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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深度訪談與「修正式德菲法」匯集兩岸三地電視產業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的發展與應用，以深度訪問對中國北、中、南三家電視台、香港鳳凰電視台以

及台灣四家電視產業進行實地的訪談，再依據其意見與參考文獻探討所製訂之問

內，以修正式德菲法對兩岸數位系統整合專家、學者進行共識與同意程度之彙

整，藉以探討電視媒體產業應用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產生的效益、發展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所面臨的障礙、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資源、系統未來的應

用與發展趨勢。 

依據彙整的電視台專家深度訪談意見製作修正式德菲法結構式問卷，在結束

3個回合循環問卷之後，並分析3個回合的專家人數以及問卷回收率，比較3個回

合結構式問卷結果之間的共識程度與專家個人同意程度。此外，本研究以第3回

合的結構式問卷結果作為統計資料的來源，配合深度訪談內容以及每1回合結構

式問卷中專家意見於本章進行分析與討論 

第一節   修正式德菲法統計資料 

壹、 修正式德菲法結構問卷回收率 

本研究先訪問兩岸三地電視產業經營決策專家、實務節目製作與工程管理人

員，並依據其意見與參考文獻探討的相關資料設製問卷，再邀請數位系統專家、

學者進行3個回合結構式問卷，前後進行將5個月（96.05.25－96.10.23）。 

第1回合聯繫數位系統專家與學界相關領域的專家共計14 位，願意協助填寫

本研究結構式問卷，本回合寄出14份問卷對象包括：台灣計有3三位數位系統專

家、4位學術界學者，中國計有3位數位系統專家、4位學術界學者；第1回合計有

12份問卷寄回，回收率為93％，第2回合再寄出12份回收12份，回收率為100％，

第3回合問卷寄出12份回收12份，回收率100％。表4-1 說明研究進行期間專家、

學者人數以及問卷的回收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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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各回合問卷回收率 

 第1回合 第2回合 第3回合 
發出份數 14 12 12 
回收份數 12 12 12 
回收率 93％ 100％ 100％ 

本研究專家、學者的參與人數始終有10人以上的水準，且每位專家皆持續參

與每1回合的問卷；研究者透過深度訪談及問卷，明確地瞭解每位專家的看法，

對於日後分析將更有可靠的依據。 

貳、 整體意見分析 

本研究第1回合結構式問卷係依據兩岸三地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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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以及綜合文獻探討的相關資料

所建構出來；第1回合問卷分為5個部分，21個相關議題，共計彙整出101個題項，

第2回合依據專家補充意見再加入4個題項，第3回合題項內容與第2回合相同。 

研究者以四分位差、標準標與平均數作為分析的依據。一般而言，統計上四

分位差與標準差用來顯示的離散狀況，數值愈小表示意見愈集中，因此可以用來

分析意見的集中程度（Fathety, 1979；Hollden &Wedman, 1993）；平均數愈高，

表示對此題項同意程度愈高。本研究即以「四分位差」、「標準差」以及「平均

數」表示專家、學者對於該項目的共識程度和專家個人同意程度。表4-2 顯示第

1、2、3回合間的意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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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3 個回合問卷間的「共識程度」與「個人同意程度」統計 
第1回合 第2回合 第3回合  

題數 比例 題數 比例 題數 比例 
已達共識 QD≦0.6 且

SD≦1 
59 58% 72 69 70 67% 共 

識 
程 
度 

未達共識 QD＞0.6 或
SD＞1 

42 42% 33 31% 35 34% 

高度同意 M≧4.50 30 30% 38 36% 39 37% 
中度同意 3.50≦

M<4.50 
51 51% 43 41% 40 38% 

不同意 2.00<M<3.50 20 20% 23 22% 25 24% 

同 
意 
程 
度 

非常不同

意 
M≦2.00 0 0 1 1% 1 1% 

在共識程度方面，第 1 回合中有 59 達到共識程度（Q ≦0.60 且 SD≦1），

42 個項目為未達共識程度（QD＞0.6 或 SD＞1）；到第 2 回合時，有 72 個達

到共識性程度，33 個項目為未達共識程度；到第 3 回合時，有 70 個達到共識程

度，35 個項目為未達共識程度。個人同意程度方面，由表 4-2 可知，第 1 回合

中有 30 個項目為「高度同意」、51 個項目為「中度同意」、20 個項目為「不

同意」；第 2 回合中，則有 38 個項目為「高度同意」、43 個項目為「中度同意」、

23 個項目為「不同意」、1 個項目為「非常不同意」；第 3 回合中，則有 39 個

項目為「高度同意」、38 個項目為「中度同意」、25 個項目為「不同意」、1

個項目為「非常不同意」。 

表 4-3 更清楚地呈現最終各部份的意見分佈情形。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的原因」中，有 80%的題項專家意見達共識及高度同意程度，13%題項意見達

共識及中度同意程度，顯示專家對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有相當共識，且

相當肯定題項的敘述，僅有 7%的題項未達到共識。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產生的效益」中，有 55%的題項達到共識及高度同意度，另有 41%題項呈現達

共識與中度同意，僅有 5%的題項未達到共識。在「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瓶

頸」中，專家的意見呈現共識度不集中、同意程度較分歧的情形，未達共識性與

不同意程度達 83%，顯示專家對發展瓶頸題項的認同程度較低，此部份將佐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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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談內容討論。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資源」中，有 27%題項達共識

及高度同意，有 55%的題項達共識及中度同意；但有 19%的題項為不同意或未

達共識。另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的發展與應用」方面專家意見相當集中，

計有 91%的題項具有共識且達高度同意或中度同意，但有 9%的題項為未達共識

性且為不同意程度。 

表 4-3 第 3 回合意見分佈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效益 

 達共識性 未達共識性  達共識性 未達共識性

高度同意 12(80%)  高度同意 12(55%)  
中度同意 2(13%) 1(7%) 中度同意 9(41%) 1(5%)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瓶頸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資源 

 達共識性 未達共識性  達共識性 未達共識性

高度同意   高度同意 6(27%)  
中度同意  2(9%) 中度同意 12(55%) 3(14%) 
不同意 1(4%) 19(83%) 不同意 1(5%)  

非常不同意  1(4%) 非常不同意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的發展與應用  

 達共識性 未達共識性    
高度同意 9(39%)     
中度同意 12(52%)     
不同意  2(9%)    

非常不同意      

註：表格呈現的數值為題項數目，括號內為其所佔百分比 

統整上述資料，比較各議題意見分佈發現，專家對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

瓶頸之題項爭議較多，經過三回合的結構式問卷調查，大多數專家仍維持原來的

想法；分析過程中，以第 3 回合中各題項的共識與同意程度為判定標準。高度一

致、高度同意者為當然結論，其餘題項輔以訪談瞭解專家意見，判斷其是否納為

結論。以下分別就電視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的效益、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瓶頸、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所需的資

源，及未來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發展與應用等五部份於本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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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 

壹、 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訪問中國三家電視台、香港電視台與台灣四家電視台將其採用媒體資

產管理系統的原因歸類為因應數位無帶化、影音資產保存、硬體設備更新、資料

查詢系統等四方面，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因應數位無帶化之需求 

經由表4-4的電視產業的訪談，因為電視台影音製作環境的改變，加上視音

頻信號採用網路與多平台影音播送日益普遍，使得電視台的影音製作更需快速與

準確的影音製作技術，因此涉及到影音資源共享，製作流程的改變，均需採數位

化作業來進行，而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係為達成完整數位無帶化的方法。 

表 4-4 因應數位化製作之需求訪談整理 
編號 意見 

A2 作為一個編導，他們可能不能滿足以前傳統的設備來做，他可能也希望

能夠透過這個網路上來做這些事情 
A5 現在的非編系統，不管是新聞製作系統，可能加上我現在前期的採訪攝

製，採用藍光盤或是 P2 也好，它們已經是一種數字概念，它保存是保

存在硬盤上面，然後再保存視聽資料帶子上。 

B14 就是形成一個規模化的流程，從前期的採集、製作，到播出都是數位化，

這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才能更充分的發揮。 

C5 做了媒資系統之後，其實我們決定從決策到播出，整個過程全部網路

化、電子化去完成，這個整個決策過程上帶上現代化的色彩，非常快速、

準確便利。 

D7 數字時代就不存在這個問題，所有數字磁帶，我拍的，一回來的時候，

我就導到硬盤裡面去，把素材全部灌到硬盤裡面去，這個硬盤不是我個

人用的，是電視台的，全部都有儲存，我再進行看片這就是數字時代所

要做的。 

F1 採編製播存都走數位化，才想到說整個用媒資儲存的方式 
G5 面臨很多平台的發展技術出來 

G22 可以做不同平台的轉換 

G8 以後變成 data 以後，你看到都是一些 IT，一些符號 

H3 那也希望整個不只片庫的數位化，其實東森要做都是整個流程的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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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就是一個無帶化的環境就對了 

二、 因應影音資產保護之需求 

由於電視產業歷經了數十年的發展，從早期的影片拍攝、3/4吋錄影帶、類

比（模擬）與數位錄影帶與高畫質錄影帶，一直到最近推出的藍光光碟與P2記憶

卡，發展的趨勢由錄影帶的紀錄方式漸漸轉入數位無帶化的光碟或記憶卡，為了

使影帶的內容得以保存，數位化技術提供的此影像另一種高容量、高效率的存儲

方式，以下為訪談電視台專家的看法如表4-5。 

表 4-5 因應影音資產保存之需求 
編號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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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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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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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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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因應設備汰舊之需求 

對於電視台業者而言，以影帶式播放影音節目的錄放影機的使用大多使用超

過10年，幾乎已經接近淘汰期，加上業者表示電視台負責影音播映的錄放影機，

現在發展速度越來越慢，大多已由電腦的伺服器所取代，以下為訪談電視台專家

的看法如表4-6。。 

表 4-6 因應設備汰舊之需求 
編號 意見 
B4 原來那些設備也都不能再用了，不合時宜，所以迫切地建立了這個系統。

G4 投入做這個 MAM，這個 tape bass 的環境，因為我們原先的設備大概都

已經用了 10 年了，10 年大概就已接近淘汰期了 
G3 VTR 是一個夕陽工業，發展的速度越來越慢 
G10 在拍的時候就不是拍在帶子上面，是利用 video server 來做錄影的工作

G12 以前都是 VTR，現在都是 computer 

四、 因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之需求 

在訪談問電視台業者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視音頻建立詮譯資料（元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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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除了存儲影音檔案資料外，更具影音資產搜尋功能，可經由資料庫獲得文

字性資料之外，亦可經由低解析度影像檢視調用影音資料是否符合實際運用需

求，所以電視台的專家認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結合了資料影音查詢流覽的功能，

對於影視工業具有革命性的變化，如表4-7。 

表 4-7 因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功能之需求 
編號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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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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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一開始就進入一個收錄平台…，那這裡面我們要的一些媒資的關鍵標指

