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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根據 Frost & Sullivan 的報告指出全球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市場從 2003 年的 3

億 2 百 70 萬美元，至 2010 年將增加至 13 億 7 千萬美元，每年將成長近 20.2%，

其市場包括了媒體製作、傳輸與網路基礎（Kovalick, 2006），隨著資訊技術和存

儲技術的不斷發展和電視台數位化進程的加快，作為電視台數位平台基礎設施－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越來越被受廣電業者所重視。如何更好地保存、管理和

利用電視台所累積的節目，如何建立一個節目共享的資源平台關係到電視台今後

提升效率、開展多種業務、增加新的經濟利益的關鍵問題（楊華、劉海、劉宏宇，

2004）。本章將就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解釋、研究範圍

與限制、研究流程，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數位技術快速發展使得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和播出系統，每一環節的流程都

會有結構性的變革（陳炳宏，2001；王儒達，2001），從資訊蒐集、發展、產製

一直到發行，而媒體資產管理藉由數位化在影音壓縮儲存技術、網路化作業流程

與多樣發行平台技術等發展，在電視產業的節目產製過程中不同以往方式，以下

將敘述相關研究背景： 

壹、 數位壓縮與儲存載體使資產應用更具機動性 

自從數位科發展以來，數位科技之所以如此廣泛被使用，歸因於數位訊號

適合於數據與影像與非語言音訊傳輸，可無限次複製與分割，訊號不易衰減，資

料易長久保存、容易進行特效處理（莊克仁，2001）。  

數位科技發展對媒體資產提供了更大量、保存更久、更易取用的儲存載體，

如數據磁帶、硬碟和光碟。數據磁帶（data tape; Linear Tape-Open, LTO）的容量

大、可紀錄數位影音壓縮數據信號和長時間存檔需求，以 200GB 數據磁帶容量

約可存儲 MPEG-2（15Mb/s）格式 22 小時的影音信號，但信號不能直接進行編

輯處理，數據需經解壓縮還原為數位或類比信號，方能進行編輯或播出。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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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disk）讀寫速度最快，若採用 15Mb/s MPEG-2 高品質影音信頻，1 小時節

目約需 7GB 的空間，1,000 小時的節目需要 7TB 的存儲容量，所以在建置大容

量硬碟陣列，需考慮安全性建置資料鏡像（mirror）備份。光碟性能穩定且技術

比較成熟，檢索與讀寫速度可滿足實用要求，採用非接觸式播放模式，可有效地

保存節目資料，且移動使用非常方便，最新一代的大容量存儲 MPEG-2/ DVD 能

夠滿足廣播級影音信號的要求，為目前最理想的容量方式（王健、劉世清，2002；

王虎，2002；鄧永紅，200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利用數位儲存載體特性，將數位資產採用線上、近線

和離線三種儲存方式，實現電視產業對資產大量存儲、資源集中管理與提升製作

效率的需求（魯躍，2002；王虎，2002；Luff, 2002a; Campanotti, 2006）： 

一、 線上儲存 

在電視節目製作、播出等過程中直接調用儲存的影音數據進行節目的製作

或播出，在這個過程中無需對素材進行遷移或拷貝，這種模式稱為線上儲存，以

硬碟為主，一般情況下只存放存取頻繁和反覆使用的素材。 

二、 近線儲存 

在電視節目製作、播出等過程中所需的節目或素材，經由近線儲存的電腦管

理系統將數據遷移拷貝到線上儲存，近線儲存一般採用 DVD 光碟櫃或數據磁帶

庫，光盤櫃或數據磁帶庫連結整個系統網路，由機械手臂控制相關光碟或數據磁

帶進行資料讀取，近線儲存是目前採用最多的一種模式。 

三、 離線存儲 

不常使用的素材與內容經由光碟或數據磁帶採集、標示、記錄完成後，可

離開系統存放在一般的儲存架上，採用低解析度 MPEG 4 影音訊號提供線上查

詢、瀏覽和非線性編輯，通常在查詢、瀏覽和非線性編輯的工作中是不需要取用

這些原始記錄數據，一旦查詢系統確定要使用某些素材時，利用人工將離線的素

材放入系統中讀寫驅動器，由系統與將節目或素材上載遷移拷貝至線上儲存，供

節目的製作、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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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網路技術改變電視媒體作業流程 

