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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本文參酌Napoli（2009）多元化的定義，將抽象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概念轉
化為可衡量的具體指標，並以我國廣播產業十梯次執照開放，對多元化與地方

化的影響效果為分析對象。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為：

(1) 政府十梯次的廣播執照釋出，若以廠商數觀察，多元化指標會因為廠商數的
大量增加而大幅增加。但若依據本文提出的多元化衡量計算方法，剔除聯播

聯營以及電台大小功率發射面積的影響，則十梯次執照開放政策對廣播來源

的多元化助益，其實僅增加區區的27％。
(2) 最重要的內容多元化，因為既有法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已經將它限定為
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節目、大眾娛樂節目等四種

類型，且對播出時間分配亦進行嚴格管制，很難有調整的空間。

(3) 當前廣播電台的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
方式進行，不是聽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
節目的主持人Call-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
表意見。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

之情形並不多見，

(4) 地方化指標的衡量，則以各地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為基準，再與各地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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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比例或各地電台涵蓋面積比例加以比較，發覺其與人口數比例並不相

符，顯示地方化仍有改進的空間。

壹、緒論

台灣政府部門早期因為政治控制的目的，對各種媒體公司的設立均採行嚴

密的控制，不輕易開放新的媒體業者進入市場，因此大部分媒體市場長期都處

於只有少數廠商存在的寡占結構。以無線電視市場為例，政府50-60年間開放
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家電視台進入市場，之後即將無線電視市場的進入之門

予以關閉，直到民國86年才打開市場，允許民視進入市場1
。同樣的，報紙市

場的情形亦出現相似的情境。民國45年起政府即關閉報社的設立，台灣報業市
場長期維持只有31種報紙2

，直至民國77年因為民主開放潮流的壓力之下，才
將報禁加以解除。

廣播電台在台灣早期的社會，與前面兩種媒體同屬於社會的重要媒體之

一，亦與無線電視和報紙的命運一樣，同樣遭受政府政策嚴格的管制。政府自

民國47年以調頻頻譜（AM）用盡為理由，而發出新電台禁止設立的命令。直
到民國82年，新聞局才為因應社會各界對廣播的殷殷需求，做成持續10梯次的
開放。截至目前為止，廣播電台市場上共有172家擁有合法執照的廣播電台，
而未向主管機關申請獲取執照的電台，即所謂地下電台數目則曾高達190家之
多。

一般而言，廣播電台的開放政策，基本的目的係為媒體的多元化目標，以

及地方化的目的而設。但是審視過去廣播電台的開放政策，卻發現開放政策常

未考量廣播市場的胃納，與新廠商進入市場後的存活問題，而常逕以小功率或

中功率的規格，開放新廣播業者進入各縣市地方市場。最後的結果是這些中小

型功率之新電台，因為無法獲得足夠的廣告營收，支付必要的營運成本支出，

最終演變成不得不依附於全國性或大功率電台之下，成為全國性或大功率電台

的地方台，或淪為特定電台以聯播或聯營經營，形成為全國聯播網的工具
3
。

1 見莊春發（2005），〈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台灣銀行季
刊》，56（4）：181-214

2 同注1
3 民國96年的統計資料為例，載有詳細資料的樣本裏，全國性電台一家、大功率、中
功率、小功率電台的樣本家數分別為14家、59家，41家，全國性電台利潤水準為
正，大、中、小功率電台利潤水準為負的家數則分別為2家、19家、14家，佔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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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十梯次的開放當中，總計開放76張小功率執照，截至民國97年底，
已有32家成為其他電台的地方台，占開放電台的42％；同時間在中功率的部
份，開放66張執照當中，亦有27家成為特定電台的地方台，占開放電台比例的
41％4

。初步觀察政府過去在廣播電台的開放過程裡，企圖藉由增加全國各地

電台數，而達成廣播市場媒體的地方化與多元化的目標，似乎並不成功。

是故，對上述廣播電台產業發展的特殊性，政府部門的開放政策實有加以

檢討的必要。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能夠明確界定廣播開放政策，所要達成的

兩項目標－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為何？以及上述兩項的政策指標實務上應如

何衡量？然後以政府過去十梯次的釋照政策為對象，進行實際的驗證。俾將結

果提供為政府實際執行政策時的參考，從而找出較佳的廣播管理政策，使國家

稀少性頻譜資源獲得更有效率的利用，以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

貳、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意涵與衡量

一、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意涵

傳播政策所欲達到兩個非經濟的目標是「多元」（Diversity）和「地方
化」（Localism）（Napoli, 2009）。「多元」的概念不只應用在傳播領域，
其他領域如生態、地理、都市計劃、心理、語言和社會學當中，多元亦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McDonald & Dimmick, 2003）。多元一字最早源自於拉丁文
Divertere一字，原意為朝向不同方向，隱含著差異或歧異的概念（陳一香，
1999）。集中（Concentration）是多元的反義字，而多種類（Variety）則為多
元之同義字。