都有，然後就是每天做好以後，都會自動歸檔到媒資系統裡面去，然後

再根據媒資系統再做一些簡單地調整，每天形成的內容都可以進入媒資

系統，然後將來作為檢索之用 
B9 回憶這盤帶子可能有我們的東西，拿到機房，申請了以後，就在邊找半

天。 
C4 檢索資料方面有革命性的變化 
D5 直接從編目系統，通過硬盤在海量儲存，資料中直接找到所需要的 
D6 我的限定詞，輸入電腦裡面，直接從裡面發落，它這個是一個全新的搜

索方式，有它類似現在的百度與 Google，它應該適合我們現在流行的

網路的工作方式，這個就是我們認為從模擬時代至數字時代的轉變。 
D18 提供了方便快捷、一步到位的檢索方式 
F4 再利用非編剪接，剪接調帶都方便，快速檢索直接下載下來剪輯確實這

部份也有很大的幫助。 
H6 再利用非編剪接，剪接調帶都方便，快速檢索直接下載下來剪輯確實這

部份也有很大的幫助。 

貳、 修正式德菲法 

以下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在數位無帶化、影音資產保存、硬體

設備更新、資料查詢系統等四方面，以修正式德菲法研究結果以下進行分述： 

一、 因應數位化之需求 

由電視台訪談因應數位無帶化需求之議題，再對數位系統整合專家與學者進

行第3回合後，有關電視台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原因在因應數位無帶化之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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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結果，如表4-8所示。 

表 4-8 因應數位化製作之需求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高電視產

業人員數位化的知能 

4.25 ○ 

SD=0.622 
QD=0.5 2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進行影音

資料上、下載 

4.67 ◎ 

SD=0.492 
QD=0 3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無帶化

節目製作的流程 

4.83 ◎ 

SD=0.389 
QD=0 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非線

性編輯工作站 

4.83 ◎ 
SD=0.389 
QD=0.5 5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後端自

動播放系統 

4.75 ◎ 

SD=0.452 
QD 0.5 6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網絡資

源的應用 

4.58 ◎ 
SD=0.447 
QD 0.375 7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有利節目的多

元平台的發布、服務更多元化 

4.75 ◎ 

SD=0.452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從此項題項相關統計數據判斷得知，專家除對「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

高電視產業人員數位化的知能」的看法是持中度同意的態度之外，其餘有關數位

化的需求之項目均為高度同意，而且所有題項均達共識。 

其中專家對於具有數位的功能的「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非線性編輯工作

站」、「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無帶化節目製作的流程」的態度顯示高度同意

與共識性極高，即QD=0；在系統整合上如「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進行影音資料

上、下載」與「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合後端自動播放系統」二項看法專家持高

度同意的看法，對於涉及全台數位化聯結與資訊發佈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結

合網絡資源的應用」以及「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有利節目的多元平台的發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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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元化」專家也是持高度同意的態度。 

二、 因應影音資產保存之需求 

根據電視台專家的訪談意見與結合文獻探討相關資料所製作問卷，問卷內容

有關電視產業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在影音資產保存之需求，經對數位

系統整合專家與學者經過反覆的意見調查結果如表4-9。 

表 4-9 因應影音資產保護之需求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 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能對電視媒體

累積的資產進行有效的管理 

4.87 ◎ 

SD=0.421 

QD=0.5 2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解決媒體資

產的保存問題 
4.58 ◎ 

SD=0.515 

QD=0.375 3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能延長影音資

產保存年限 
4.75 ◎ 

SD=0.452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由表4-9所示可發現專家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能對電視媒體累積的資產進

行有效的管理」的意見同意度極高且共識性一致（Q=0）；另在「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可解決媒體資產的保存問題」以及「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能延長影音資產保存

年限」的態度為高度同意，數位系統專家與學者認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以解決

媒體資產的保存問題，並可延長保存年限。 

三、 因應設備汰舊之需求 

此項目由對電視媒體訪問結果與文獻探討相關資整相關資料，經由研究者設

計下列題項向數位系統專家與學者進行多次調查意見，其意見如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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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表 4-10 因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之需求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875 1 ★傳統的放影機會被體資產管理系

統的伺服器所取代 

3.67 ○ 

SD=1.231 
QD=0.5 2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設備保固期

限較長 

3.5 ○ 

SD=0.905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設備保固期限較長」專家的看法是趨於中度同意態

度，傳統影帶的存儲能力最大的存儲能力為2個小時左右，在存儲能力無法與數

據流磁帶或磁碟相比。 

另專家們在「傳統的放影機會被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伺服器所取代」的共識

性亦分散（Q=0.875，SD=1.231），且專家在問卷回函中亦補充意見表示「媒體資

產管理系統，並非用來取代任何傳統設備，就像電視發明後，廣播並沒有被取代」

（參考附錄五），所以此項不列入討論。 

四、 因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之需求 

在此項問題中以綜合設計3個題項為電視台所認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因

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之需求，表4-11為第3次問卷後數位系統整合專家與學者

之統計資料，如表4-11所示。 

表 4-11 因應資料與影音檔案檢索之需求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 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具有影音檔案

的查詢功能 
4.75 ◎ 

SD=0.622 

QD=0 2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具有資料檔案

的查詢功能 
4.75 ◎ 

SD=0.622 
QD=0 3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提高節目素材

獲取的快速性 

4.92 ◎ 

SD=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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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其「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具有影音檔案的查詢功能」、「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具

有資料檔案的查詢功能」與「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提高節目素材獲取的快速性」同

意程度極高，四分位差為零，顯現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資料檔案搜索與影音檔案

之素材獲取均具有優勢。 

參、 討論 

從研究結果中，電視台的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的原因為配合全台數位化製作需

求、影音資產保護所需、新型資訊設備取代舊型設備與具備資料與影音的檢索功

能等因素。 

由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影音紀錄方式在數位化技術發展潮流中，光碟、硬碟

與記憶卡等新資訊產品在影音拍攝紀錄與存儲能力已趨成熟，現已由電視產業的

製作人員所採用，加以網路傳輸的傳遞效能精進，提供視音頻以非即時（not 

real-time）的方式擷取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提供非線性編輯設備應用，經由伺

服器的線上播出與再由影音資料庫的存儲，此為完整全數位的製播流程，已可達

成數位無帶化的製作要求，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是進行數位無帶化的影音資料

管理的第一步，此和George et al.（2000）與Pagani（2003）的數位整合時代運用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數位儲存系統與網絡在電視節目製作與系統工具整合的概

念相符。 

綜合專家在採用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原因，係可有效利用資訊技術對數位

化的影音檔案進行有效管理，加上硬碟與數據流磁帶（Linear Tape-Open, LTO）

的使用得以解決資產保存的問題，使資產保存年限可以延長，DiMarco（2004）

與楊華、劉海、劉宏宇（2005）也認為基於可靠安全的儲存因素考慮，數據流磁

帶（linear tape-open, LTO）是一種成熟的技術，其容量大、提供長期保存方法。 

電視台已開始逐漸採用無帶化的製作流程，可由Baumann & Larabi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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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述中得知硬碟容量能力以每百萬位元速率增加，價格卻下降，影帶的功能已

可完全被取代，趨於科技在分享能力展現，SAN與NAS系統已經成為廣播行業的

製作與頻道播放伺服器之一般儲存區（common pools of storage）。雖然採用伺

服器取代傳統的錄放錄機有其便利之處，但是電視台在線性設備使用年限亦有數

十年，亦多面臨汰舊的年限，一時舊有的設備尚無法由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設備

全部取代，但無帶化是必然的趨勢；另一方面資訊產品特性是保固期通常較長，

是傳統線性設備無法比擬的，亦是其在廣播市場產生消長的因素。 

由文獻中 Austerberry（2001）提出利用數位資產管理系統成為影音媒體中心

可改進傳統資產管理模式下的查詢系統耗費多時的缺點，由本研究中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具有資料與影音檔案的查詢功能得到說明，其原因是資產數位化後，利用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具有資料文本檢索與影音辨示等相關技術，使用者可使用關鍵

詞或影音相關畫面（key-frame）以增加影音檔案搜尋速度與精確度。 

 

第三節   電視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效益 

壹、 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訪問中國、香港電視台與台灣電視台後，將其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的效益歸納成效率、成本、作業流程與節目內容等四方面，以下進行分別敘述： 

一、 效率方面 

由訪談結果電視台的多位專家對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增加工作效率均

持肯定的態度，尤其在新聞部門對此方面更為重視，素材的回調與取得對於新聞

編輯人在速率上是非常重要，如果一則新聞無法能夠在即時內完成製作提供播

映，對於新聞作業報導要求「新」與「快」的基本要求無法達成，將導致影響收

視率，對於電視台的營運是一大損失。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所有的影音素材先進

行數位化處理，在擷取入系統時將視影頻信號上載分成高、低解度（高、低碼流）

的檔案，低解度（低碼流）的檔案可作為編輯人員進行查詢流覽將所需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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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歷史資料畫面，經由檢索系統查詢後逕行影音檔案的回調，不似以往使用影帶

作業時，對於磁帶申請有一定的作業流程，編輯人員持有素材資料後需至錄放機

機房進行回看，對講求時間效率的新聞節目製作而言，影音資料採用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後的確可以提高其作業流程的效率。如表4-12所示為專家對採用媒體資產

管理可增加速率的意見內容。 

表 4-12 效率方面的採用效益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12 我可能先填個回調的東西，幫你自動完成，然後等你採訪回來進行後期

製作的話，這些資料已經在我的非編系統裡面了，就直接可以用了，那

這個效率就非常地高 

B9 回憶這盤帶子可能有我們的東西，拿到機房，申請了以後，就在邊找半

天。 

B11 現在我們把它統統數字化以後，只在網上去流覽，我想選擇資料，什麼

樣的東西通過視頻，通過看內容，選擇到你所要的東西，一方面可以有

目地去使用資料，而且效率很高。 

D3 它最不方便的地方是時效的問題，就是在過去模擬時代影像的使用是磁

帶化，它有一聯串的程序，而程序限制它的使用 

E14 工作效率的提高 

E3 一開始出發到最終環節數字化這一塊，也是很有必要去做了，尤其是對

新聞來說，我需要找很多素材的時候，效率也是很重要的。 

F2 整個東西數位化存在媒資之後，在調用甚至於對外，也能作一些比較方

便的儲存跟傳輸的方式。 

F29 可運用的時間會增加很多 

H10 生產流程的部份，獲得很大的一個改善，我認為就是在整個效率提升的

部份大概有 30%以上 

二、 成本方面 

在成本方面，沒有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時候，編輯人員經由申請至庫房

借出影帶，再到看片機房利用錄放影機進行影帶的檢視，篩選所需的素材，常有

的情況是在一大堆影帶前前後後的檢視影帶後，仍沒有適合使用的素材，此種情

形對於影帶與磁頭而言，無疑是一大損傷，成本對於電視台而言也是一種負擔；

但影音資產若是完成數位化後，作業人員所需的影音資料可以直接由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的存儲中心，經由申請下載的功能，回調至作業人員所指定的存儲資料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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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流覽，所使用的硬體設備只是網路設備與個人電腦，比起錄放影機與機房設

