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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說明本研究的設計以及研究的實施方法，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研

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

研究實施，第六節為資料整理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係依據第一章研究目的與問題而設計，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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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了解兩岸的三地之電視媒體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產生的效

益、以及發展所面臨的障礙，首先對兩岸三地的電視媒體經營決策的專家、實務節

目製作或工程管理人員進行深度訪談；再依據訪談與文獻資料製訂出問卷，並使用

「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彙集兩岸三地的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專

家與傳播科技的相關學者對本研究相關問題的共識與同意程度以及相關建議。 

壹、 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法」為質化研究法的一種，可分為三種：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

談以及非結構式的訪談（Babbie, 1998；Berg,1998）。Wimmer＆ Dominick（2006）

與范麗娟（1994）指出此研究法常用於較小的樣本數，訪問者針對受訪者提出與研

究主題相關特殊問題加以詢問，也可根據每位受訪者回答問題的情況提出問題，所

以訪問時間可能持續幾小時或進行多次訪談，也可利用非言語反應的較長時間觀

察，由受訪者回應的意見、價值、動力、回憶、感覺等詳細闡述獲得特殊資訊，但

也因為訪問者與受訪問者的關係，而影響訪問情境與相關資訊。韓培爾（2003）也

表示如果使用得正確，將可獲得包含口語和非口語的豐富資料。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施美玲（1997）指出利用此法訪問者可以控制問答

的方向、確保訪談品質、縮短訪談時間，可導入受訪個體對於研究問題深入與詳盡

的說明與探討。 

貳、 修正式德菲法 

德菲法是 1950 年代由美國「蘭德﹙Rand﹚公司」所開發出來的，用以預測未

發生的科技事件（丁明勇，1984），兼具量化與質性之科技整合研究方法（宋文娟，

2001）。Goodman（1987）與 Whitman（1990)認為此法具有以下幾點特性：由專家

小組提供意見、採用匿名方式、反覆循環的問卷方式、以描述性統計方法呈現團體

意見。 

楊宜真（1999）表示德菲法是一種能夠成功預測未來趨勢的調查技術，也是有

關科技、教育、人力訓練等研究中常見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德菲法運用在某些

特定情境時，效果特別顯著(Race & Toma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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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適合在集體意見的基礎下進行主觀的判斷。 

（二）參與的成員涵括各種不同經驗或專家背景。 

（三）成員在面對面的意見交換中無法有效互動。 

（四）限於時間與成本無法舉行小組會議。 

 賴明勇、林正龍、孫楓林（1999）、Listone& Turoff（1975）指出德菲法的主要

實施程序與一般調查法略有不同，主要在發放問卷回合數，分別步驟為： 

（一）界定主題(issue specification)，確立主題與目標。 

（二）選擇專家(selection of experts)，選擇標準是以具有與議題相關的專長，有豐富

的工作或研究經驗。 

（三）設計問卷(questionnaire design)，當專家名單確定後，根據欲探討的議題與目

的設計第 1 回合問卷，以蒐集專家對問卷中議題的個人看法。 

（四）分析第 1 回合結果(analysis of first-round results)，回收所有已答覆問卷後，研

究者便整合開放式問題的調查結果，編製第 2 回合所需的結構式問卷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五）發展後續問卷(development of subsequent questionnaires)，專家成員回覆第二

回結構式合問卷後，研究者著手進行第 3 回合結構式問卷。 

（六）資料統計與分析(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最後一回合的問卷統計結果顯示

專家小組意見已趨於一致或趨於穩定時，便開始針對最後一回合的問卷結果

進行資料分析。 

部分德菲法基於特殊考量，修正了原有典型作法擷取其精神與優點，把繁複的

問卷過程適當的簡化，也就是省略了開放式的問卷施測，根據大量相關文獻資料，

經過前測修改後，直接發展出結構式問卷，或專家訪談方式取代，作為第 1 回合調

查工具，稱為「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Murry & Hammons, 1995；

Simpson & Smith, 1993；宋文娟，2001）。採用此種方式的好處是可以節省時間與經

費之外，結構性的問卷能讓參與研究專家成員立即將注意力集中在研究問題上。 

本研究欲探討資體資產管理系統在兩岸三地發展，議題著眼於未來，本身可提

供的資訊較少且不確定性高，因此必須藉再由傳播、資訊領域等專家提供判斷資料，

另由於需進行調查數位系統整合公司與學術研究單位之專家學者彼此分散，加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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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區幅員較大以及考慮研究人力與經費，故採用修正式德菲法彙整專家學者對本