學者對於媒體「多元」的內涵，亦提出許多不同的解釋層次。Hoffmann-
Riem（1987）以「形式和議題多元」、「內容多元」、「人和團體多元」、
「地理環境多元」四個層次界定「多元」這個概念。（轉引自McQuail , 
1992）。Napoli（1999）則將多元進一步限縮為三大類型。第一是「消息來
源的多元」（Source Diversity），它包括所有權（ownership）多元與人力
（workforce）的多元兩個面向；第二是「內容多元」（Content Diversity），它

率的比例分別為14.3％、32.2％與34.1％。全部樣本115家電台中利潤水準為負者共
35家，比例為30.43％

4 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第十梯次開放時間為民國89
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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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節目型態（format/program type）的多元、觀點（idea/viewpoint）多元和人
口性別（Demographic）的多元等面向；第三是「閱聽人暴露多元」（Exposure 
Diversity），它包括水平（horizontal）多元、垂直（vertical）多元兩個面向。
近期學者更常將多元簡單的粗分為「所有權多元」和「媒體內容多元」兩

種重要的不同涵義。在所有權多元方面，主要的觀點認為，資方可以透過直

接、非直接聯結、財務、契約關係或非正式共識等方式去影響公司的決策，所

以，所有權是控制企業最有效的方法，企業可以透過擁有媒體之後以任何方法

影響媒體的行動、社論內容和策略方向（Iosifides, 1997）。當所有權分屬不同
人所有，也才能促成媒體內容意見之多元。

至於該如何促進媒體多元，目前主要存有自由市場和社會學派兩種不同的

看法。一般來說，自由市場觀點多半將產品多樣性與意見多樣性畫上等號，當

市場有更多不同的媒體系統，就能獲得更多的多元。篤信市場機能的人士認

為，只有透過自由市場供需，即能促進效率（McQuail, 1992)。
相對的，社會學派的觀點則認為，透過政府之干預才能讓人們暴露於最多

的意見之中。過去歐美基於頻道之稀有為由，透過政府管制限制單一經營團隊

所能擁有的執照數，以控制所有權的方式，做為降低廣電市場過度集中，做為

保持市場多元的手段（Iosifides, 1997）。
除多元化外，「地方化」（localism）也是傳播政策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之一。地方化在政治發展中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媒體是一個

很重要的政治組織，當媒體地方化、展現在地的觀點和聲音之後，才可以加強

地方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及讓民眾在資訊充分的狀況底下，做出比較好的政治

決定（Napoli, 2009）。
隨著政策解禁、社會開放的呼聲之下，政治力逐漸鬆綁過去對於媒體之掌

控，無庸置疑地，一般民眾接近媒體的機會大增，選擇也比以往更多，可以滿

足外在的多元。但是，媒體企業為求規模經濟，創造利潤，媒介內容便會迎合

大部分人的喜好，犧牲少數和弱勢之權益。意見市場中是否展現多元化、地方

化的聲音，滿足內在的多元，仍舊值得懷疑與進一步的檢討。

二、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的衡量

（一）多元化指標的衡量

如前所述廣播執照開放的目的，是為廣播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讓社會

各層人士有更多親近廣播和意見表達的機會，能夠收聽到自己喜歡的廣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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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是，在實務上，到底多元化與地方化所代表的意涵為何？它適當的衡量