備動則上百萬元的支出相比，就電視台而言，可以說是節省了一大筆設備經費。

所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存儲載體對於電視台而言，成本比會比以往類比（模擬）

磁帶降低許多。 

此外，影帶空間的保存方面，錄影帶需要有一個非常寬廣的庫房來陳列與存

儲，不僅如此，影帶在保存一段時間後，需有作業人員運用機器使影帶運轉，以

免產生發霉或是產生黏貼的情形，對電視台作業上而言，皆需浪費人力與物力。

由表4-13綜合的電視台專家對於影帶的磨損、錄放影機器的耗損、資料的存儲空

間的意見。 

表 4-13 成本方面的採用效益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10 磁帶也磨損很厲害，結果什麼都沒有，機房用很多，磁帶也磨損，傳統

製作的諷刺 

D2 傳統模擬時代，這種使用效率就很不容易，而且要一個很大的物理空間

來儲存 

D4 根據模擬電視使用的特點，至少每年要上機跑一次，不跑之後，2、3年

以後它就碎了，這裡而耗費的人力、物力，耗費的成本很高，維護成本

很高 

E1 地方的問題，放帶子需要很大的空間，去放這個東西，把這個帶子數字

化之後，就不需要傳這麼大的空間 
G1 會產生帶子的消耗，機械本身成份的消耗，預估這邊的費用一年大約一

兩千萬以上，這是第一點，成本上的考慮 
G20 成本的控制 

三、 作業流程方面 

由專家對於引進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作業流程上最大的不同點，就是影音資

料共享，這也是以往使用影帶所無法實現的，使用影帶時所有的作業人員所依據

只有一個母源就是影帶本身，從拍攝開始到完成編輯製作，美術音效加工、播送

放映至送庫存儲，完全依靠影帶來帶動整個作業流程，在整個流程中人員無法得

到影像的共享，如甲編輯人員正在編輯一則有關台北101大樓興建相關工程新聞

提供播出，另乙編輯人員也需要採用此畫面資料作為專題報導之用，但僅有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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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影帶可資利用，乙編輯人員只有等待或尋求其他畫可代替，此種情形對於作業人

員經常會造成編輯作業上不便與效率的影響，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資源缺乏共享

性。 

若是影帶經由數位化後，轉換成檔案記錄方式，存放於資料庫中，作業人員

經由提出申請程序後，藉由系統本身數位化的複製功能，再利用網路逕行傳遞提

供申請人員所需的影音資料，這對於作業人員而言，無疑是提高了作業的便利

性，對於資產而言也增加共享性。另一種益處是對於原載體是保護措施，可以省

去作業人員頻繁地借出歸入影帶，以及減少影帶在錄放影機具中反覆磨損的情

形，對於影帶的內容是一種保護的方法。 

另一種由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產生的功能就是在流程上的權限的設定，這也

是網路作業的一大特色，由於電視台作業流程大都是模組方式，每一部分人員所

職掌的業務性質不同，所需的資料與責任分工性質也不同，藉由部門權限的設

定，一則可以保護公司內部的資料的安全性，也有利於責任的歸屬。如表4-14為

訪談電視台對於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效益之流程上的綜合意見。 

表 4-14 作業流程方面的採用效益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7 從採集就開始了有變化，由分享前期採集拍攝的這樣需求，而不是立刻

去製作，而是先提供共享，先提供數據，大家一起來使用，採集之前，

要做一些準備，有多少的剪輯要來準備，先形成一個提綱，把各提綱所

須要拍的鏡頭，內容集中，然後再來做，…。 

B8 還有一個就是視頻資料廣泛地重新共享，也是一個以前傳統製作難實現，

B12 可說是共享資源，對於原有的載體還是一種保護，有很多的優點，原有

的載體是可以保護的。 

D8 一旦輸入以後，將來的使用，全線採取權限註冊 

D9 網路的兩大特點，一個是動線，一個是權限，那麼在影像資料方面，作

為電視台來說，它擁有資源的最大值。 

D17 它做到共享，在權限之下，所以做到高度地共享 

G9 作業流程會簡化掉 

四、 節目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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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媒體最為吸引人就是節目內容，電視產業所擁有的龐大的影音資產是其

最大的資源，但由於電視台經歷了數十年的發展加上電視產業在技術不斷的更

新，以往所使用的設備將因性能老舊而無法再使用，如珍貴影音內容仍用舊有影

帶保存將產生無法再使用，這對於電視台而言絕對是一大損失；採用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就是要利用數位化技術再創造出影音的價值，藉由查詢系統提供的正確的

影音查詢功能，可簡便地將影音檔案回調，提供非線性編輯工作網運用，使電視

台內部影音資產增加再利用的機會，因為可資利用的素材增加，得以豐富節目的

內容。以下表4-15為電視台專家在節目內容方面，對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看

法。 

表 4-15 節目內容方面的採用效益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16 我們理解媒資概念，這樣一個大的系統，它最重要的話都是為集合節目

製作播出，最終也是落實提供一個價值來服務的 

A21 我們現在所謂的媒資系統，其實我覺得歸功到底就是屢創的價值，就是

你的投入與產出要能批配 

E15 畫面內容的豐富 

D1 將來電視媒體的營運過程中，我們如何利用它增值 
E5 媒資提供的功能是不同的，分 2個方面，一個是保存，一個在利用。 

H2 整個生產流程的部份，怎麼樣大家有個 sharing storage 能夠從裡面得

到共同的 content 來做重製，各頻道的應用，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F30 在做這個綜合性應用，比較可以看到效益，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節目，它

們都是單元性，不可能切，某個單元這就比較難，但是針對比較有深度

內容的 content 的話，它可以再製。 

貳、 修正式德菲法 

本部分將有關效率、成本、作業流程及節目內容等4方面對數位系統整合專

家與學者進行問卷調查，以下為此4四方面的同意與共識度的統計： 

一、 效率方面 

以下關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電視台產生效益在效率方面的影響，專家的進

行第3次問卷的結果如表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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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效率方面的採用效益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儲存能力比傳

統磁帶高 

4.33 ○ 

SD=0.651 
QD=0 2 ★可提供多種檔案格式轉換 4.83 ◎ 

SD=0.389 
QD=0.5 3 ★符合新聞性節目的時效性需求 4.5 ◎ 

SD=0.674 
QD=0.5 4 ★有利節目生產部門的分工整合 4.5 ◎ 

SD=0.522 

QD=0 5 ★可使影音資產周轉流通 4.83 ◎ 

SD=0.389 
QD=0 6 ★可增加在電視產業的市場的整體

競爭力 

4.83 ◎ 

SD=0.389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電視台作業其所搜集的影音資料，除了電視台本身所拍攝的影音資料外，

尚需要搜集國外的相關資訊，有些是經由衛星所傳輸下載的影音與文字信號，由

於各家電視台與通訊社可能在影音與文稿記錄格式不同，若是在下載時無法進行

格式的轉換時，所購買的資料將無法使用，所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供多種

檔案格式轉換」的功能就顯得十分重要，這對資產的使用效率絕對是首要的；藉

由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使影音資產周轉流通」而增加內部的工作效能，專

家態度的同意度極高；另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增加在電視產業的市場的

整體競爭力」是電視台在採用後對於整體競爭力的結果，此項的同意度與一致性

亦是相當地高。專家對本項目之3個題項所呈現的同意度與共識性極高。 

在電視台之新聞單位是講求時間與效率，專家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符合

新聞性節目的時效性需求」題項的態度是持高度同意的看法。同時在促進內部人

員分工整合的題項上－「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有利節目生產部門的分工整合」專家

們的態度為亦高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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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影帶的存儲能力上比較，專家們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儲存能力比

傳統磁帶高」的看法也是持中度同意態度。 

二、 成本方面 

關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電視成本方面所產生效益，專家的第3次的結果如

表4-17所示。 

表 4-17 成本方面的採用效益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 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可降低影音儲存成本 4.33 ○ 

SD=0.651 
QD=0 2 ★儲存能力平均單位價格比較傳統

影錄帶低 

3.83 ○ 

SD=0.937 
QD=0.375 3 ★較能節省影音資產的儲存空間 4.75 ◎ 

SD=0.452 
QD=0.5 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降低人事成

本 

3.67 ○ 

SD=0.651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較能節省影音資產的儲存空間」上，此項專家們是

持高度同意度。 

專家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降低影音儲存成本」所持的態度為中度同意。 

另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儲存能力平均單位價格比較傳統影錄帶低」專家是持中

度同意的態度，此因專家們考慮在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時，可能需要同時考慮

影音的線上、近線與離線的存儲的成本，若是不具規模，可能造成成本的增加，

如附錄五專家在回函問中補充：「儲存成本將視所儲存的流程、容量、使用方式

等，在不具規模及應用價值下，其成本並不會低於傳統影帶(磁帶)」。 

另有電視台人事成本上態度，專家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降低人事成本」

的題項表示中度同意，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雖採用新的硬、軟體設備，但在

作業流程上將會造成影響，如主控部分與後端的檔案存儲所需的人員將較為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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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對於人事成本有助降低。 

三、 作業流程方面 

電視台如同製造生產業一般，有其作業的流程以求其節目製作能夠順利的播

出以服務觀眾，所以在流程上的控管也有其必要性，以下為根據訪談結果後所製

作的問卷，再進行調查後的結果如表4-18。 

表 4-18 作業流程方面的採用效益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375 1 ★系統可進行流程權限管理 4.75 ◎ 

SD=0.452 
QD=0.5 2 ★可對不同資產的生命週期進行管

理 

4.75 ◎ 
SD=0.452 

QD=0.5 3 ★節目製作由中心控管的模組作業

取代線性獨立運作 

4.33 ○ 

SD=0.778 

QD=0 4 ★可提供同時多人共享資源 4.92 ◎ 
SD=0.289 

QD=1.0 5 可簡化電視節目生產流程 3.91 ○ 
SD=0.944 

QD=0.5 6 ★可提高節目播放的便利性 4.33 ○ 

SD=0.778 
QD=0.5 7 ★可提供節目素材運用的安全性 4.5 ◎ 
SD=0.522 

QD=0.5 8 ★有助資產授權釐清 4.42 ○ 
SD=0.669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專家們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供同時多人共享資源」題項的共識性是此

項目中最高，即四分位差為零（QD=0），其同意度亦是此項中最高。 

專家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進行流程權限管理」與「可對不同資產的生

命週期進行管理」是持高度同意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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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製作由中心控管的模組作業取代線性獨立運作」與「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可提高節目播放的便利性」的看法是持「中度同意」的態度，顯示採用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後對於節目由資料存儲中心取代以往線性獨立運作情形的作業流

程的改變，專家是持同意的態度，另在以伺服器與應用軟體取代錄放影機與影帶

的方式，在操作上專家亦是持同意的態度。 

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供節目素材運用的安全性」與「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有助資產授權釐清」兩項，專家的意見態度是中度同意，由於影音檔案數位化