影音資產在尚未進行數位化管理之前，大多採用影片或影帶的記錄方式保

存，儲存載體放在庫存中以圖書館方式進行管理（Austerberry, 2006），需應用時

由使用者再借出，此種影音內容保存方式對於線性製作方式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但在節目製作流程中，卻很難與他人分享影音資料內容，採用此種作業方式，常

受限制於母帶來源，使得使用人員僅能從母帶拷貝先行查看，然後再向資料庫調

借所需的母帶再行編輯的作業，由於母帶僅能提供一人作業，無法提供多人同時

進行作業（Austerberry, 2004；朱虹，2006）。  

為了不受限於影音來源的影響，同時建立一個可同時多人進行創作的環境

要求，SAN（Storage Asset Network, SAN）儲存技術帶來新的網路儲存與作業流

程概念，這種網路不同於傳統的區域網（Local Asset Network, LAN）和廣域網

（Wide Asset Network, WAN），將所有的儲存設備連接組成儲存區域網路，以光

纖通路（Fibre Channel, FC）互連，實現儲存設備的共享，滿足製作廣電級影音

品質節目所需要的數百 GB 甚至幾個 TB 的影音訊號高儲存量要求；以 FC 技術

構建的 SAN 網路突破現有距離和容量限制，不但提供了主機和存儲設備之間以

Giga bit/s 的高速互連，而且在設備數量（可達數十個）和傳輸距離（可達 10,000

米）皆有很大的提升（鄧永紅，2004），可達成多人同時取用影音來源，不受限

於單一母源，改變整個作業流程。 

參、 媒體資產因應多樣數位化平台與商機 

未來媒體產業實施數位化廣播可分配頻道數勢必倍增，為滿足頻道節目需

求激增與不同數位發行平台的發行，如 IPTV、PDA、MOD、Pay Per View、3G 行

動接收等，可採用「多種播放引擎（multiple broadcast engine）」 將不同的素材

重新編輯、包裝或影音格式編碼轉換於不同的平台發行，以達一資產多平台用途

之用，增加媒體資產使用率（Lay, 2005; Sokusky & Wang, 2003; 張峻峰，2005），

所以一次生產、多次加工、多工服務、多頻傳輸的理念成為電視台媒體資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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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新方向，提供電視台資產管理發展不同方式與內容應用服務具體建議，除

可降低電視台內影視節目的製作成本、素材使用更為方便、製作效率更高、內容

更多元化，呈現更豐富資訊，使資訊科技發展得以促進媒體的多元化應用（關尚

仁，2001），Pape（2004）指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則是將傳統廣播電視科技

與資訊串流科技作業方式作整體的整合，以確保影像、聲音與資料（文件、敘述、

地點等）成為單一可辨認、讀取與使用，加上詮釋資料（metadata）扮演辨認資

產的角色，使得資產可連續不斷取得、流覽、使用與發行，以增加媒體資產的利

益。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結合數位影像壓縮儲存、編目搜索、網路作業流程與多

樣平台發行技術，在此一波的數位化潮流中逐漸被電視媒體產業所重視（IBM, 

200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CNN 媒體透過全球 16 個電視網路以 12 個主要網站，持續播報新聞，除了

需處理每天的媒體資產外，尚包括以前 21 年來所累積 12 萬小時的龐大影音媒體

資料，與其他相關新聞內容（IBM, 2001）。在未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前，若

要取得媒體內容進行新聞編輯作業時，必需要助理人員在總部費力費時地搜尋、

登入，然後寄出影片，但是在建立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後，現在 CNN 員工與記

者能經由網路登入此管理系統，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可藉由手提電腦直接下載所

需的影音內容與相關資料，進行新聞編輯作業，大幅減少營運成本且提高工作效

能，這套系統未來亦能服務大眾，提供影片聯合使用以及網路付費的機制，另開

闢新的收益來源。 

實際上，許多電視台、電影公司或影視製作公司皆面臨類似 CNN 的挑戰，

在面臨未來數位化頻道倍增與數位寬頻到府後所需的客製化節目需求，如何有效

管理及充分運用既有的內容寶庫，將節目內容開發新的營收來源，經由網路、互

動電視系統、無線寬頻網路、衛星系統或其他媒體載具，使媒體資產內容廣為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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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求其更多的商業利益。 