指標為何？文獻上卻一直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

誠如Napoli（1999）所言，多元化的層次分為來源的多元、內容的多元、
近用的多元等三種不同的層次。所謂的來源的多元，應當是指廣播節目的來源

必須越多越好，而來源的多寡則與廣播電台設立的多寡有著密切的關係，衍生

結果則顯示廣播來源的多元化，可以以市場上廣播電台家數的多寡加以衡量。

其次，國內的電台規模有大中小功率之分，其閱聽人所能收聽的範圍存有相當

的差異，若單純的以廣播電台的總家數衡量多元化的程度，可能會產生若干的

偏頗，為調整此差異，可以改以所有電台所覆蓋的面積總量，做為衡量電台多

元化高低的指標。

至於內容的多元，則可以以各廣播電台的節目內容多寡與節目播送的時間

分配加以觀察，電台提供節目越多，且播送的時間越分散時，則代表電台越能

考量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需求，表示內容的多元性較高；反之，若電台所提供

的節目種類較少或只偏重於少數族群的需要，而未能考量大多數閱聽人的需求

時，則代表該電台的內容未能符合多元化的要求。是故，廣播電台內容多元化

的衡量，可以以電台播出的節目內容種類的多寡，以及節目內容的分散程度做

為計算的基礎。節目種類越多、節目的分散程度越高，表示廣播電台的內容越

多元；反之，節目種類越少、或節目的集中度較高時，則表示廣播電台的內容

多元化有所不足。

最後，所謂的近用的多元化，它所代表的是閱聽人能擁有更多的機會接近

使用廣播媒體。過去廣播經營的型態指示單向的由廣播電台發聲，而閱聽人只

能純粹的收聽，不能反向發聲參與方式進行。廣播近用的多元應是指閱聽人在

若干時間之內，也能參與各種廣播節目的製作、播出等工作，充分讓自己的意

見可以在廣播媒體裏展現。

（二）地方化指標的衡量

討論完多元化的指標的衡量之後，進一步所要探討的議題是，廣播媒體產

業的發展如何能夠兼顧地方化的需求？問題是文獻上的確有許多學者提出地方

化的論述，但是對於應該採用那些指標，做為衡量實務上廣播電台地方化程度

的高低，一樣的闕如。幾乎所有地方化的研究都停留於抽象化的論述，而未探

討實際上的衡量方法。甚至有些地區或國家因為幅員太大，才需要探討地方化

的問題，而有些地方或國家則因為幅員不大，地方化的討論並不具意義，也未

予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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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地方化的目標，初步看來與多元化的目標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具體

而言，廣播地方化的實踐也是為達成多元化的目標，只不過是將多元化的層次

元素改為區域性，亦即廣播地方化目標的追求，基本上是要讓一國之內不同地

區屬性的閱聽人，都能擁有相同的機會與權力接近廣播媒體、近用廣播媒體。

是故，廣播地方化目標的實踐，首先所須具備的要件是每個地方或區域所設立

的電台數目必須相當，或者起碼要能滿足當地閱聽人的需求。

基於以上的認知，廣播地方化目標是否達成，可以以每個地方所設立的電

台家數做為衡量的指標，若實務上所觀察到的廣播電台家數越平均時，則代表

該國廣播電台的地方化程度越高；反之，則代表地方化的程度有所不足。如前

所述，以電台家數為衡量指標常會因為電台功率的大小而產生偏頗，所以實際

的衡量時，可以進一步的改以該地區電台功率所涵蓋的面積總數，做為衡量的

指標，以排除單純以電台家數做為衡量指標的偏頗問題。

其次，每個地區的居住人口數不同，上述的指標數仍然會有偏頗的缺失，

適當的修正是進一步以人口數為權數進行調整，以每人平均電台涵蓋面積的數

據，做為衡量的修正指標。之後，再進行不同區域指標數據的比較。如此則可

觀察政府廣播電台釋照前後的多元化的指標，是否有所改進。

三、多元化與地方化衡量指標的理論基礎

討論完廣播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與指標之後，分析可以回到最根本的討

論，研究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衡量的理論基礎。如前所述地方化亦為多元化的

一種，所不同者只是將多元化的元素改為區域而已，所以如欲建立多元化的理

論基礎時，只要集中於多元化的討論即能了解其真正的內涵。

多元化的反面意義就是集中化，所以如欲討論多元化的理論基礎，亦可以

從反面的集中化理論著手。根據產業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市場集中度的高低，

基本上受到兩項因素的影響：第一，是市場上存在廠商數的多寡。市場上廠商

數較多時，代表供應不同產品的機會較多，消費者有較多產品或服務的選擇機

會，廠商間的競爭也將較為激烈。換言之，市場上廠商數的多寡，對市場集中

度的影響是相反方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廠商數越多時，市場集中度

將較低；反之，廠商數較少時，市場集中度將較高。

第二，影響市場集中度的因素是廠商在市場銷售比例的分配情形。如果銷

售分配集中於少數廠商時，市場的集中度將較高，多元化的程度將因而降低；

反之，如果廠商銷售的分配越平均時，代表市場並非由少數廠商所控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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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集中度將較低，呈現多元化較高的結果。

上述所討論的情形，可以以(1)式數學式加以表示： 

HHI = F（n  σ2
） ………………………………………………………………… (1)

HHI代表市場集中程度，右手邊F代表函數符號，括弧內n代表市場廣播廠
商數，σ2

代表廠商銷售數量分配的變異數。n對HHI的影響為反方向，廠商人數
越多集中度越低，反之，廠商人數越少集中成將越高。σ2

對HHI的影響則為同
方向，變異數越大時集中度越高，反之，變異數越小集中度越小。

應用相同的原理，以n代表廣播節目的多寡，σ2
代表節目分配平均的程

度，則應用(1)式的基本原則，分析多元化或地方化時，即可藉用此關係獲得多
元化或地方化的程度總合指標。

參、國內廣播電台釋照前後的市場結構

一、目前我國廣播電台家數統計

表一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現行廣播事業的分類，共區分為五種類別，

區分的基礎是電台屬於調頻（FM）或屬於調幅（AM），其次則按電台發射範
圍的大小，而區分為大功率、中功率、以及小功率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係以全國為廣播範圍的全區電台，共有中廣、教育、警廣等8
家廣播電台，見表一第一列資料。第二類電台則為調幅電台，目前國內共有20
家調幅電台，中間基隆、成功、電聲、天南、金禧等5家電台為中功率，其他
電台如台廣、鳳鳴、建國、益世等15家電台，則為取得大功率執照的電台，見
表一第二列