之後，防止檔案的中毒、以及備份的建立，此均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基本功能，

另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本身在建立詮釋資料時已可助益版權的認定，如有建構數位

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DRM）則更有加強版權的釐清的功能。 

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簡化電視節目生產流程」題項中專家的一致性也比

較分散（QD=1）未達成共識，不列入討論。 

四、 節目內容方面 

本項目共有4個題項中，經過3個回合後專家的意見統計如表4-19。 

表 4-19節目內容方面的採用效益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  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 1 ★使資產再行有效的利用 4.83 ◎ 

SD=0.389 
QD=0.5 2 ★可增添新聞報導畫面的豐富性 4.42 ○ 

SD=0.793 

QD=0.5 3 ★可增加節目製作的內涵 4.5 ◎ 
SD=0.522 

QD=0.5 4 ★可提高節目製作的品質 3.67 ○ 

SD=0.778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專家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使資產再行有效的利用」的同意度極高，且四

分位差為零（QD=0），表示專家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對電視台的影音資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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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數位化後，再行有效利用是持高度同意的看法。 

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增添新聞報導畫面的豐富性」的看法，專家也是

持中度同意的態度；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增加節目製作的內涵」中專家

的態度為「高度同意」，對於影音數位化後為素材的使用上較影帶更為便利，所

以在節目內涵的提升是有所助益。 

在「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提高節目製作的品質」的題項中，專家對於此

項雖持同意度的態度，但此題項為本項中同意度最低，且有專家在回函中補充表

示「節目的品質再於是否具可看性、精緻度及豐富性，專業人員的影響遠大於其

他，此部分是無法透過媒體資產所能解決的」，顯示節目品質仍決定於電視台專

業人員的本身的創意與學能（如附錄五）。 

參、 討論 

在電視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效益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本研究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效率可提供多種檔案格式的轉換、節目生產部

門的分工整合、影音資產周轉流通，符合新聞性節目的時效性等效益，與Devlin

（2003）、Roth（2004）、Devlin（ 2005）、姚平（2001）、李永葆（2002）與張

文元（2003）對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的效率看法相呼應。 

研究中對於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載體空間的使用比較，基於資訊產業的

迅速發展，無論是作為線上（on-line）存儲的硬碟或是近線（near-line）存儲的

硬碟與數據流磁帶，其容量將會隨著資訊產業的進步而隨之提高，屆時對於系統

的存儲耗材上的成本將會減少，加上存儲能力以等比級數能力增加，相對在空間

的存放空間也會縮減。 

電視台最主要是提供節目的播出，所以不同的作業人員對於節目製所需的素

材等於是生產的材料，在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後由存儲中心提供所有作業人員

的需求，經由數位複製的功能將影音檔案提供應用，達到資源共享，此由文獻中

Rice（2001）看法得到支持，建立一個集中的媒體資料庫使節目製作中可同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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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資料庫，使接手人員或最新事件能從系統得知最新的資訊，是提高效率的

方法。在流程管理方面，張元文（2003）和Pape（2004）在文獻中贊同媒體資產

管理系統有助作業流程整合，增加效率，不只彙集實際狀態資訊，同時結合取用

管理，使每階段流程中作業人員可審閱與傳遞已許可的內容，也提示每一流程有

等待處理任務的訊息，增進流程中作業效率，方便管理人員進行流程控管。另從

越志成（2001）與Gangopahdyay（ 2001）的說法提供對素材的安全性得到印證，

經由備份儲存與多層架構系統以分散風險的方式達到安全的目的是媒體資產管

理系統的資產存儲的特色。 

媒體資產管理最大的好處是在重複利用影音畫面與 Robinson（2001）與姚平

（2001）在文獻闡述媒體內容亦可以透過多種途徑和模式來檢索和流覽，藉以增

加原有的媒體資產的再利用，以創造新的新價值的看法具同意性。 

 

第四節   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瓶頸 

壹、 深度訪談法 

在對中國、香港與台灣電視台訪問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瓶頸後，類歸為

設備標準與格式、技術層面、流程與人員、經濟利益等四方面，以下進行歸納分

述： 

一、 設備標準與格式方面 

1. 設備標準方面 

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組成架構是多元的，通常在電視台的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包括了儲存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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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類比或數位影帶時代，皆有一

個工業的標準可供影視業者作為依據，但是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屬於整合系統，包

括了多家廠生產的設備，都是沒有一定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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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因為目前在講，它沒有一個定型化的系統，沒有百分

之一百標準化的系統，因為只要牽涉到軟體的操作與運用，都會有見人見智的作

法，你在大陸應常聽到，他們有幾家門在發展這種軟體，不管是大陸的軟體也好，

還是國外的軟體也好，其實軟體上面操作，都有每一家公司流程式者跟他的

project，不能說是抵觸，稍許有不一樣的東西。」（專家G） 

此外在詮釋資料（元數據）的輸入方面也是一項問題，雖然現在中國已經製

訂了「廣播電視音像資料編目規範」，但是對於廣播電視業者或許是電視台的屬

性不同也會造成編目項目不適合應用的情形，表4-20為專家們在設備標準方面的

意見。 

「比方來講，某一個節目，我們現在叫編目，大陸現在已經一個類似國家標

準來做，但是不一定對每一個媒體製作台來講都是適合，我到底要編些什麼東

西，這個需求要想清楚，會直接影響系統的建設，欄位是怎樣子的，這個我們需

要關心」（專家A）。 

表 4-20 設備標準方面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8 這個系統必不是以前就有一個工業標準，或是行業標準怎麼弄，大家也

是在摸索，包括現在我們也是在摸索階段。 

A27 我到底要編些什麼東西，這個需求要想清楚，會直接影響系統的建設，

欄位是怎樣子的，這個我們需要關心 

B27 國內全球有多個廠家在生產這種設備，不是壟斷的，不是一家，這些廠

家數據的交換，需要標準規模化， 

G18 它沒有一個定型化的系統，沒有百分之一百標準化的系統，因為只要牽

涉到軟體的操作與運用 

F27 LTO 它是一種開放格式，但是它開的是 9940B-STK 自己的獨規 

2. 檔案格式方面 

電視產業的視音頻在數位化時，如依未壓縮的方式進行影音資料的存儲或傳

輸，將會造成存儲成本的增加或是播放傳輸上的不易，為了解決此方面的問題，

於是有必要將視音頻進行壓縮以獲得在存儲成本降低或是傳輸上速率增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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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壓縮技術日新月異，雖然現行的壓縮編碼的技術都是MPEG-2或是H.264，但

是基於商業上利益，所產生的編輯碼均有差異，進而造成了數位化檔案在傳輸

上與使用上的困難。甚至有些電視台在不同時間所購置的非線性編輯工作站，

在進行影音編輯的時候，檔案文件格式往往需靠轉檔的方式才可以作業，實際

上影響影音品質且耗費相當時間，效能上非常低，表4-21為專家們在檔案格式

方面的意見。 

表 4-21 檔案格式方面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32 就是現在整個數據編輯碼都是 MPEG2 或是 H264，但是其實每個廠商的

編輯碼都是有點差異的，都有自己特徵的東西， 

A34 不僅是媒資，包括現在的非編製作網都有這個問題，整個相互轉碼效

能非常低。 

二、 技術層面 

1. 設備穩定性 

資訊技術應用於電視產業雖有多年，基本上其發展的歷史尚不如電影片或

錄影帶的使用時間，此兩者已有多年歷史的使用與研發，所以在穩定度較為業

者所信賴，但是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採用的設備，目前大多為資訊設備，並且

多為是整合型的系統，所以穩定度上仍不比傳統的線性設備，表4-22為專家們

在設備穩定度的意見。 

「媒資比較沒有流程上的問題，比較大的是系統穩定度的問題，我們整個倒

入，進去在片庫，片庫設備上的問題，然後與程度界面上的問題，可能早期它們

要去控制IT 設備，就是storage 即可，磁帶庫都不是那麼穩定，那麼成熟的技巧」

（專家D） 

表 4-22 設備穩定性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D13 往往剛推出的技術與軟體，在使用與市場上，第一它的技術不是很成熟，

會存在一些不穩定情形  

F12 媒資比較沒有流程上的問題，比較大的是系統穩定度的問題 

F17 機械手臂控制的問題，STK 主機板的問題，就是定位不準，造成帶子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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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 

F21 現在是沒有適合電視台使用的帶庫，所以架構上你必需調整你的方式 

F22 tapebase 的設備與架構簡單又貴，整個設計考慮還不一樣，因為穩定度

上一定會比 IT 穩定 

F16 locate 的時間不會像 disk，disk 馬上可以讀到 

F24 其實 N制與 PAL 制到台灣來，本身就有很多問題 

2. 設備系統異構整合性 

許多電視台大多經歷了在採購了多年的發展，在設備的採購上難免會採用不

同品牌的設備，所以會產生系統異構的情形，在設備間之作業系統、檔案格式和

溝通語言，皆有可能互異現象的產生，在導入系統時，就需事先了解整合與溝通

的技術或請系統整合公司提供相關整合計畫，方能得到全盤的解決，表4-23為專

家們在設備系統異構性的意見。 

表 4-23 設備系統異構整合性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33 但是如果是你是異構系統，兩家廠商這樣做的話，那就是非常非常困難 

B26 很多個系統，很多個需要和媒體資產聯接的，如果是新建的台，新的單

位就可以整體統一來做規劃，但是分期的實施，有些技術需要整合，需

要做一個資源方面的調整 

3. 設備維護性 

根據採用業者表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存儲系統中硬體與數據流磁帶在存

儲空間的要求比較高，如空間的不合乎要求，將對磁帶容易毀壞，將造成成本的

增加，其相關意見如表4-24。 

表 4-24 設備維護性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F15 我們儲存的空間的不完善 

F18 磁帶都全部損毀，一直放著沒有用到，等到要用時候，就出問題 

F19 台灣廠商維護的問題，在維護這個東西，應該嚴格要求我們去改善 

三、 流程與人員方面： 

1. 製作流程 

電視台中因為節目的製作有不同的情形，線上直播、專題性節目、重播節目，

不同電視台其製作流程上也不盡相同，製作流程不像以前採用影帶的方式一切以

實體為中心，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後數位化檔案在製作流程乃以數位存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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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加上影音素材有其生命運用週期，如果無法讓線上存儲系統提供編輯人

員隨時利用，勢必轉至近線儲存庫回調影音檔案，作業流程可能因同時多人下載

檔案，對於線上儲存庫或是近線儲存庫的讀取磁頭可能是一大負荷，表4-25為專

家們在製作流程方面的意見。 

「另外一個就是工作的流程和它的變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新的課題，因

為我們的意念生產的，又要保證一秒鐘不出事故、播出要安全、生產效率要高，

那麼多套節目要來製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來調整流程，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專家B）。 

表 4-25 製作流程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28 進入這個系統之後，們要進行梳理，我們要去判斷它的生命週期，重複