研究的相關問題的看法。 

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 深度訪談法 

Dennis（1999）與 Roth（2004）均指出電視台實施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涉

及經營管理之策略規畫、建構系統前後之作業流程對實際作業人員的影響、以及整

合廠商技術評定與選擇。本研究因此將電視台內之經營管理決策人員、實際參與節

目製作或工程人員列為訪問對象。電視台之策略經營專家以瞭解電視數位化整體的

沿革與發展、參與電視媒體未來發展或是公司營運決策過程之專業經理為主；實務

製作人員與資訊工程人員。 

研究者於 2005 年 6 月至 7 月間經由相關文獻、訪談、發送電子郵件、電話訪

問等方式對台灣地區無線電線台與有線電視台的經營決策或是資訊工程人員，以了

解其電視台的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建構發展情形。綜合上述詢訪結果，在無線電視台

中之台視、中視、華視與公視均尚未引進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僅在進行規畫階段，

民視雖已採進自行開發的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但系統僅能產生低解析度的影音信號

作為查詢之用，尚未進行高解度（高碼流）的數位化建檔，並不能由伺服器進行檔

案遷移作為編輯製作發布之用，尚不能稱為完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有線電視台

方面已有東森電視台、年代電視台、緯來與富邦電視台四家電視台已實際引進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故以此四家電視台列為台灣地區之研究訪談的對象。 

目前中國地區將數位化、網路化與媒體資產管理列為重要的廣電政策，為收集

中國地區電視技術實際發展情況，除根據前章所收集中國已建置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電視台之文獻資料，並參考 2006、2007 年 8 月間中國北京廣播電視電影設備展覽會

（ Beijing International Radio, TV & Film Equipment Exhibition, BIRTV）中實際展示

媒體資管理系統的電視台與系統技術開發公司，彙整之相關電視台與系統公司如表

3-1，選擇北、中、南已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最具規範的電視台為訪談對象，北部

為目前正在建置最大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北京中央電視台（中科大洋，2003）、中部

是首家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上海文廣電視台集團、南部則已建置媒媒體資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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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系統的廣州電視集團為例；香港以全天 24 小時播出新聞、財經和評論節目，唯一

全台已採用無帶化，現已規劃建構媒體管理系統（見附錄一，王宏波訪問稿），也是

唯一獲准進入中國大陸境外華語時事資訊頻道的鳳凰電視集團作為訪問與觀察的對

象（中科大洋，2001）。 

表 3-1 中國地區開已建置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電視台與技術開發公司 

 建置媒體資產管理系系電視台 系統開發公司 

1 中央電視台、廣州電視台、南京電視

台、蘇州電視台、解放軍電視台、鳳

凰電視台 

中科大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htttp://www.dayang.com.cn) 

2 中央電視台、廣西電視台、福建電視

台、遼寧電視台、湖北電視台、天津

有線數位電視、哈爾濱數位有線電視

台 

捷成世紀媒體科技公司

（http://www.jetsen.com.cn） 

3 天津電視台、寧波電視台 新奧特矽谷視訊

(http://www.newautovideo.com.cn) 

4 重慶廣播電視集團、成都電視台 索貝數碼科技

(http://www.sobey.com) 

綜合上述相關資料，彙整本研究所訪問電視台之經營管理決策人員和實際參與

製作與工程人員名單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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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電視台訪談專家類別與相關名單 

訪談專家類別 訪問專家服務單位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東森電視台/工程部周副總經理、

陳專員 

2007/6/14 實地訪談(地點：東森

電視台) 

年代新聞台/新聞部製播中心 潘

主任、數位工程部溫副理 

2007/6/11 實地訪談(地點：年代

電視台) 

緯來電視台/工程處田副總經理 2007/6/13 實地訪談(地點：緯來

電視台) 

 

 

台灣 

富邦 momo 親子台李副經理 2006/10/04 電話訪問與電子郵件 

中央電視台/總編室、音像資料越

館長 

2007/5/30 實地訪談(地點：中央

電視台音像資料館) 

上海文廣集團/技術運營中心 信

息技術部唐主任  

2007/5/28 實地訪談(地點：上海

文廣新聞傳媒集團) 

 

中國 

廣州電視台/總編室朱主任毅、播

出部植主任 

2007/5/31 實地訪談(地點：廣州

電視台) 

 

 

 

 

 電視媒體經營決策的專家 

 

 

 

 

 

 