表一、我國廣播事業家數統計表

類　別 類比電台名稱 家數

全區

電台

1教育（AM&FM）、2警廣（AM&FM）、3復興（AM&FM）、4漢
聲（AM&FM）、5中廣（AM&FM）、6正聲（AM&FM）、7 ICRT
（FM）、8央廣（AM海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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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電台

台廣（大功率）、鳳鳴（大功率）、建國（大功率）、益世（大功

率）、天聲（大功率）、基隆（中功率）、勝利之聲（大功率）、

燕聲（大功率）、國聲（大功率）、成功（中功率）、中聲（大功

率）、電聲（中功率）、民立（大功率）、華聲（大功率）、天

南（中功率）、民本（大功率）、漁廣（大功率）、中華（大功

率）、金禧（中功率）、先聲（大功率）

20

大功率

AM&FM
台北、高雄 2

中功率

FM

港都、台北愛樂、快樂、金聲、嘉樂、台南知音、靉友之聲、環

宇、宜蘭中山、高屏溪、寶島新聲、非凡音樂、天天、全國、台灣

全民、大眾、人人、古都、東台灣、台中、飛碟、亞洲、神農、南

台灣之聲、雲嘉、綠色和平、蘭陽、新聲、每日、大千、寶島客

家、好家庭、省都、澎湖、大苗栗、新客家、凱旋、蘭嶼、南投、

陽光、鴻聲、噶瑪蘭、東方、紫色姊妹、青山、正港、嘉義環球、

太武之春、連花、大地之聲、台灣聲音、冬山河、台北之音、桃

廣、寶島、歡樂、城市、歡喜、竹科、大漢之音、主人、領袖、指

南、青春、東民

65

小功率

FM

美聲、人生、台東之聲、佳音、愛鄉之聲、望春風、全景、澎湖風

聲、嘉南、台東知本、鄉親、中台灣、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屏東之

聲、民生展望、真善美、宜蘭鄉親熱線、後山、大寶桑、苗栗客家

文化、潮洲之聲、宜蘭之聲、南方之音、貓貍、西瀛之聲、台北流

行音樂、健康、新營之聲、南都、關懷、嘉雲工商、下港之聲、中

部調頻、金台灣、大新竹、山城、高屏、太魯閣之音、北宜產業、

曾文溪、澎湖社區、新農、新雲林之聲、竹塹、台北勞工、草嶺之

聲、中原、濁水溪、蘭潭之聲、飛揚、嘉義之音、鄉土之聲、金馬

之聲、全球之聲、奇峰、台南之聲、花蓮希望之聲、民生之聲、

府城之聲、淡水河、新竹勞工之聲、中港溪、自由之聲、北回、北

部調頻、太平洋之聲、苗栗正義、亞太、大溪、大武山、太陽、羅

東、豐蓮、大樹下、花蓮之聲、蓮友、蘭友

77

總計 172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9）

資料。第三類的電台，是同時取得調頻與調幅執照的電台，這種電台的家數較

少，只有台北與高雄兩家電台，見表一第三列資料。

以上三類電台，大都是屬於早期發照的老電台。第四類的電台為釋照政策

施行後發照的電台，中間中功率的調頻電台，共有港都、台北等65家。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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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則為家數最多的區域性電台，屬性為小功率的調頻電台，共有美聲、人生、

台東之聲等77家。

二、釋照前國內廣播電台設立時間的統計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目前的統計資料，台灣最早成立的電台為中國廣

播公司（以下簡稱中廣），時間為民國17年。第二家成立的廣播電台為民國31
年成立的漢聲廣播電台，見表二。民國35年成立的電台則有益世廣播電台與
民本廣播電台。民國39年設立的為鳳鳴廣播電台、台灣廣播公司、正聲廣播公
司。民國42年則同時設立國聲、勝利之聲、中聲、中華等4家電台，民國47年
亦同時設立燕聲、電聲、天南、建國、基隆等5家電台之外，其餘各年所核准
設立的電台數皆為1家或2家，因此到民國73年，國內所累積的電台家數只有29
家，見表二。

從表二的統計表的資料裡，可以發覺民國50年以後到民國68年之間，未見
新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73至79年之間，也未曾有新電台之出現，可見當時政
府對廣播電台設立的嚴格管制。