利用的是怎麼樣的，對於不同的生命週期，要進行不同的管理策略，經

常用的，比較珍貴的鏡頭 

A30 你沒有進行一個整理，但是盤子是有限，盤子總是要放滿，然後你把它

遷到帶子裡面去，會經常發現我盤子占了許多資源，但是沒用 

B29 那麼多套節目要來製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來調整流程，是一個很困

難的事 

E12 我為什剛剛講了一大堆什麼流程，因為這個也是最頭疼的一個，也是最

重要的一部份 

F10 非編用在新聞部那時候應該是沒有，它都用在節目，但是新聞與節目得

作業方式又不太一樣 

F13 以新聞的用法來說太頻繁，如果是以節目來講，它可能久久才下一次，

那還好，但是新聞的頻繁度太高了 

F14 下載回遷還是很頻繁那就是耗損，那當然 maintain 的成本很高，它的維

護要更高，就是 driver 要換 

F26 沒有 near-line，它等於把 tape-library 當成 near-line 在用 

2. 適應期的過渡 

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會對新系統產生適應期之過渡問題，如對於編輯

作業系統重新再學習，以前採線性方式編輯必須轉為使用非線性電腦工作站，不

同部門的人員同時適應新的流程上，在作業系統熟悉需花費時間，不可能一蹴可

幾，過渡時期人員的適應調整皆會造成效率與收視率上的影響，表4-26為專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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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應性方面的意見。 

「對於我們是一個導入者克服這些人的問題，這其實是很痛苦的事情，因為

需要大家的配合，一開始可能有對收視率降低的風險，因為大家都不習慣，僅就

對非編來講，不習慣用非編，叫他如何剪出個新聞，那原來用傳統去剪一則新聞，

可能要半小時，一開始用非線性來剪，可能2小時都剪不出來，所以是很多風險

跟痛苦，但是至少是完成了。」（專家G） 

表 4-26 適應性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25 電視台有很多層次的人，不同年代的人進入節目的製作 

B28 工作的流程和它的變化，對我們每一個人都是新的課題 

C10 技術設備它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這個跟我們電視台以前是完全不一樣

的 

C11 顛覆了原來的模式，其實人他都是不想改變的，我原來幹的位置好好，

你說現在我不用幹了，會有很大壓力。 

D13 第三你的從業人員，追求這些新的技術，要花費更多的時間與精力 

D14 觀念上的困難 

D15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從業人員的知識更新，怎麼樣適應這個模擬時代到

數字時代的轉型，…頻寬化的時代等等，都會隨著電視技術更新，業態

型式的轉化，而需要增強。 

E10 這麼長時間遺留下來的資源，怎麼去管理，怎麼用新的系統去管理它，

怎麼樣讓它融入到新的系統裡面去 

E11 新建了一套新的系統我在過渡期能不能適應以前的流程，到新的系統裡

面去，這個過渡期，我覺得是最頭疼的 

H9 開始可能有對收視率降低的風險，因為大家都不習慣，僅就對非編來講，

不習慣用非編 

F25 大陸、深圳、鳳凰他們作業上，其實它們的操作上不像台灣那麼的即時

與複雜 

G19 節目變動率很快 

四、 經濟利益方面 

對於經濟與利益上的考慮應該是業者是否可以引進系統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資訊產業在發展非常地快，今年所發表的產品如果沒有真正好好地利用，可能到

了明年就會有新的產品發表，新產品的工作效率更快，加上產業更趨於競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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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上市之後，最初所購買的產品貶值速度會很快，這是資訊產品的發展特色，

為了使利用價值達到最高，若沒有考慮產品的即時應用性與加值利用的效能，對

於企業來說，是非常不划算的選擇，以下為專家們的彙整意見。 

表 4-27 經濟利益方面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32 經濟上也是一個很複雜，有沒有錢，當然建這個計劃也是考慮的方向， 

A36 現在 IT 技術發展非常地快，2007 年我把所有技術都做出來了，那到了

09 年，可能新的技術又出來了，又落伍了，那 IT 這個東西它貶值非常地

厲害 

D13 第二是價格過高，代表你的成本上升 

F20 數位化沒有其他的加值或是應用，如果只是單純媒介的轉換的話，那是

耗費成本 

五、 其他 

1. 著作權 

電視台最重要的資產應是影音的資產，但是電台經過了數十年的發展，許多

影片的著作權難免會發生疑慮，若是著作權無法釐清，對於歷史料的運用將是無

法助益，存儲在資料庫的檔案如一堆垃圾，對於資產的再利用是完全無助益。 

2. 網路安全 

專家對於系統的安全度表示具有相當重要性，現因為網路非常的便利與發

達，電視台需依賴網路進行相關資訊的交換，內外部網路系統使用頻繁，對於外

部的網路的病毒若沒有效的防治，可能造成台內作業系統的全面癱瘓，即使系統

有自動重新復原的功能，也需要發費時間來進行系統的重新建置，對於講求時間

與效率的電視台而言，無疑是一大損傷。以下表4-28為專家們的彙整意見。 

表 4-28 著作權與網路安全方面的發展瓶頸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30 生產數字化，有多少是中央電視台的產權可以用的，這要有一個處來清

理，這是很耗時的 

B31 一個就是網路的安全，應對網路安全性我們把它放在首位，異構互連的

時候如果不考慮安全性是一種做法，要考慮安全性，在實現上做法是不

同的，就看比重。 

F23 像現在很多都是 IT，電腦有時候全中毒，就是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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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修正式德菲法 

以下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瓶頸在設備標準與格式、技術層面、流程

與人員、經濟利益等四方面以修正式德菲法進行研究結果，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設備標準與格式方面 

在設備標準與格式項目中共計探討了4個題項，如表4-29所示： 

表 4-29 設備標準與格式方面的發展瓶頸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1 1 目前無一定標準 3  
1 

1 2 影音壓縮技術太多樣化，尚無業界

採行的通用規格 

3.17  

1.403 

0.875 3 目前數位影音檔案封裝格式尚無一

致規格 

3.33  
1.155 

0.875 4 詮釋資料(元數據)內容與影音檔案

內容不相符合 

2.25  

1.055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本項目中「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目前無一定標準」、「影音壓縮技術太多樣化，

尚無業界採行的通用規格」、「目前數位影音檔案封裝格式尚無一致規格」、「詮

釋資料(元數據)內容與影音檔案內容不相符合」之平均數均小於3.5，且標準差均

大於1，專家的意見持「不同意」的態度且共識度離散。 

二、 技術層面 

在技術層面共包含設備的穩定性、系統異構整合性、維護性等3方面，共計

探討了5個題項，如表4-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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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技術層面的發展瓶頸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1.25 1 電視產業尚未普遍採用，不宜過早

採用 

2.42  
SD=1.311 
QD=0.875 2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資訊科技（IT）

設備的穩定度較差 

2.83  

SD=0.835 

QD=1.5 3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過於複雜，維修

不易 

2.5  
SD=1.314 

QD=0.875 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與其他作業平台

無法整合 

2.42  
SD=1.084 
QD=1.5 5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採壓縮存儲，視

音頻品質不若原本載體(載體)訊號

2.83  
SD=1.586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此項目共有5個題項「電視產業尚未普遍採用，不宜過早採用」、「媒體

資產管理系統的資訊科技（IT）設備的穩定度較差」、「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過於

複雜，維修不易」、「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與其他作業平台無法整合」、「媒體資

產管理系統採壓縮存儲，視音頻品質不若原本載體(載體)訊號」專家均表不同的

意的態度且無共識度。 

三、 流程與人員方面： 

在流程與人員方面項目中共計探討了 7 個題項，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流程與人員方面的發展瓶頸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75 1 電視產業人員較缺乏資訊科技（IT）

人員 

3.5  
SD=1.0 
QD=0.5 2 電視產業人員具備資訊科技（IT）

相關技術知識不足，因此較難推動

3.17  

SD=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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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1 3 電視台的人力訓練是製作額外的支

出 

2.83  
SD=1.115 

QD=0.5 4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人員較不熟

練，時間成本較高 

2.5  

SD=1.0 

QD=0.5 5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影音資料的回遷

應用，無法提供 

2.42  

SD=0.9 

QD=1 6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網路系統易產

生資訊安全困擾 

3.25  

SD=1.357 

QD=1 7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操作介面較難適

應 

2.17  
SD=1.03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本項目中對於「電視產業人員較缺乏資訊科技（IT）人員」、「電視產業

人員具備資訊科技（IT）相關技術知識不足，因此較難推動」、「電視台的人力

訓練是製作額外的支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人員較不熟練，時間成本較

高」、「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影音資料的回遷應用，無法提供」、「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的網路系統易產生資訊安全困擾」、「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操作介面較難適應」

專家均表不同意的態度。 

四、 經濟利益方面： 

在經濟利益方面項目中共計探討了6個題項，如表4-32所示： 

表 4-32 經濟利益方面的發展瓶頸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75 1 資訊科技（IT）產品設備推陳出新

快，折舊過高，暫不考慮採用 

2.08  

SD=0.9 

QD=0.5 2 節目的自製率低，不需採用媒體資

產管理系統 

2.17  
SD=0.718 

3 電視台受制於經濟因素無法採用媒 2.75  Q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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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資產管理系統 SD=1.055 

QD=0.875 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需頻繁升級，對

業者是重大負擔 

2.75  

SD=1.357 

QD=1.375 5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若採非壓縮存

儲，其成本過大 

3.83  

SD=1.267 
QD=1 6 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負擔大於實

質利益 

1.75  

SD=0.965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本項目共設計了6個項目，「資訊科技（IT）產品設備推陳出新快，折舊過

高，暫不考慮採用」、「節目的自製率低，不需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電

視台受制於經濟因素無法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媒體資產管理系統需頻繁

升級，對業者是重大負擔」、「建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負擔大於實質利益」之平

均數均小於3.5，專家均表不同意態度，不列入結論；另「媒體資產管理系統若

採非壓縮存儲，其成本過大」雖平均數均為3.85，但四分位差與標準差均過於分

散，亦不列入討論。 

五、 其他 

另在資訊方面，專家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資訊不足，電視產業不知要採

用」的態度亦呈現不同意度，如表4-33所示。  

表 4-33 資訊方面的發展瓶頸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1 1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資訊不足，電視

產業不知要採用 

2.83  

SD=0.937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參、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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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中在專家的意見之平均數均小於3.5，顯示其同意度為不同意或非常不

同意，加上研究統計之各題項在四分位差值均大於0.6，標準差值大於或等於1，

在共識程度上亦未達成共識，由於問卷題項內容乃綜合文獻探討以及對電視台實

際從事營運之專家訪談意見後之相關整理資料，數位系統整合專家在題項內容所

呈現結果係可能基於商業與技術上之考量，所以在問卷的意見上與電視台的訪談

結果產生的落差甚大，此部分在結論時本研究將佐以相關的文獻與資料，而且此

研究問題亦可作爲未來後續研究的考慮。 

 