 媒體實務節目製作及工程管理

人員 

香港 鳳凰衛視有限公司/高級網絡管理

王工程師 

2007/5/31 實地訪談((地點：香港

鳳凰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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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修正式德菲法 

本研究以修正式德菲法調查專家學者對本研究相關問題的看法，依據 Murry 

& Hammons（1995）所整理相關研究資料，認為在選取專家群人數方面，最適

宜應不少於 10 人，若大於 30 人的專家群數目，對於研究的貢獻也極有限，因為

人數過多工作量繁雜，難以獲得有效的結論。研究的信度可能因為隨著專家群的

數目增加，但本研究基於經費與可行性，故選定數位系統整合專家與學者以 10

至 30 人為佳。 

一、 數位系統整合專家 

系統整合專家以熟悉傳統電視媒體硬體技術與數位傳播科技發展，選擇對象

係根據文獻資料之兩岸三地所彙集之相關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整合公司經電話、電

子郵件聯繫，意願擔任本研究之專家小組成員如表 3-3。 

表 3-3 修正式德菲法研究之專家學者名單 

專家類別 地區 訪問專家服務單位 

上洋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凃總監 

大猩猩科技有限公司 吳經理 

 

台灣 

台員科技公司 駱處長 

中科大洋科技 周總監 

捷成世紀媒體科技 趙總監 

 

 

 數位科技系統整

合方面的專家 

 

中國 

索貝數碼科技 黎工程師 

 

二、 學術單位之研究學者 

在學術研究人員之選擇，台灣因研究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學術文章尚少，所

以選擇範圍擴大以專長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或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為調查對象；

同時彙整中國國家圖書館與香港七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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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學院與嶺南大學）

網站，蒐集已發表相關媒體資產管理系統論文之指導學者（如附錄二），期成為

本研究修正式德菲法調查對象，經電話、電子郵件聯繫，意願擔任本研究之專家

小組成員如表 3-4。 

表 3-4 修正式德菲法研究之學者名單 

專家類別 地區 訪問專家服務單位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吳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蔡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張

教授 

 

 

台灣 

亞洲大學資訊傳學系林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 劉教授 

電子科技大學 唐教授 

 

 

 

 傳播製作、管理與

科技方面學者專家 

 

中國 

西南石油學院 陳院長 

 

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 深度訪談法 

 由於目前兩岸三地電視媒體具有不同的特性，故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則會產生不同的需求、技術要求與應用範圍，隨著未來數位電視的面開播、檢索

技術的改進與資訊產業軟硬體科技發展，此一整合性的技術會持續更新，加上電

視節目製作無論是在前製企畫作業、拍攝編輯、後製美術包裝與節目發行均需要

專業經驗，為加深資料與研究深度，以及兼顧受訪者自由表達的彈性，因此採用

半結構訪談方式由研究者先擬定訪談大綱，再視訪問情況來決定問題的先後順

序、訪談的時間，以獲專家深入的意見。 

由於訪問對象是電視產業之策略專家及專業工作人員，此兩者專業領域有所



兩岸三地電視產業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發展與應用之研究 

66 
 

不同，因此訪談大綱亦有所不同，依據文獻探討、次級資料分析所蒐集之資料，

擬定訪談大綱的問題如下： 

表 3-5 兩岸三地電視台訪談大綱 

1.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 

2.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視媒體產業所帶來的商業效益

3.電視媒體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資源 

 

 

 媒體經營的策略專家 

4.電視媒體產業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應用與發展趨

勢 

1.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 

2.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視媒體產業所帶來的商業效益

3.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節目製作流程上有何影響

4.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技術與

資源 

5.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面臨的障礙與困難 

6.電視媒體產業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應用與發展趨

勢 

 

 

 

 電視媒體節目製作及或

工程管理人員 

7.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異構互連時該考慮的重

點 

 

貳、 修正式德菲法 

 修正式德菲法結構式問卷設計將根據深度訪談結果，將電視台專家意見彙

理、歸類整合出相關的意見，採用李克特綜合尺度(Likert scale) 的量表評分表發

展第 1 回合結構式問卷，設計一個五點(或七點、或更多點)尺度標示同意程度以

衡量一系列問題的態度與意見（黃俊英，1996），在第 1 回合結構式問卷後研究

者將專家意見整理、統計出平均數、眾數、百分比與四分位差，並依據第一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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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發展第二次結構式問卷，第 2 回合之後的結構式問卷即以此量表建構問卷，再