三、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後廣播電台家數的統計

表三是主管機關採行廣播電台釋照政策之後，國內廣播電台家數的統計

表，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民國84至89年之間廣播電台家數是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
的增加，即使到了90年代，每年廣播電台的家數亦仍存在個位數的增加，直到
民國98年才停止。

表二、民國80年以前設立的電台家數與名稱

年度
新設

家數

累積

家數
電台名稱 年度

新設

家數

累積

家數
電台名稱

17 2 2 中廣、中央 46 1 16 復興

31 1 3 漢聲 47 5 21
燕聲、電聲、天南、

建國、基隆

35 2 5 益世、民本 48 2 23 成功、民立

39 3 8 鳳鳴、台廣、正聲 49 2 25 國立教育電台、天聲

42 4 12
國聲、勝利之聲、中

聲、中華
50 1 26 台北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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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 13 警廣 68 1 27 台北國際社區

44 1 14 華聲 71 1 28 高雄廣播電台

45 1 15 先聲 73 1 29 漁業廣播電台

說明：舊電台的電台屬性大都為調幅電台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民國80年市場上總共只有29家廣播電台，五年之後民國85年市場上存在49
家廣播電台，廣播電台的數量上約增加69％。同樣的經過5年的時間，到了民
國90年廣播市場的家數更暴增為139家，為民國80年廣播電台家數的4.79倍。民
國95年國內廣播電台的家數繼續擴充為169家，約為民國80年電台家數的6倍。
以2009年的資料172家的數量計算，它約為民國80年廣播電台家數的5.93倍。
對照表二民國80年以前廣播市場電台的設立情形，與表三民國80年以後廣

播電台設立的情形，二者有著天壤之別。這種極為不同的發展情形，均拜賜於

政府對廣播電台開放政策造成的結果。

如表四所示，基於民主社會的需求，在民國80年代主管機關終於改變幾十
年對廣播電台的嚴格管制政策，而採行開放的政策，允許新廣播電台的設立，

在民國82年第一梯次一口氣開放13家廣電台的設立。民國83年的第二、第三、
第四梯次則分別開放11家、2家、

表三、80年以來台灣廣播電台家數變化統計

單位：家

年度
原有電

台家數

電台

增加數
總家數 年度

原有電

台家數

電台

增加數
總家數

80 29 0 29 90 137 2 139

81 29 0 29 91 139 7 146

82 29 0 29 92 146 7 153

83 29 0 29 93 153 7 160

84 29 7 36 94 160 8 168

85 36 13 49 95 168 1 169

86 49 19 68 96 169 1 170

87 68 22 90 97 170 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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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0 28 118 98 172 0 172

89 118 19 137 － － －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傳播委員會

56家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85年的第五梯次、第六梯次、第七梯次則由分
別開放20家、1家、9家廣播電台的設立。民國85年繼續此開放策略，進行第八
梯次、第九梯次、第十梯次的作業，分別核准1家、29家、3家廣播電台的設
立。

在民國82年至民國89年七年之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151家新電台，之後
有6家放棄設立，因此共有145家新廣播電台的設立，新核准電台的家數約為舊
有電台家數的5倍。

四、聯播聯營的制度

為達成廣播電台多元化與地方化的目標，政府部門在民國82年到89年持續
開放145家（中間有6家放棄籌設）廣播電台的設立，這些電台當中，除第四梯
次允許一家大功率廣播電台設立之外，其餘的電台屬性都是中功率或小功率的