第五節 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資源 

壹、 深度訪談法 

本節為更詳細呈現電視媒體產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的資源，特將所

需之資源分為應有資源與實有資源，因數位系統整合專家與學者對於電視台的實

際所擁有的資源較不了解，故實有資源部份僅以電視台的專家意見為資料收集的

依據，以下分述實有與應有資源之研究結果。 

一、 實有資源 

在對中國、香港與台灣電視台訪問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需實有資源後，

類歸為影音內容、作業流程與人力資源等3方面，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影音內容： 

對於一個電視而言，最大的資產，當然就是影音資料，因為所的設備均會隨著歲

月而漸漸地老舊與淘汰。就電視台的營運而言，節目的收視率是每個電視台經營

重點，製作有深度、具創意巧思與具可看性的節目是提高收視率的真正法寶，所

以必須有充足的素材資源豐富影音內容，藉以豐富創意與可看性，所以電視台引

進媒體資產管理最重要是對其實有資源－內容，進行有效的管理與利用，專家的

意見整理如表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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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影音內容方面的所需實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25 我覺得第一個還是我們的內容，我有內容，我才做這個東西 

（二） 作業流程： 

每一個行業都有其一定的作業流程，在電視台也不例外，經過多年所累積的

管理經驗所形成的流程管理，對於電視台的工作流程與實務管理當然具有實質的

功能，所以在引進系統的時候，必須將電視台本身的作業流程系統溶入媒體資產

管理系統應用軟體之中，這樣才可以在引進系統後人員實際作業流程才不會差異

太大，適應過渡性才不會太長，不致於影響整個作業的效率。以下為電視台專家

的意見整理如表4-35。 

表 4-35 作業流程方面的實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C6 我們就是熟悉整個電視台的運作，這是我們發揮自己的特長，我們懂得

電視台在決策方面要做那些什麼東西 

F11 媒資的部份，都是使用傳統得儲存方式去模擬，變成數位片庫的時候會

怎麼樣，在編目上也是根據以往的編目模式去做 

（三） 人力資源： 

在電視台中除了引進現代化資訊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外，其實電視台的產品

為節目，負責節目製作的專業人員才是電視台所實際擁有的資源，對於資歷較深

的人員，無論對於公司的營運方針或是節目品質把關均有其專業的水準，而且公

司原本所擁有的技術人員或資訊人員對於電視台在資訊設備的引進與系統整合

也能提供相關整合意見與作法，專家的意見整理如表4-36。 
表 4-36 人力資源方面的實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26 SMG 本身的技術團隊在國內來講，我不敢講說最好，但是比較領先 

D12 第三個是人力資源，就是我們這方面的專家，我們台整個服務於技術的

隊伍總共有 200 多人 

G16 我們資訊單位，功力還非常不錯。 

G17 其實我們公司做的這一塊就很像 MAM 的作法 

二、 應有資源 

在對中國、香港與台灣電視台訪問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資源的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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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為經濟、內部人員、資訊技術、教育訓練等四方面，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經濟上 

電視台引進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從系統的前端收錄設備，編輯設備，編目

系統與存儲系統所需花費的經費不少，對於一個小型的電視台而言，將是一大筆

負擔，若是採用外包的情形，雖然可以減少一些經費與人力，但是仍需慎選可以

信賴的整合公司或是協力廠商的規模與技術能力。所以在導入新系統前必需衡量

電視台本身的財務狀況，在能增加公司的營利能力與效率之下，適宜地導入，表

4-37為電視台專家在此方面的意見整理。 

表 4-37 經濟方面的所需應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22 我覺得應考慮每一個台的財務狀況，支撐每年營利的能力，根據我的節

目的需要來進行考量 

A24 每天基礎運維的話…，如果不行的話，那你可能要委託一些外包的公司

來做這個事情，這個要根據每個台的資源能力狀況，像有些台就比較傾

向外包，有些台認為我自己做，我掌握核心技術。 

E9 你要找到適合你能用的系統，而且要能夠把各個廠家所提供的系統組合

起來，變成你的工作流程，適用的一套系統，這個是最重要的 

（二） 內部人員 

在電視台內部人員所整合的意見，是引進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成功與否的具有

相當的成敗關鍵，必竟系統最後還是由內部人員所使用，在公司形成決策之前，

最好能有領導或是公司高層的人員的共識，甚至得到各個部門的充份了解，如此

在決策上與未來使用上所遇到的瓶頸，將可減至為少，專家的意見整理如表4-38。 

表 4-38 內部人員方面的所需應用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19 應有的資源就是實際我們現在電視台所重視為第一個，對於建這樣一個

系統，讓它發揮服務，無論是我們的領導，包括我們台裡做節目，所有

的領導者有的共識。 

C8 電視台就是做出個決策，公司從最高階層，要有一個清楚的訊息 

（三） 資訊技術 

以資訊產業在台灣發展為例，在台灣資訊技術相關產業發展較多元，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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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資訊科技人才皆選擇此相關產業，加上資訊科技產業在待遇方面較為優

渥，所以電視產業較不獲得資訊人才的青睞；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所涉及的技術大

多和資訊技術相關，與傳統影帶設備的技術相差較大，所以電視台在具有傳統技

術之時，必須再與資訊技術結合，才能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發揮增強的作用，但

目前一般的電視台對於此方面的人才較缺乏。電視台如引進具有資訊技術人員，

除了可協助電視台在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作業流程的規畫擬定，甚至未來在

系統的維護方面亦可支援。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影音檔案的運用，回調與儲存空間的運用是一門極大

的學問，對於涉及最新發生的新聞事件所的影音內容，應如何將其存儲在線上

（on-line）儲存庫，隨時提供編輯人員的作業需求，所以每個電視台在對影音內

容必須能進行其生命週期的管理，使影音內容達到快速靈活運用目的。 

未來在整個數位化的環境作業下進行影音內容的製作與管理，將由影帶的管

理逐漸轉至資訊資料庫的管理。對於資訊資料庫的管理，基本上所需的條件比管

理影帶更為嚴格，而且為了媒體資產安全度的著想，異地備援的觀念也漸受重

視，也只有在數位化的環境下，利用資訊設備本身自動備份的功能與網路高速傳

輸特性，進行異地資料庫的更新，才得以因應不可抵抗的災害與意外，公司的資

產才會獲得保存，電視台得以隨時不停維持運作，以下為專家的意見整理如表

4-39。 

表 4-399 資訊技術方面的所需應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B20 我們自己的技術隊伍，從傳統的技術也好，從 IT 的技術有好，這兩個結

合非線編輯的或是數字化節目製作 

B21 技術對於流程會有一些衝擊與變革，在不斷的謀合之中，我認為才可以

有一個規範與流程 

B22 這個硬體多個設備組合，綜合技術的生產系統，所以對電視台的技術人

員來說，它要求的是全面的，另外一個是電視台自己的技術人員，是要

求協助業務做需求，提出需求做實施的設計，做整個系統發展的規劃，

叫做決策。 

B23 技術人員在這裡是最前線的，電視台做節目的人就是說我需要這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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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生產的部門不可能不來做到 

B24 你自己的技術人員是不可或缺的，一定要有這個接口的人，來做這樣的，

它不僅要跟蹤先進的技術，掌握整個技術，而且要使用它 

C7 一個電視台發展這個系統，其實技術不是很重要，真得我是這麼講，如

果是真是要 IT 技術的人來做 

F7 外部技術它就蠻多的，因為它會控制傳統設備－Betacam 的設備，從

ingest 開始，我們要把帶子 ingest 進去，或者是我們做完帶子要歸檔，

有一些磁帶的搬移，遷移都需要蠻大的技術 

G13 IT 的人員要夠強 

H7 只要有一些 maintain 的能力 

F33 真正要做到好，花錢、環境、空間，或者磁帶的數量都要做完整的規劃，

不是只有做半部，如果你的環境沒有好，那你當然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E17 可能要引進生命週期管理，就是媒體的生命週期 

E18 以前媒資的結構是 workflow 的最後一個環節，現在就是慢慢地媒資的發

展，應該它的範圍逐漸擴展從最早開始，而且媒資不僅是一個存的東西，

它應該還會承擔 workflow 的管理 

H15 真正要做到好，花錢、環境、空間，或者磁帶的數量都要做完整的規劃，

不是只有做半部，如果你的環境沒有好，那你當然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G24 我覺得 MAM 給我們最大的觀念是讓我們以後在管理上面我們可以真得做

到異地備援，可以把整個公司的資產的風險分散掉，因為媒體它的最大

資產，就是它的節目 

（四） 教育訓練 

為使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採用之後，電視台的作業人員得以順利地上手，

所以在教育訓練方面是必需的，除了採訪人員除了影音資料擷取之外，必須有編

目能力，也須熟悉非線性編輯作業系統；在主控的播出將由伺服器將會逐漸取代

錄放影機的功能，主控人員也必須逐漸熟悉系統的播放平台，至於影音播出之

後；在影音資料送進資料庫時，片庫人員必須審核所有的詮釋資料的合適性與完

整性，以及影音素材是否合乎系統存儲的要求。甚至未來編輯人員需要調用影音

資料時，各種提交的作業流程管控也必須建立，以上這些事項皆是引進媒體資產

管理系統時，電視台作業人員所必須接受的訓練。專家的意見整理如表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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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表 4-40 教育訓練方面的所需應有資源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F6 內部的技術的話，就是人員的教育訓練要成長，以前是走傳統性剪輯，

現在是非線性剪輯 

H8 在 user 的教育訓練部份，有一個充份的準備 

F8 資料庫我覺得就是欄位定義的問題，metadata 的欄位怎麼定義要存那些

資料，這些都還好，就是編目的部份，那我覺得內部人員也要訓練編目

的東西 

貳、 修正式德菲法 

以下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瓶頸在經濟與資產內容、內部人員、資訊技

術與教育訓練等4方面以修正式德菲法進行研究結果，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經濟與資產內容： 

在經濟與資產內容項目中共有2個題項，如表4-41所示。  

表 4-41 經濟與資產內容方面所需的應有資源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應有足夠的經濟基礎 3.75 ○ 
SD=0.866 
QD=0.5 2 ★應有豐富的內容資產 4.17 ○ 

SD=0.835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專家在「使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足夠的經濟基礎」與「電視產業發展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豐富的內容資產」的態度均持「中度同意」態度。 

二、 內部人員： 

在內部人員方面項目中共計探討了5個題項，如表4-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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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表 4-42 內部人員方面所需的應有資源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375 1 ★電視媒體產業採用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應有主管（領導）支持 

4.75 ◎ 

SD=0.452 

QD=0.5 2 ★數位化的內容審核應有熟悉歷史

影音資料的人員 

3.42  

SD=0.452 

QD=0 3 ★詮釋資料編目應有圖書資訊管理

相關人材 

3.91 ○ 

SD=0.831 
QD=0.75 4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資訊科技

（IT）人員 

3.92 ○ 

SD=0.9 
QD=0.5 5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非線性編

輯工作人員 

3.67 ○ 
SD=0.888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此項目中「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主管（領導）支持」與專家們看法表示

