用價值十分有限。因此，各家電視媒體也都

紛紛投入製作數位化、無帶化的數位平台。除了公司的內部系統徹底數位化之

外，節目的拍攝、製作、剪輯、播出、加值利用等，也都盡量達到無帶化的製作

效益。使之可以直接利用數位檔案的快速傳輸、流通，並且可以複製再生，輕易

地使用非線性剪輯，達到最佳的節目製作效益。 

 

    因為數位化的推動行之有年，電視媒體也漸漸思考到如何透過「數位」的特

性，增進公司的節目內容或是實質收益。台灣電視公司於民國 90年，特別新成

立網路事業處、行銷服務處、視聽資料處三個部門，以經營未來數位化時代的相

關業務。其中視聽資料處就是扮演著新瓶裝舊酒的關鍵角色（洪懿研，民 90）。

所謂的新瓶裝舊酒，就是將過去類比時代的影音節目，透過數位化處理，利用非

線性剪輯，重新將影音檔案切割、重整、連結，成為全新的節目內容。 

 

    台視有很重要的一部份資產，便是擁有歷史悠久、數量龐大的節目片庫，但

是因為類比時代僅以影帶儲存，因此多半保存在片庫中。透過再次數位化的切割

重整後，台視便可以有效利用豐富的影音資產，增加額外的利潤。所謂「資訊組

裝人」（information organizer）也因此順勢誕生，企圖使所有影音資料一次生產，

多工、多元、多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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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影音資料的重新組裝是否真的就能滿足在數位時代的新潮流？追根究

底，影音資料的重新組裝，只是從類比轉換到數位檔案時的一種變通，卻是無法

從根本改變節目製作流程所需要耗費的固定成本，甚至會因為組裝的困難度與連

結性，造成更龐大的支出。廣電媒體業界，雖然積極尋找解決之道，卻也莫衷一

是。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數位化的科技，改變過去節目製播的流程。重新思索

新的製播流程，試圖從建立數位物件的整合觀點，以後端的業務行銷的需求，直

接影響源頭的節目企畫。這就是引發本研究的最重要動機。 

 

第三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引發了研究動機後，依序整理出下列的主要研究

目的。 

 

 導入數位物件資料庫系統，建構節目製播新流程 

 數位物件加值整合，於多頻道、多媒體、多通路再應用 

 建立良好物件檢索機制，提升數位物件流通效益 

 新流程具有可複製性，可以廣為運用在其他相關節目製播流程 

 

第四節、研究問題 

 

 數位物件系統機制，要如何有效融入電視節目製播流程之中？ 

 以數位物件為基礎的節目製播流程，執行運作的重點為何？ 

 數位物件的節目製播流程與傳統製播流程有何不同？優缺點為何？ 

 數位物件如何於多頻道、多媒體、多通路，進行加值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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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在於將數位物件系統的概念，打破過去單純重組、再製的

觀念，將數位物件完整落實到電視節目製作的流程體系之中，並且企圖將行銷與

消費者的需求，做為電視節目企畫、製作的依歸。因此，研究範圍著重在電視節

目製播的流程建構與數位物件系統的整合應用面。透過三立地理雜誌系列為研究

樣本，可望在未來將本研究結果，應用落實在文教資訊節目中，提供產業界參考

的研究資訊。 

 

第六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重心為電視節目製播的流程建構與數位物件系統的整合應用

面，因此關於數位物件資料庫系統的專業技術層面、電視節目製作的技術面向、

廣電政策環境、新科技研發等面向，探討其相關內容之比例相對較小。祈可提供

未來作為相關研究之探討重點。 

 

第七節、重要名詞解釋 

 

一、數位化（Digitalization） 

 

    數位化，就是將音樂、影像、聲音、電視、電影、電話等聲光變化產生的

「類比」（analog）訊號，轉換成以0與1所組成的「數位」訊號（林秀珠，民90；

林南宏，民90）。在數位出現之前，傳輸系統的載波調變是根據訊號的數量來

決定，而訊號能量的多寡則與訊號成正比。類比系統的優點，就是簡單而有效，

因此在電腦等數位系統出現之前，大部分的傳輸系統都是使用類比式（Homa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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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 D. Stevens McVoy, & Charles Steinfield，1997）。數位化的傳輸方式回

歸到原始的方式，利用載波的開與關進行資料傳輸。在資料傳輸之前，先將資

料編碼成0與1的代碼。每一個0或1，稱之為一個「位元」（bit）。 

 