國內的己有幾家電視台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並實際地運用於電視節目作

業上；中國地區從 1994 年開始進入這個領域時，現在國內有許多電視科技業者

與影視產業積極地投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開發與建置，媒體資產管理概念得到

了廣電業界的認同，對其電視台發展產生深大的影響（許珊、邸村，2001）。電

視台的經營應不再只從事節目的製作和播出，應從媒體資產的高度去經營管理，

使內容資料更加多樣化，在廣播電視訊息服務將進入一個更高的層次，發展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將與電視台的核心競爭能力有相當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是數位電視網絡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也是廣電行業發展

多項業務的基礎，本研究除了從技術層面分析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電視媒體產業

的建置，電視台可從資產獲得更大的應用利益外，更從發展面向探討相關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 

一、 分析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採用的原因。 

二、 探討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媒體應用資產管理系統產生的效益。 

三、 分析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面臨的障礙。 

四、 探討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資源。 

五、 瞭解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的應用與發展趨勢。 

 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為何？ 

二、 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應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產生的效益為何？ 

三、 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在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面臨的障礙為何。 

四、 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在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實有的資源為何？ 

五、 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在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的資源為何？ 

六、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兩岸三地電視媒體產業未來發展與應用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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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之重要性 

數位科技迅速地發展，原有的傳播產業結構逐漸瓦解、重新排列，媒體界限

愈趨模糊；但電視的本質仍在於提供觀眾資訊及娛樂，科技的進展，使得電視的

品質提昇，但是其本質還是保持不變，電視所提供的內容與節目，永遠是其命脈

所在(覃逸萍，2000)。平面、有線、無線、衛星等等通路不斷增加，造成原有頻

道閱聽人的大量稀釋，因此資訊傳播媒體在競爭激烈的產業環境裡，必須以更

新、更有效的策略與更優秀的內容來吸引閱聽人(季欣麟，1998)。 

再者，目前發展中的數位電視，透過壓縮技術，原本一個類比訊號的頻道，

可以播出 4 到 6 個數位頻道，未來的頻道數量將遠大於現有的頻道數。未來節

目需求量增加，如何製作出低成本、高品質的節目，需要一個經濟、有效率的經

營方式。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對於電視媒體未來將面臨的高需求節目量、低製作成

本，可提供了一個良好的解決途徑。電視市場邁入多頻道電視環境之後，軟體或

創意稀少性的問題更是日益重要(Duffy et al.,1998)。 

由於數位技術快速發展使得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和播出系統，每一環節的流程

都會有結構性的變革，從資訊蒐集、發展、產製一直到發行，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藉由數位化之影音壓縮技術與儲存載體不斷發展，提供更有效率、大量的影音壓

縮儲存，為電視台提供更好資產儲存的方式；加上不同網路化系統建構，可促使

更多人可經由廣域網路（WAN）、區域網路（LAN）與儲存區域網路（SAN）的

連結，使電視台不同以往可同時提供多人與不同部門同時作業，不受單一素材內

容的影響；加上因應不同數位平台，無論是 IPTV、PDA、MOD、Pay Per View、

3G 行動接收，建立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傳統廣播電視科技與資訊串流科技作業

方式作整體的整合，以確保影像、聲音與資料（文件、敘述、地點等）成為單一

可辨認、讀取與使用，加上詮釋資料（metadata）扮演辨認資產的角色，使得資

產可連續不斷取得、流覽、使用與發行，以增加媒體資產的利益。 

對於電視新聞產業面臨數位時代來臨，有效整合製作流程、管理影音資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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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媒體資產的附加價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是一個可選擇方向。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數位資產管理系統應用的範圍相當地廣泛，大多運用於商業管理與印刷業

（Wadle, 2006），楊華、劉海與劉宏宇（2005）又指出目前廣電行業中媒體資產

管理系統設計兩種類型系統，一類是影音資料館式系統，較注重節目的訊息內容

之整體性，如一部電影的完整故事情節；另一類是電視台內部資料管理式系統，

其對象為電視台的記者、編輯，偏重節目資料的局部特性，如一個節目中某個人

物肖像、某個建築物的構造，更注重從鏡頭上摘取訊息。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在電視產業中的發展與節目製作流程管理以及資產應用，如電視台

新聞製作的採訪、編輯、播送或節目製作編輯、播送之數位化管理以及資產數位

化後附加價值應用。 

貳、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所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皆以電視產業為主，加上研究者採用深度