調頻電台，前者所涵蓋的面積為20公里，後者發射所涵蓋的面積為10公里，在
其經營的範圍之內，實務上所能爭取的廣告量實屬有限，因此這些廣播電台如

欲生存並不容易。

表四、廣播電台十梯次開放資料統計

開放梯次 頻率類別
開放公

告日期

申請

件數

公告核配

頻率數

實際成

立家數
特色

第一梯次 調頻中功率 82.2.1 62 28 13 以一縣、市為範圍。

第二梯次 調頻中功率 83.1.29 29 29 11

第三梯次 調幅 83.6.29 4 6 2
調幅服務範圍較大，可涵蓋

較廣大的收聽群。

第四梯次

調頻中功率

83.8.31

45 28 10 小功率電台以服務一社區為

原則，設臺宗旨均與社區特

性相結合，期能符合為全區

廣播網，僅核配一家。

調頻大功率 14 1 0

調頻小功率 174 99 46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8

第五梯次
調頻小功率

84.2.15
136 53 20

調頻 6 4 0

第六梯次

金馬調頻

84.5.16

1 10 1
金馬地區調頻小功率電台設

立，使外島地區亦能依其需

要設立一個專屬的區域性電

台。另為配合金馬地區的地

理環境，金馬調頻小功率電

台之工程標準與本島電台不

同。

調幅 2 1 0

第七梯次 調頻中功率 84.11.2 54 17 9

第八梯次

臺北地區客

語調頻中功

率

85.1.15 2 1

此次開放係針對服務族群為

目的的申設案，使得不同的

族群與團體、或特殊文化均

得有申設電台之機會，使之

建立一個以服務特定對象的

專屬電台。而其節目應有百

分之六十播音時數符合其電

台設立宗旨。

第九梯次

客語、

原住民語

88.5.17

33 9 3
力求普遍均衡，不但符合社

會開放潮流，照顧弱勢族

群，且留容一般電台申設空

間。此波開放也被認為是一

般電台最後一波的開放，因

而備受關注。

調頻中功率 399 30 19

調頻小功率 96 26 7

第十梯次
客語、

原住民語
89.9.30 9 5 3

此梯次是第九梯次中未完成

的核配頻率，並且考量花東

原住民人口為全省之冠，期

能藉此平衡都會及偏遠地區

廣播水準。

合計 1033 239 14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最後的結果則是委身於大型電台之下，成為大電台的的地方台。

表五是2008年新設廣播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的名單，以及佔當年新設立廣播
電台的比例。中間以第二梯次開放11家電台有6家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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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4％為最高。其次為第四梯與第五梯次兩次的開放電台，前者開放10家中功
率電台，有四家參與聯播聯營；後者開放20家調頻小功率的電台，最後有8家
參與聯播聯營體系，參與比例為40％。再其次者為第七梯次與第十梯次開放的
電台，第七梯在開放9家電台中，最後有3家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第十梯次
則開放3家電台中有1家參與聯播聯營，比例均為33％。參與聯播聯營系統最多
家數的為第四梯次，當期開放56家廣播電臺設立，最終有17家參加聯營聯播系
統，中間中功率有4家參與聯營聯播系統，小功率46家中，有13家最後則淪為
大電台的地方台。

十梯次中只有第三、第六、第八三個梯次，沒有電台參與聯播聯營系統，

其原因為第三梯次開放的為調幅電台，第六梯次的為金馬地區電台，第八梯次

為客語電台。在十梯次政府開放145家大中小功率的電台中，共有45家電台最
後以參與聯播聯營為最終下場，中間中功率22家，小功率23家。

五、廣播電台在台灣各縣市的分佈

為達成媒體的地方化，主管機關在廣播電台釋照的過程中，會因為地方平

衡的考量，而要求電台必須在各不同的縣市設立，以滿足各地方的需求。表六

是當前廣播電台在全國19個區域的分佈情形。以絕對電台家數觀察，可以發覺
仍以都會區的電台數較多，台北縣市為首要地區擁有23家廣播電台最多，其次
為台南縣市地區的17家，它的電台數則比高雄地區多一家，高雄地區地電台數
排名第三有16家，台中地區又次之，共有13家電台。宜蘭縣市人口數不多，但
分

表五、新電台參與聯播聯營名單與比例

頻率類別
開放公

告日期

開放

梯次

實際成

立家數

聯播

電臺數
聯播電臺名稱

所佔

比例

調頻中功率 82.2.1
第一

梯次
13 3

台灣全民、桃園廣播、

大眾廣播
23%

調頻中功率 83.1.29
第二

梯次
11 6

臺北愛樂、蘭陽廣播、

大苗栗廣播、南投廣

播、快樂廣播、南台灣

之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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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幅 83.6.29
第三

梯次
2 0 ---- 0

調頻中功率

83.8.31

第四

梯次
10 4

飛碟廣播、好家庭廣

播、台南知音廣播、財

團法人蘭嶼廣播

40%

調頻大功率 0 0 ---- 0

調頻小功率 46 13

全景社區廣播、臺北流

行音樂廣播、佳音廣

播、大新竹廣播、望春

風廣播、中台灣廣播、

南都廣播、府城之聲廣

播、下港之聲廣播、高

屏廣播、屏東之聲、潮

洲之聲、大武山廣播

28%

調頻小功率
84.2.15

第五

梯次
20 8

北宜產業廣播、中港溪

廣播、真善美廣播、嘉

義之音、民生展望廣

播、澎湖社區、澎湖風

聲、台東知本廣播

40%

調幅 0

金馬調頻
84.5.16

第六

梯次
1 0 —— 0

調幅 0 0 —— 0

調頻中功率 84.11.2
第七

梯次
9 3

嘉樂廣播、凱旋廣播、

歡樂廣播
33.3%

臺北地區客語

調頻中功率
85.1.15

第八

梯次
1 0 —— 0

客語、原住民語

88.5.17

第九

梯次
3 0 —— 0

調頻中功率 19 5
竹科廣播、青山廣播、

嘉義環球、高屏溪廣

播、領袖廣播

26%

調頻小功率 7 2 紫色姊妹、蘭友廣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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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原住民語 89.9.30
第十