    數位化優點就是準確度高，收到的訊號不會像類比訊號因為線路消耗能量

而衰減，只要透過數位放大器協助傳輸，終端機收到的訊號幾乎就和發出的訊

號相同。數位化另一個優點，就是訊號經過電腦處理後，資訊可以再進行擴增

或壓縮（compress），所佔的容量空間更小，更有利於傳輸。或是儲存在硬碟、

光碟等相關數位儲存硬體，也可以透過ATM非對等交換網路傳送，或利用現有

的通訊媒介廣播出去（陳克任，民89）。像是同軸電纜、光纖、衛星、電話線

路等傳輸媒介。 

 

二、數位物件（Digital object） 

 

    「物件」在物件導向的觀念裡，所有東西都是以單獨的「物件」表示。物

件彼此之間則透過「訊息」（message）相互溝通。一個物件包含一個唯一的「物

件識別碼」（Object Identity，簡稱 OID）、一個「狀態」（state）與一組「物件

運作行為」（behavior），物件的組成是來描述物件的屬性與其處理程序（楊詠

淇、許益誠，民 89；劉現成，民 91）。在資料庫系統中，物件又有著許多的意

義。然而一般在物件資料管理系統（ODMS）中則具體呈現兩個物件最基本的

特性：物件群集（Object grouping）與物件識別碼。 

 

    本研究中的「數位物件」是以物件導向概念為根據，定義在影視領域中的

影像、聲音、音樂、圖像等獨立元素，將之切割、編碼、建檔，儲存在數位物

件的資料庫中，提供查詢與存取。數位物件將之賦予詮釋資料（metadata），使

之成為一種描述資源的結構性資訊，讓資料易於被檢索、使用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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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 

 

行政院推動的「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十大重點計畫，提

到數位台灣和文化創意產業等重點計畫（行政院新聞局，民 91.）。另外經濟部

推動的「兩兆雙星」計畫中，「數位內容」發展更是推動的四大重點之一（經

濟部，民 91）。為扶植數位內容產業能順利領導華文市場以落實知識經濟發展，

政府將之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之一，行政院亦核定通過「加

強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經濟部工業局配合推動政府政策，因此於 2002

年 6月成立「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作為產業推動與輔導之單一窗口（數

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民 92）。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係指將圖像、文

字、影像 、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 

 

根據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的分類，可將數位內容區分為八個類型：數

位內容（digital content）係指將圖像、文字、影像 、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

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而主要區八個類型：數位遊戲、電腦動畫、

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行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和數位出版典藏等。 

 

四、拍攝帶與播出帶 

 

    拍攝帶，乃是節目出外景拍攝或是攝影棚棚內錄製時所錄下的帶子。即是

未經剪輯的「母帶」。一般電視節目製作，會將節目透過攝影器材錄製在拍攝

帶上。錄製完畢後，會將拍攝帶彙整編號。經過「初步剪輯」（簡稱初剪）將

節目內容的表達、順序、步調等依照腳本整理，最後修剪出「播出帶」。「播出

帶」的內容，是最終交付播出的版本，就是一般大眾電視上觀賞到的節目內容。 

 

    一般的拍攝帶，會因各家電視公司所使用的攝影器材，而有不同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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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使用的影帶如「VHS」等，目前較常用的有紀錄帶有「Betacam」、「Betacam 

SP」、「Betacam SX」、「Digital Betacam」、「IMX」、「DV cam」等種類。為了追

求高品質播放，以上均為廣播電視等級的高階規格，與一般家庭使用的不同。 

 

五、無帶化（non-tape） 

 

    無帶化（non-tape）一詞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與過去廣電媒體以影帶為重

要儲存媒介的製播環境，所衍生出的對比名詞。影帶技術層次較低、成本便宜、

體積小、流通迅速等特質，數十年來一直都是廣電媒體的運作核心。數位科技

的快速進步，各式數位的儲存設備也不斷被發明、量產，其中以硬碟（Hard 

Disk）、與各式光碟（CD、VCD、DVD）、高容量的快取記憶體（Flash Memory）

的應用，逐漸改變了廣電媒體的設備型態。 

 

    傳統電視製播系統中，從最頭端的攝影設備、副控室儲存設備、剪輯設備

到最後播出設備，都需要使用到「影帶」，各家製播單位使用規格也有所差異。

在類比傳輸時代，將拍攝帶或是播出帶重複「拷貝」時，將會有大量的畫質耗

損。進入到數位傳輸時代，數位訊號可以透過設備加強，並且可以保留完整未

壓縮的最佳畫質。惟從傳統的電視製播系統要轉換到數位製播系統，需要不停

「傳輸」數位檔案到各種不同階段的設備中，如剪輯室、主控室、片庫等等。

若還需要透過帶子與電腦之間的傳輸轉換，不僅耗費時間，也容易有帶子損傷

的風險。因此未來電視製播環境將會朝向「無帶化」的製播環境，亦即從頭端

的「拍攝」到最後端的「播出」，都不需要透過「帶子」做為紀錄儲存媒體。 

 