進行之下回合結構式問卷資料編製、彙整與分析作業。 

第五節 研究實施 

壹、 深度訪談 

 本研究於訪談前先向受訪者說明研究目的及主要研究內容，研究者先以訪

談大綱郵寄、傳真或以電子郵件方式事先交給受訪專家，使受訪專家能對訪談內

容先有所瞭解，以利正式訪談的進行，訪談問卷內容請參考附錄三。 

 研究者於 2007 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期間對中國及香港，以及於 6 月 11

日至 14 日對台灣等三地的電視台進行實地深度訪談，在實地深度訪談過程，研

究者除進行筆記外，並取得受訪者同意進行錄音，以確保訪談所得資料之完整與

正確。本研究針對每位專家進行深度訪談時，每位訪談時間依受訪專家臨場所提

供的資料內容量以及臨場狀況而定。 

 訪談結束後，將資料依研究問題以及受訪者對於訪談問題之回答，利用現

場的紀錄與錄音，將訪談內容做逐字稿的整理與轉換，逐字稿中紀錄訪談進行中

的每一個細節，包括時間地點，研究者的提問與說明，以及受訪專家的回答與意

見。由於逐字稿的內容過於龐雜，並將專家意見彙整為附錄四，對於每一位專家

所提供的個別意見作簡單的摘要。 

 將上述整理資料再次請受訪者確認無誤，以確保資料整理並無損及受訪者

之原始語意，若二者有落差時則再次確認。 

貳、 修正式德菲法 

 以修正式德菲法對學者專家進行三回合的意見調查，具體的實施方式如下： 

寄送邀請函或電話聯絡： 

 首先於 2007 年 8 月間以邀請函或電話逕行聯絡，請專家參與本研究之問卷

調查，計有聯絡 14 位專家同意接受本研究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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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 回合結構式問卷（如附錄五）： 

 於 9 月 14 日共寄送了 14 份問卷請本研究專家小組進行填寫，專家意見於 9

月 28 日收集完成，計有 13 位專家回復問卷，問卷的回復率為 93 %，由研究者

進行彙整統計作業。 

二、第 2 回合結構式問卷（如附錄六）： 

 專家小組第 1 回合結構式問卷蒐集完成，再經彙整統計後，即進行第 2 回

合問卷製作，並將專家小組第 1 回合結構式問卷意見輯入第 2 回合問卷，於 9 月

30 日以電子郵件分別寄送本研究專家小組。 

三、第 3 回合結構式問卷（如附錄七）： 

 第 2 回合結構式問卷於 10 月 17 日蒐集完成，其中有一位專家無法陸續參

與本研究問卷調查，經由 12 專家的回復問卷意見彙整統計之後，發展成第 3 回

合問卷，此回合的問卷題項數量與第 2 回合結構式相同，統計完成後並於 10 月

20 日分別再寄送本研究專家小組，且於 10 月 23 日分別蒐集完成各專家的問卷，

因第 3 回合結構式問卷的題項專家同意程度與共識性與第二合回結構式問卷接

近，故結束本研究的問卷調查，逕行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二、三回合結構式問卷都包括前一回合分析後，整理成統計表，每

一新回合結構式問卷皆包括前一回合結構式問卷中所有專家群意見：同意度百分

比、平均數、眾數、四分位差及此專家上次所填答案。本研究所採用之統計軟體

為 SPSS10.0。 

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壹、 深度訪談 

 本研究採用 Judd 等人的理論，深度訪談以資料整理、資料編碼、資料分析、

歸納與解釋，最後採用「編輯式分析」（Editing Analysis Style）予以分析解釋（Judd, 

Smith & Kidder, 1991），使用「編輯式分析」方法時，研究者可剪裁、安排、再

安排文本，由詮釋者探尋出和研究問題有意義的類別和關聯。以下為各步驟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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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一、 資料整理  