梯次
3 1 東民廣播 33%

合計 145 45 31.0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廣播年鑑2003-2004（行政院新聞局，民94）
說明： 參與聯播之中功率電臺共計22家、小功率電臺共計23家，佔145家新設電臺的31.03%。易言之，有

三成的新設廣播電臺均透過聯播的方式，藉以擴大電臺的發聲範圍，藉以降低成本、增加影響力

以及廣告營收。

別設立了12家電台，花蓮縣市與桃園縣市亦設立10家廣播電台。另外，苗
栗縣市地區、嘉義縣市地區與屏東縣市電台數不少，分別有9家、8家與8家。
另外，雲林縣市地區、彰化縣市與新竹縣市設立的廣播電台數亦不少，均為6
家。其它縣市設立地電台數分別為台東縣市與澎湖縣5家，南投縣市4家，基隆
縣市與金門縣設立的電台較少只有3家，電台數最少的縣市地區則為連江縣只
有1家。

表六、全國各縣市電台家數統計表

縣市別
電台家數

（家(％)）
人口

（萬人）

電台涵蓋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台

涵蓋面積／

人口（每萬

人平方公

里）

比例1
比較

平均2
值比較

1基隆 3（1.82） 38（1.65） 80（1.98） 12.66 2.10 ＋ ＋

2台北縣市 23（14.02） 645（28.0） 830（20.62） 28.04 1.28 － －

3桃園縣市 10（6.09） 195（8.4） 220（5.46） 24.38 1.12 － －

4新竹縣市 6（3.65） 90（3.90） 80（1.98） 11.25 0.88 － －

5苗栗縣市 9（5.48） 56（2.43） 200（4.96） 6.22 3.57 ＋ ＋

6台中縣市 13（7.92） 262（11.3） 280（6.95） 15.41 1.06 － －

7南投縣市 4（2.43） 53（2.3） 70（1.73） 26.5 1.32 ＋ －

8彰化縣市 6（3.65） 131（5.6） 180（4.47） 32.75 1.37 － －

9雲林縣市 6（3.65） 72（3.12） 80（1.98） 12.0 1.11 ＋ －

10嘉義縣市 8（4.87） 82（3.56） 120（2.98） 9.11 1.46 ＋ －

11台南縣市 17（10.36） 187（8.11） 490（12.17） 10.38 2.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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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雄縣市 16（9.75） 276（11.98） 560（13.91） 14.52 2.02 － ＋

13屏東縣市 8（4.87） 88（3.82） 190（4.72） 22.0 2.15 ＋ ＋

14宜蘭縣市 12（7.31） 46（1.99） 170（4.22） 4.18 3.69 ＋ ＋

15花蓮縣市 10（6.09） 34（1.47） 280（6.98） 3.40 8.23 ＋ ＋

16台東縣市 5（3.04） 23（0.98） 75（1.86） 4.60 3.26 ＋ ＋

17澎湖縣 5（3.04） 9（0.39） 70（1.73） 1.80 7.77 ＋ ＋

18金門縣 3（1.21） 8（0.34） 50（1.24） 4.00 6.25 ＋ ＋

合計 164 2303 4025 14.04 1.74 －－ －－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說明： 中間不包括全國聯播網的電台中廣、教育、警廣、復興、漁業電台、漢聲、正聲、中央廣播電
台。上述資料系以2008年資料為基礎。

註1：比例比較係指電台數比例與人口比例的比較。
註2：平均值比較係指涵蓋面積／人口與平均值比較

肆、廣播電台多元化與地方化的衡量

討論完台灣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前後廣播市場電台家數的變化之後，接著所

要進行的工作是衡量釋照前與釋照後，廣播電台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指標變

化。

一、多元化的衡量

（一）廣播來源多元化的衡量

如前所述，廣播來源多元化的衡量，可以以廣播電台的家數做為代理變

數，民國82年以前國內共有29家廣播電台，釋照十梯次之後，國內廣播電台的
家數累積為172家，釋照後比釋照前多出143家電台，釋照後的家數是釋照前的
5.93倍，乍看之下國內廣播電台數增加五倍。易言之，國內廣播電台的多元化
提升了五倍。

然而，進一步考量廣播電台聯播聯營的事實，多元化提升的程度將降低很

多。參加聯播聯營的電台只能遵循主電台的意見，是無法提供另類的看法或聲

音，因此在討論多元化時應當將此因素納入考量。表五的資料顯示廣播市場參

與聯播聯營的電台共有45台，因此廣播市場能夠提供完全獨立聲音的電台將減
為127台，根據新資料所算出來釋照之後所增加的比例不再是5.93倍，而是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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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如果再考量釋照所核准的電台，大都為中功率或小功率的屬性，其電波所