「高度同意」的態度，所以在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時主管的認知是佔相當重要

的因素。 

對於「數位化的內容審核應有熟悉歷史影音資料的人員」專家的態度是持不

同意的態度，本題項將不列入討論。 

在「詮釋資料編目應有圖書資訊管理相關人材」題項中專家認為電視台在導

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時，圖書資訊人員對於搜索系統之編目系統的建立以及詮釋

資料的審核上將有所助益，對此題項是持中度同意的態度。 

電視台在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資訊科技（IT）人員」專家對此項的

看法是較分歧，其四分位差值為0.75，本題項將不列入討論。 

專家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非線性編輯工作人員」的態度亦為中度同

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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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技術： 

在此項目共有14個題項，相關統計數據如表4-43所示，透過專家同意程度

的判斷結果，將原先所建構的14個具有正面建議的未來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

有資源意見予以保留，共計12項；另專家對「電視產業工作人員應具備資訊科技

（IT）的相關知識」（QD=0.875, SD=1.114）與「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數位版

權管理（DRM）的機制」（QD=0.875）等2項的共識性分散，不列入討論。 

表 4-43 資訊技術方面所需的應有資源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內容 平均數 

(M)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875 1 工作人員應具備資訊科技（IT）的

相關知識 

3.75 ○ 
SD=1.114 
QD=0.375 2 ★應了解電視產業的作業流程 4.75 ◎ 
SD=0.452 

QD=0.5 3 ★應與專業的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公司配合 

4.33 ○ 

SD=0.888 

QD=0.375 4 ★應有資料庫管理系統 4.67 ○ 

SD=0.651 
QD=0 5 ★應有網絡管理系統 4.75 ◎ 
SD=0.622 
QD=0.5 6 ★應有強大的儲存性能 4.42 ○ 
SD=0.669 

QD=0.5 7 ★軟硬體設備應採開放規格 4.25 ○ 

SD=0.754 
QD=0.375 8 ★應有擴充性與延展性 4.67 ◎ 
SD=0.651 
QD=0.375 9 ★應具快速取用遷移資產的功能 4.67 ◎ 
SD=0.651 

QD=0.5 10 ★應建立離線(off-line)檔案的管

理 

4.33 ○ 

SD=0.778 
QD=0.5 11 ★儲存庫所需設備環境標準應較高 4.25 ○ 
SD=0.866 

12 ★應具資產檔案儲存的備份能力 4.58 ◎ QD=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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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900 
QD=0.5 13 ★應能結合傳統系統與資訊科技

（IT）設備 

4.33 ○ 
SD=0.778 

QD=0.875 14 應有數位版權管理（DRM）的機制 4.00 ○ 
SD=0.953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電視台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資訊技術方面所需資源，本項目進行14

項的調查結果，由於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謹代表受訪者「相對於」其他人

的立場其態度分數（即：5-非常同意、4-同意、3-無意見、2-不同意、1-非常不

同意），以受訪者對該議題所持態度之強度觀點，來評定不同受訪者彼此之間的

相對關係，並不針對受訪者態度的本質進行測量；本研究為方便相關研究、業界

參考，對所列具體題項實例上進行「平均數」作順序排列，試圖從平均數的排序，

提出相關建議，如表4-44。 

表 4-44 資訊技術所需的應有資源之題項順序排列 
順序 題項 平均數 四分位差(QD) 標準差(SD) 

1 應有網絡管理系統 4.75 0 0.622 
2 應了解電視產業的作業

流程 

4.75 0.375 0.452 

3 應有資料庫管理系統 4.67 0.375 0.651 
3 應有擴充性與延展性 4.67 0.375 0.651 
3 應具快速取用遷移資產

的功能 

4.67 0.375 0.651 

6 應具資產檔案儲存的備

份能力 

4.58 0.375 0.900 

7 應有強大的儲存性能 4.42 0.5 0.669 
8 應建立離線(off-line)

檔案的管理 

4.33 0.5 0.778 

8 應能結合傳統系統與資

訊科技（IT）設備 

4.33 0.5 0.778 

10 應與專業的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公司

配合 

4.33 0.5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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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軟硬體設備應採開放規

格 

4.25 0.5 0.754 

12 儲存庫所需設備環境標

準應較高 

4.25 0.5 0.866 

由表4-44 的排序可發現專家對於電視台在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應有資訊

技術之項目題項，以「應有網絡管理系統」、「應有資料庫管理系統」、「應了

解電視產業的作業流程」、「應有擴充性與延展性」、「應具快速取用遷移資產

的功能」與「應具資產檔案儲存的備份能力」的同意度較高；另專家同時對於「軟

硬體設備應採開放規格」又補充意見：「若是採用非開放性平台或設備，將被遷

就於某家廠商或系統，就像錢存入銀行要領出來卻得接受百般刁難，實非資產管

理的宗旨。」（如附錄五） 

四、 教育訓練： 

此項中專家對於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後「電視產業應加強人員流程管制教

育訓練」的態度是持中度同意的態度，如表4-45。 

表 4-45 內部人員所需的應有資源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順序 題項 平均數 同意度 

 標準差 (SD) 

QD=0.5 1 ★電視產業應加強人員流程管制教

育訓練 

4.25 中 
SD=0.866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參、 討論 

一、 實有的資源 

影音資料是電視台最大實有的資產，製作有深度與具可看性的節目，必須有

充足的素材資源，為管理這些豐富的媒體資產與提高節目製作的效率，才是電視

台引進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最重要的動機。 

電視台本身經過多年所累積的管理經驗與例行多年的作業流程，在導入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最重要資源，無論是系統整合公司或是流程作業系統，均需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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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流程進行設計，公司原擁有的技術人員或資訊人員亦能對引進的設備在整合上

也能提供相關意見；除了引進現代化媒體資產管理系統之外，其實負責節目製作

的專業人員才是電視台所實有的資源，較深的人員對於節目品質的認定其專業的

水準，對於節目收視才是真正有所助益。 

二、 應有的資源 

電視台在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時所要處理當然就是公司內部的豐富資

產，但如果在一個新成立的電視台在未成立時，若能早規劃建置媒體資產管理系

統對於日後的影音資產的保存與再利用，甚至提供多平台運用將會有極大的助

益。 

在經由研究結果應有資源在內部人員方面有資深管理人員或主管的支持，

由Dennis（1999）的見解獲得同樣的論證，應該先向公司中的資深管理者與使用

人說明資產管理系統可提高公司工作團效能、降低部門間成本、保持競爭力及擴

展市場的能力，不是像一般的資訊產品全盤由資訊人員決定。 

Rice（2001）與Sokusky & Wang（2003）在相關文獻強調建立詮釋資料的觀

念，為了增加資料搜索的速率，詮釋資料編目上應力求與電視台的作業屬性一

致，能夠正確提供作業人員在找尋資料時的方便，因為編目欄位太多會影響初級

作業人員的工作效率，太少又會產生日後搜索資產的不易，也會造成資料庫管理

人員在核對編目資料的困難，加上電視台中每個區塊的作業方式不同，所需的詮

釋資料內容也不盡相同，所以針對每個電視台建立適合使用的編目欄位是必需

的，所以研究結果為應有圖書資訊管理科技人員。  

在電視台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資訊技術方面應有的資源，經由研究者

以平均數排列結果，以應有網絡管理系統為最先，應了解電視產業的作業流程居

次，以下順序為應有資料庫管理系統、應有擴充性與延展性、應具快速取用遷移

資產的功能、應具資產檔案儲存的備份能力、應有強大的儲存性能、應建立離線

(off-line)檔案的管理、應能結合傳統系統與資訊科技（IT）設備、應與專業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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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公司配合、軟硬體設備應採開放規格、儲存庫所需設

備環境標準應較高，上述所應具備的技術資源可作為業界建置媒體資產管理系統

參考之用。 

在導入系統後在作業流程上一定會所有不同，對於產生變化的地方，為了使

上線困難度減至最小，無論是減少數位檔案在流程中傳送的錯誤或是正確申請流

程等，為了增加作業的效率，教育訓練是應是必要資源，目前一般的企業在引入

新的技術時，均會將教育訓練視為必需的條件。 

 

第六節   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發展與應用趨勢 

壹、 深度訪談法 

在對中國、香港與台灣之電視台訪問有關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的發展與應

用趨勢後，類歸為基本設備建置、系統互聯互通以及售價與使用性等三方面，以

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基本設備建置 

未來每個電視台必須朝數位化發展，數位化對電視而言，就是能夠提供個性

化的節目或頻道，觀眾可以透過數位機上盒的裝置，依照個人的需要進行節目的

收看，預錄等功能，例如現在的IPTV就是觀眾可以經由XDSL或是光纖接收所點

送喜愛的節目，電視台的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可透過其數據庫伺服器提供觀眾所需

的節目內容。 

多元平台的播出已經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為了使影音內容可以在不同的收看

平台中播出，如IPTV、移動電視、手機電視等不同的觀看工具，或是在經由網

路搜索與下載節目，這些數位化的功能，必須依賴電視台引進將媒體資產數位化

之後，才可以進行轉檔與應用，所以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後此方面的功能才可

達成。以下為電視台專家訪談的意見整理如表4-46。 

表 4-46 數位建置系統在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訪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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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意見 
A35 其實再過若干年對於每個電視台都是必選項，沒有其他選擇，一定要做

媒資系統，大家理解的東西不一樣，做出的東西也不一樣，你最差的就

是做一個資料存儲，那是一定要有的。 

D19 它要符合電視媒體產業的需要 

E16 媒資數位化以後，它就能趕得上數字化網路化的趨勢，只有數字化之後，

你的東西才能發佈出去 

C18 透過搜索，什麼片子，很方便有價值再用一遍，類似像這是的優點了，

以後我們的頻道，個性化頻道逐漸增多， 

C19 我們數字化，正在推廣，把這個機頂盒裝到每家每戶去，這個也是一個

革命性的變化，我有這個數字電視，沒有這個媒資系統是配合不上的 

C20 其實就是為這個 IPTV 做準備的 

G23 變成數位化以後，你才可以在不同平台上快速地轉換，我如果是帶子，

我如何去轉換，我沒有辦法數位化之後， 

C21 誰點播這點東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自己都看得見，跟網路上

搜索與下載東西差不多，那我們這個巨大的庫就不行了。 

H13 現在在構思的，就是怎樣用這套媒資系統，一方面為大家做資源的交換

吧，也是一個方式，一方面我可以去發展其他 business model，我可以

賣給比如說 TO B 

H14 透過媒資，還有我們數位化的生產流程，我很快可以組合出各式各樣的

節目，因為現在的節目你很難在手機上做呈現，那我需要剪個 5 分鐘，

10 分鐘的版本，其實在這個數位化流程，是很快可以達成的，所以針對

一個這樣已經數位化的媒資系統我們設法去再利用， 

二、 系統互聯互通 

電視台經歷了數十年的建設與發展，除了影音資產的累積之外，當然還有許

多的製作設備，對於這些設備為了能達到利用的最大價值與成本的減低，導入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時應該整合這些舊有設備，達到其最大的利用效能。同時為了因