訪談法所訪問對家為台灣、香港和中國等三地 7 家電視產業已採用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之決策主管、實際節目製作或工程技術人員，另修正式德菲法的問卷意見調

查對象為兩岸6家數位系統整合科技公司之專家與 6位資訊傳播與媒體資產管理

之學者，經由上述研究方法以了解電視媒體採用媒體產管理系統的原因與產生效

益、發展所面臨瓶頸、所需的資產以及未來發展與應用的情況，因為本研究的方

向與結果均以電視媒體產業為主，若將本研究之結論運用於其他傳播媒體需持保

留態度。 

第六節 名詞釋義 

一、媒體資產管理（Media Asset Management, MAM）系統 

一般而言，媒體資產是指各種形式的媒體，從印製品（Print）至高解析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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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擁有者而言，它們具有經濟價值（Holst, 2001）。卜靜燕（2006）表示媒體

資產管理是指對廣電行業所有媒體資源（包括視頻、音頻、圖片與文字等）進行

採集、製作、播出、保存和再利用的全部過程的綜合管理。通常在電視台的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是指包括了儲存系統、內容管理、影音訊息編解碼、網路系統以及

綜合業務管理系統等（淩華生、李榮紹、唐曉暉，2005） 

二、線上儲存（On-line Storage） 

線上儲存是指儲存設備和所存儲的數據隨時保持「線上」狀態，供使用者隨

意讀取，滿足計算平台對數據取用速度要求，就像電腦中常用的磁片存儲模式一

樣。一般線上儲存設備為磁片和磁片陣列等，價格相對昂貴，但性能較好（魯躍，

2002；王虎，2002；劉永春，a2004）。 

三、近線儲存（Near-line Storage） 

此種性能較低的儲存方式介於線上儲存和離線儲存之間，可提供存放那些

並不經常使用或是取用量不大的數據；但此設備需具查詢迅速、傳輸率高的能

力。因此，近線儲存性能要求來說並不高，但要求較好的取用功能。一般而言，

不常用數據占總數據量的比重比較大，所以也就要求近線儲存設備在容量需求相

對較大（魯躍，2002；王虎，2002；劉永春，2004）。 

四、離線儲存（Off-line Storage） 

離線儲存是對線上儲存資訊數據的備份，以防數位資訊可能發生無法挽救不

測意外。離線儲存數據不常被調用且遠離應用系統，所以用「離線」來描述這種

儲存模式。在離線儲存載體上的數據進行讀寫時是順序進行的，當需要讀取數據

時，需要把卡帶卷到頭，再進行定位；若修改已儲存的數據則所有的數據都需要

全部進行改寫（魯躍，2002；王虎，2002；劉永春，2004）。 

五、 詮釋資料 

指用來定義，辨識電子資源以及協助資源取用的描述方式，最為人所接受為

「資料中的資料」（data about data）（Weibel, Godby & Miller, 1995），在國內多譯

為「元資料」、「詮釋資料」、「後設資料」等不同詞彚，依據中央研究院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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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研析，詮釋資料約略劃分成物品 （object）、人物（person）、時間（time）、

空間（space）與事件（event）等五大型態，依據前此五大類詮釋資料的互動牽

引，達成靜態（static）與動態 （dynamic）兩種知識內涵的架構與展現（陳亞寧、

陳淑君，1999）。 

六、 數據遷移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透過詮釋資料紀錄素材的儲存位置，同時配合非常機動

的數據遷移機制，可以按照使用者之作業所需把素材或節目以線上、近線或離線

模式保存在相應的儲存系統中，並能夠快速地遷移。此方式可延長素材和節目的

生命週期，甚至使原始素材得以永久保留，並透過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有效管理和

利用（楊琛，2004）。 

七. 儲存區域網（Storage Area Network, SAN） 

為資訊數據的儲存硬體，架構上有三個層面，其中心為存儲設備，互聯成網；

第二層為伺服器，作為用戶端與存儲域之間的橋樑；最外層為用戶端。採用這樣

的儲存架構，使大規模網路及其儲存具有開放性、機動性和延展性，並且有助網

絡實用性與可靠性（越志成，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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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觀察與深度訪談 德菲法 

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探討 

專家訪談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

兩岸三地電視產業的

應用與發展 

撰寫報告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分析與探討 

第七節  研究流程 

 依照研究進行過程與步驟，訂定研究流程如圖 1-1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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