    在無帶化環境中，「傳輸線路」的速度、「儲存設備」的容量將會是決定性

的指標，而其價格昂貴也成為業界進入的高門檻障礙。除了上述兩個關鍵指標

外，系統設備的穩定性、高階的中央處理器、效能強大的視訊、音訊處理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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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帶化環境中十分重要的細部環節。目前台灣廣電媒體普遍的狀況，還是

以影帶與無帶化環境混合的製播環境，畢竟在價格與硬體科技成熟度還未達一

定水準前，廣電媒體皆採保守的觀望態度。 

 

六、線性剪輯與非線性剪輯（Linear Editing & Non-Linear Editing） 

 

（一）、線性剪輯（Linear Editing） 

 

    線性剪輯是在非線性剪輯出現之前所使用的剪輯方式。所謂線性剪輯，就

是剪輯人員在將剪輯「拍攝帶」時，將需要的畫面從拍攝帶中擷取下來到剪輯

的工作帶時，所需要耗費的時間，會與拍攝帶播出該畫面時所耗費的時間相

同。線性剪輯又稱「線性對剪」，意思就是剪輯機器有分為 AB兩台，當 A播

放「拍攝帶」時，B就是以 1：1的時間將需要的畫面錄製下來。 

 

    目前台灣的各家電視台在新聞節目、綜藝節目、資訊節目與戲劇節目，大

部分都還是使用線性剪輯。線性剪輯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直接將「拍攝帶」中

的畫面直接剪輯到帶子裡面，不需要透過第三個中介媒體，方便而直接，亦不

需要耗費硬碟空間成本。缺點是無法有效使用「數位」的特效，如光線與顏色

調整、數位處理、數位合成等等，而且若是拍攝帶的數量太多，在「檢索搜尋」

需要的影視畫面時，會消耗大量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二）、非線性剪輯（Non-Linear Editing） 

 

    非線性剪輯顧名思義，就是在剪輯時不需要遵守「拍攝帶」的時間播放。

只需要將需要的畫面從「拍攝帶」中擷取下來，建立成為一個數位影像檔案在

硬碟中。透過非線性剪輯工作站，剪輯師可以任意組合數位影像檔案，剪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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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再將檔案輸出到「播出帶」中即可。一般廣播電視等級的非線性剪輯室，

需要包含工作站主機、雙螢幕顯示、陣列式硬碟組、影像聲音擷取卡、3D即

時運算卡、輸入輸出介面、廣播電視級錄影機、專業控制線、監視器等。 

 

    非線性剪輯最大的優點就是影像圖層可以無限制地增加與刪減，剪輯、特

效合成、音效音樂、字幕、多媒體等都可以在此完成。並且可以不斷擴充外掛

軟體，並且結合 SAN光纖網路，配合無帶化編輯環境，而且擁有低成本的剪

輯價格，搭配無壓縮的影像畫面。但是，非線性剪輯還是有許多重大的缺點，

像是外景拍攝時依舊是使用「拍攝帶」，無法完全落實「無帶化」編輯環境；

耗費非常大的硬碟空間，因此需要支出龐大的儲存成本；3D即時運算卡、高

階 CPU、硬體更新速度太快，都大幅增加了付出成本，而且因為軟硬體製造商

之間的競爭，影像編碼經常不具相容性，造成影像流通上的封閉性等。 

 

    非線性剪輯是因應數位媒體時代的產物，具有易流通、易儲存、易保存的

特點，雖然台灣廣播電視單位現今的剪輯環境，還是線性剪輯佔了大部分。不

可否認，非線性剪輯將會是未來剪輯工作的主流，特別是結合了高速光纖與寬

頻網路的環境後，剪輯環境也將會更佳便利、迅速。 

 

七、「行腳」類型節目、文教資訊節目 

 

    在一般現行的正式節目類型編排中，以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每年所舉辦的「電視金鐘獎」（民國 89年之前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的「節目

獎」為例，將電視節目區分為以下類型：「戲劇節目單元劇」、「戲劇節目連續

劇」、「傳統戲劇節目」、「兒童節目」、「文教資訊節目」、「歌唱音樂綜藝節目」、

「娛樂綜藝節目」等七大項目（廣電基金，民 92）。本研究之個案研究樣本為

「三立地理雜誌系列節目」，歸類屬於「文教資訊節目」，並於民國 90年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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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獲獎。 

 

    另外，若以電視傳播業界的術語而言，「三立地理雜誌系列節目」即是所

謂的「行腳」類型節目。「行腳」類型節目並無標準的定義或理論歸類，一般

而言，節目是以「主持人」帶領著攝影機四處拍攝的型態，內容可能是人文風

情探索、古蹟文化、異國體驗、美食蒐奇、跋山涉水等，以「半紀錄片」的形

式，讓節目帶領觀眾進入節目內容中的場域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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