應資訊設備的頻繁升級的問題，各個區域作業間的系統軟體，最好能夠互連互

通，屆時在對系統升級的時候，也可以減少成本，電視台專家訪談的意見整理如

表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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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系統互通系統在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A37 要考慮技術系統的互連互通的一個特點，以及自己機構內部的內容板塊

的一個特點，到時候升級的成本，花的成本會比較少一些。 

D22 還有系統與系統之間要有對接的空間 

三、 售價與使用性 

為了縮短作業人員在過渡時期的適應期等問題，與日後在系統上的作業效

率，流程設計上必須符合電視台的本身的作業流程與規範，達到人員使用的便利

性，增加使用上的人性化。 

此外為了便利電視台內部人員的作業效率，檢索系統的角色愈重要，除結合

更進步的影音搜索技術，如結合影音辨識技術以增加檢索的正確性外，編目系統

的客製化，使詮譯資料更能合理性，如此將能使檢索快速與正確，以下為電視台

專家訪談的意見整理如表4-48。。 

表 4-48 售價與使用性在系統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訪談整理 
NO 意見 
D20 系統本身儘可能人性化，所謂的人性化，降低它的技術門檻 

D21 成本要降低，使更多的電視媒體採用 

E13 系統必須從用的人角度出發，而不是從你技術角度出發，這是必須要權

衡的一點 

E19 元數據合理性的問題 

F32 技術架構，應該是它對於 D to D to T 的控制更為完善一點 

貳、 修正式德菲法 

以下為採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未來的發展與應用趨勢在基本建置、售價與捆

操作性與數位技術等三方面，以修正式德菲法進行研究結果，以下進行歸納分述： 

一、 基本設備建置 

在此項目中，根據訪談專家的意見發展的7個題項，如表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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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表 4-49 基本設備建置在系統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 平均數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將成為電視台的內容供應中心 4.5 ◎ 
SD=0.674 
QD=0.5 2 ★將是未來每一電視業者的必備選

擇 

4.42 ○ 
SD=0.515 
QD=1.25 3 將發展不同節目類型的產品(新聞

資產管理系統、節目播放管理系統

等)。 

3.58 ○ 

SD=1.311 

QD=0.875 4 較適合運用於新聞性節目 3.83 ○ 
SD=1.403 

QD=1 5 將可提供數位機上盒的應用需求 3.92 ○ 

SD=1.240 
QD=0.5 6 ★將可提供多元平台的資訊的輸送 4.5 ◎ 

SD=0.798 
QD=0.325 7 ★將可實現充電視產業間之資產的

互通性 

3.92 ○ 

SD=0.669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其中專家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建置將成為電視台的內容供應中心」、「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將可提供多元平台的資訊的輸送」二項意見為高度同意，另「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是未來每一電視業者的必備選擇」與「將可實現充電視產業間

之資產的互通性」則持中度同意的態度。 

專家對於「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發展不同節目類型的產品」（QD=1.25，

SD=1.311）、「較適合運用於新聞性節目」（QD=0.875）與「將可提供數位機

上盒的應用需求」（QD=1，SD=1.240）其共識性之呈現亦為分散，所以不列入

討論。 

二、 價格與操作性 

在此項目中，根據訪談專家的意見發展的4個題項，如表4-50，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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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表 4-50 價格與操作性在系統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 平均數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1.25 1 將朝客製化方向發展 3.92  
SD=1.443 
QD=0.5 2 ★介面設計將朝向人性化發展 4.75 ◎ 
SD=0.452 

QD=0.5 3 ★介面設計將朝向簡易化發展 4.58 ◎ 

SD=0.669 
QD=0.375 4 ★售價將會持續地下降 4.08 ○ 
SD=0.669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發展的趨勢未來的使用介面與價格上，專家對於「資產

管理系統的介面設計將朝向人性化發展」、「資產管理系統的介面設計將朝向簡

易化發展」是持高度同意度，在「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售價將會持續地下降」是

持中度同意的態度。 

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發展將朝客製化方向發展」的看法，其四分位差高

達1.25，專家門的看法不是很一致，故此項不列入結論。 

三、 數位技術 

在本項中共列計有10項未來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發展的趨勢在數位技術之題

項，其中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實質資產轉為虛擬資產」（M=3.17，QD=1，

SD=1.115）專家的態度為不同意且無共識，另「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網路傳輸將取

代人力」（QD=1）、「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採用影音通用的壓縮技術」（QD=0.875，

SD=1.240）與「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採用一致的影音封裝格式」（QD=1，

SD=1.231）此4個題項專家的意見分散，所以上述4個題項均不列入討論；其餘六

個題將列入討論，如表4-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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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數位技術在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 平均數 同意度 

 標準差(SD) 

0.5 1 ★將結合無帶化的全程非線性製作 4.58 ◎ 

0.669 
1 2 將實質資產轉為虛擬資產 3.17  

1.115 
1 3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網路傳輸將取代

人力 

4.17 ○ 
0.835 

0.5 4 ★將可對資產進行異地備援管理 4 ○ 
0.778 

0.875 5 將採用影音通用的壓縮技術 4.08 ○ 
1.240 

1 6 將採用一致的影音封裝格式 3.67  
1.231 
0.375 7 ★將結合更成熟的編目與搜索技術 4.75 ◎ 
0.452 
0.5 8 ★將可結合更進步的影音辨識技術 4.50 ◎ 

0.674 
0.375 9 ★將可提供更好的儲存技術 4.75 ◎ 
0.452 

0 10 ★將可結合更快速的網路傳輸 4.83 ◎ 
0.389 

註1：M≧4.50(高度同意)，3.50≦M<4.50(中度同意)，2.00<M<3.50(不同意)，M≦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專家對題項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為求研究便利與提供業界參考，並將其以平均值作順序排列，期可從平均數

的排序提出相關建議，如表4-52所示，由表4-52得知數位系統專家與學者在未來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未來發展的項目上，以「網路的速度」、「存儲技術」與「編

目檢索技術」、「無帶化的全程非線性製作」與「可結合更進步的影音辨識技術」

等項目的數據顯示較高，其中以結合更快速的網路傳輸之平均數最高。 

表 4-52 數位技術在未來應用與發展趨勢之題項排序 
順序 題項內容 平均數 四分位差 

(Q.D.) 
標準差 

(SD) 

1 將可結合更快速的網路傳輸 4.83 0 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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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可提供更好的儲存技術 4.75 0.375 0.452 
2 將結合更成熟的編目與搜索技

術 

4.75 0.375 0.452 

4 將結合無帶化的全程非線性製

作 

4.58 0.5 0.669 

5 將可結合更進步的影音辨識技

術 

4.5 0.5 0.674 

6 將可對資產進行異地備援管理 4.33 0.5 0.778 

四、 其他 

專家在「兩岸三地將可結合不同長處發展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相關產業發

展」與「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發展將可經由學校、教學單位培養人力資源」的態度

均為中度同意，如表4-53。 

表 4-53 兩岸三地與教學單位在未來發展之問卷統計 
四分位差(QD)序號 題項 平均數 同意度 

 
標準差(SD) 

QD=0.5 1 ★兩岸三地將可結合不同長處發展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的相關產業發展

4.25 ○ 

SD=0.754 

QD=0.375 2 ★將可經由學校、教學單位培養人

力資源 

4.17 ○ 
SD=0.577 

註1：M≧4.50(高度同意以◎表示)，3.50≦M<4.50(中度同意以○表示)，2.00<M<3.50(不同意)，M

≦2.00(非常不同意) 

註2：★表示該題項專家意見已達成共識（Q≦0.6且SD≦1） 

參、 討論 

目前資訊產業在各種行業的普遍應用之下，數位化製作已經是電視台必備要

件，彙整研究結果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對於提供數位化製作，以被電視台認定為未

來的影音資產的內容供應中心，此研究結果與文獻中Mauthe與Thomas（2004）

之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採用以內容核心（content-centric）理論獲得證驗，所以電視

台在處理這些媒體資產時，導入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將是未來每一個電視產業的必

備選擇；Cane（2001）、Pagani（2003）、Lay（2005）、張峻峰（2005）對媒體資

產管理系統宜採用「多種播放引擎（multiple broadcast engine）」的看法也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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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相同，數位化時代觀眾對於影音接收方式，已經不再僅限於電視，多樣化

接收工具已經成為潮流，不受限的地方、時間，依照個人性需求提供所需的節目

內容，也不同以前的大眾傳播方式，能提供此種多樣化的平台資訊輸送，必需靠

一個數位內容的供應中心作為提供個人需求以及不同平台的播放格式的轉換。  

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其組成大多為資訊產品的軟、硬體設備，在軟體的介面發

展朝向人性化與簡易化是普世的趨勢，另在硬體的發展根據摩爾定律資訊產品的

速率每3個月將會增加一倍的運算速度，在這種高速成長下，新產品不斷的出新，

將造成舊產品的售價的下降，Pinnacle系統公司技術總監Kovalick（2006）預測媒

體資產管理（Media Asset Management, MAM）至2010年每年將以近20.2%成長，

因為市場的需求成長，系統整合技術公司不斷的投入在軟體方面設計，也會產生

價格上競爭，印證了研究在「介面的人性化對簡易化」與「售價持續下降」的結

果。 

 在數位技術的發展研究結果，未來資訊科技的發展在網路上的發展會更趨於

快速，目前寬頻與光纖已經廣泛地被企業所採用，加上SAN、LAN與WAN等網

絡的運用皆可結合上快速的網路，此與文獻中鄧永紅（2004）的看法具同意性；

在存儲能力上無論上是硬碟或是數據流磁帶將會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提供更大

量的存儲容量應用於線上（on-line）、近線（near-line）與離線（off-line）的媒

體資產管理系統中之結果，魯躍（2002）、王虎（2002）、Luff（2002）與 Campanotti

（2006）等亦確定此為媒體資產管理系統數位儲存載體（載體）的發展方向；與

更成熟的編目檢索能力與影音辨示的技術上結果之研究結果，由Kovalick（2006）

所說影音標示（Indexing）正是一個熱門的研究學科的說法得到同質性的證明，

將對媒體資產管理系統在影音的編目與檢索將可提供更好的方法；媒體資產管理

系統將結合無帶化的全程製作與李永葆（2005）所說媒體資產管理系統是電視台

內部業務實現數位化、網路化與無帶化的核心，也是電視台實現資源共享的核心

之理念是一致；電視台在採用影帶時代，若想要進行影音資產的備份是一件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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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人力與經費的作業，若是基於資產安全的著想，資產的異地備份想法值得

落實，但是以傳統影帶方式將需要一倍的人力、物力與空間，對於一般的企業而

言是難以實現的，但是在資訊科技的發展之下，對於資料檔案的備份處理，僅需

要存儲的載體，如硬碟或數據流磁帶，在電腦自動化的執行能力下，不僅省去人

力，在物力與存儲的環境也大為縮減。 

 未來基於技術上的交流與研發，可結合兩岸在電視產業的不同發展的特長，

也可與教學單位的合作，促使媒體資產管理系統發展更為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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