 由於訪談是採「半結構化訪談」方式進行，資料整理首先將訪談錄音內容

整理成逐字稿，以做為後續資料整理與分類之重要依據。其次，根據本研究的目

的進行資料整理、解讀，配合研究者對於受訪者及訪談問題之背景脈絡的瞭解進

行分析，將訪談的內容給予個別概念化的分類。 

二、 資料編碼  

 受訪專家的意見分為六大類目：電視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用的原

因、所產生的效益、發展面臨的障礙與瓶頸、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實有的資源、

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的資源、以及未來發展與應用趨勢，製成下列不同資

料編碼方式如下表。首先將每一位受訪對象予以代號，其次將其意見給予分類並

編碼，以製成編碼表，第一欄位（No.）為流水號碼（1,2,3......），其編號係依問

題回答類目加以區分整理，第二欄位（內容）為意見具體內容，第三欄（類目）

則依內容分類，第四欄（備註）為與該類目有關的進一步補充說明。上述編碼表

將據以做為後續資料分析表的基礎。 

表 3-6 深度訪談資料編碼表 

受訪者 A 

No 內容 類目 備註 

A1 因為這幾年 IT 的技術發展，比方說，我個人查

閱資料，可能像到 Google 去查一些東西，其實

我門節目製作也是類似的。 

採用原因  

A6 這裡有個編目的概念，根據不同節目要求進行不

同的編目，這是整個歷史資料將它做一個梳理。

製作流程變

化 
 

 

三、 資料分析 

 此步驟目的是將所有受訪專家對同一個主題的意見彙整在一起，製成資料

矩陣，使研究者可以從中進行判讀，進行相互的比較和歸納（Judd, Smith & Ki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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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依據上述資料編碼表相關資料，將每一個類目當中各個專家的意見整合，

以「採用的原因」分析表為例，將 X 軸之變項為「採用的原因」下的類目：器

材汰舊、數位化趨勢、改變製作流程、活化影音資產、公司經營策略，軸之變項

為每一位專家的意見，例如下表為 A、B、C 三位專家在「應用的原因」中各項

的意見，經由同一主題不同受訪者意見之彙整，研究者可從中判讀意見的異同。

並分別為研究 3 個類目：「採用的原因」、「產生的效益」與「發展面臨的障礙與

瓶頸」製作資料分析矩陣表。 

表 3-7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深度訪談資料分析表 

 保存資產 

A3 節目資料的保存，以前都是保存在帶子上面，磁帶上面，那麼就是說，今後

的話，你可能會把他保留到 IT 系統進行保存，保存好之後，我可能繼續將

它再編目整理。 

C3 一個是磁帶的保管，傳統錄像帶的保管時間的限制，時間長的就不行 

B5 資料館在做這樣的工作，也是本著搶救和結合現在的生產兩方面 

E4 因為素材保存的時間，長期以前，很多素材，在磁帶的保存上，它是有一定

限制的，可能循環幾次之後，這個磁帶的品質，就越來越差了 

四、 歸納與解釋 

 完成以上資料處理與分析方法步驟後，使用「編輯式分析」之邏輯與方式，

將受訪專家的意見重新排列組合、歸納整理，從中提出分析與討論，並與文獻結

合進行解釋，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回答研究問題。 

貳、 修正式德菲法 

 採多回合問卷調查之修正式德菲法的結束時間，取決於問卷的各項統計結

果，如果問卷各題項若皆達到意見一致性，即結束調查；若未達一致，則以該題

項在前後回合間的穩定性為最終判斷依據。意見一致程度與穩定程度的統計分

析，測量對象以問卷中題項之李氏量表為準，最後再以同意程度分析各題項，彙

整出研究結果。 

一、 共識性的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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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識性分析上本研究採用兩種統計方法： 

1. 四分位差(Quartile Deviation, QD)：所謂的四分位差也就是群體中間百分之

五十意見分佈距離的一半，四分位差越小，表示專家看法越集中，Fathety

（1979）和 Hollden &Wedman（1993） 提出若四分位差小於或等於 0.6，表

示專家意見以達高度共識；若四分位差介於 0.6 和 1 之間表示專家意見只

達中度共識；而若四分位差大於等於 1，則表示專家意見未達共識。 

2. 標準差(SD)：標準差在統計上用來顯示一群數值的離散狀況，因此也可以

用來分析意見的集中程度。 

本研究參考 Fathety(1979)和 Hollden & Wedman（1993）的看法，當問卷中

選項的四分位差（Q）小於或等於 0.6，且標準差小於 1 時，認為專家對此

題項的看法達到共識。 

表 3-8 共識程度的判別標準 

題項的共識程度 判別標準 

已達共識 四分位差（QD）≦0.6 且標準差（SD）≦1 

未達共識 四分位差（QD）＞0.6 或標準差（SD）＞1 

二、 專家個人同意度的分析判定 

 本研究同意程度採用 Holden 和 Wedman (1993)的分析標準，平均數大於

4.50 表示高度同意，介於 3.50 與 4.50 之間表示中度同意。本研究呈現高度與

中度同意 之項目將為研究結果。 

表 3-9 同意程度的判別 
同意程度 高度同意 中度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平均數(M) M≧4.50 3.50≦M<4.50 2.00<M<3.50 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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