涵蓋的面積較小。相對的，釋照前既有電台為全國性的電台，或為大功率的電

台，其所涵蓋的面積較廣。根據上述之因素，計算出來的釋照前所有電台所涵

蓋的面積為5380平方公里5
，依據表六各縣市電台的涵蓋間4025平方公里，減

去原有電台16家大功率與3家中功率，涵蓋面積1780平方公里，則十次釋照所
增加的涵蓋面積僅增2245平方公里，依據此數據可算出釋照後，涵蓋面積僅僅
增加41.7％。
再考慮聯播聯營所損失的涵蓋面積750平方公里，則十梯次釋照所增加的

廣播電台涵蓋面積，只增加1475平方公里，它只比原有涵蓋面積增加27.4％。
換言之，若以廣播電台涵蓋面積為衡量指標，與考量聯播聯營的影響，目的主

管機關十梯次的開放的結果，在國內廣播電台市場來源的多元化，事實上只增

加了區區的27.4％。
（二）廣播內容的多元化

電台執照的開放增加廣播電台的家數，固然是廣播電台多元化的必要手

段，但是廣播市場多元化的實踐，內容的多元化扮演的角色可能更為重要，因

為廣播電台一味的複製既有電台的廣播內容，或者只讓若干特定族群發聲，則

市場上廣播電台數的增加對廣播的多元化事實上助益不大。易言之，內容的多

元化，有時可能比來源的多元化更關鍵。

很不幸的，實際瞭解目的主管機關對廣播內容的規範，在法律上已經做成

僵硬的管制，廣播電台很難有所作為。我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即規定，廣播

節目區分為：一、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二，教育文化節目，三、公共服務節

目，四、大眾娛樂節目等四種類型。同法第十七條規定第十六條四項節目分類

中，前三類的節目在每週的播放總時間中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亦即大眾娛

樂節目在每週的播放總時間裡，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對於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四項節目類型內涵，則分別在「廣播電

視法施行細則」的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詳細規

範其範圍。例如第二十二條的新聞節目內容均應客觀、公正、完整，並不得具

有廣告性質。第二十三條教育文化節目的目的，在於「發揚中華文化，推廣社

會教育，輔助學校較學，啟發兒童致能為目的」其標準列有六項。公共服務節

5 全性電台以台灣最長長度400公里為計算基礎，其餘大中小功率則依據「無線廣播
電視電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26條的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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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則在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定義為：「係指氣象報告、時刻報告、緊急通告、

公共安全及其他有關社會服務等事項」界定的標準則有三項。大眾娛樂節目係

指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節目，包括歌唱、音樂、戲劇、小說、故事、笑話、

猜謎、舞蹈、技藝、綜藝及其他以娛樂為內容之表演。

從我國廣播電視法第十六條的規定觀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廣播電台節

目在我國廣播政策上的意義與目的，其內容與範圍幾乎已為政府所決定，欲藉

由來源的多元化而達成內容的多元化，似乎相當的不容易。所幸由廣播電視法

第四十二條的罰則，並未見對違反十六條業者的處罰，可見該規定只是主管機

關對廣播節目的宣示性行為。

（三）廣播近用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第三個層次為近用的多元化，它係指消費者或閱聽人是否有機會

接近廣播電台，進而使用廣播電台表達個人意見的機會。環視當前廣播電台的

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不是聽

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節目的主持人Call-
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表意見。
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之情形

並不多見，偶而一些音樂性的節目邀請專業人士參與主持，但私底下瞭解，在

這種場合電台仍需支付若干的費用，就近用的定義並不符合。至於將廣播電台

的時段，出租予特定業者在節目中進行某些商品的促銷，又更等而下之不屬於

廣播近用的真意。

因此就當前廣播業的生態，若欲達成廣播近用多元化的目標，讓社會的閱

聽人有近用廣播頻譜資源，發出自己意見的機會，主管機關在立法上仍有極大

的改善空間，實務的執行上亦有待加強。

二、地方化的衡量

（一）電台家數

地方化的衡量，首先可以觀察廣播電台家數的數據，見表六，19個縣市中
電台數最多是台北縣市，秉除全國聯播電台之外，台北縣市共有23家廣播電
台。其次，電台家數超過10家的縣市有：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宜
蘭縣市、花蓮縣市等六個縣市，其他縣市的電台數均為個位數。

（二）要多少人口數才能擁有一家電台

為排除人口多寡所造成的影響，表六第五欄以各縣市的人口數除以電台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65

數，求出多少人口數可擁有一家廣播電台，做為分析比較的基礎。計算出來的

結果，台北縣市每28.04萬人才能擁有一廣播電台最差，20萬人才能擁有一家
廣播電台的縣市還有彰化縣市。相對的，苗栗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澎

湖、金門等六個偏遠地區縣市，不用十萬人即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其他縣市

則需要十萬人口以上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

若以台灣全區平均需14.04萬人，才能擁有一家廣播電台的數據加以比較，
十八個縣市區域裡有6個縣市每家電台所需人口數高於平均值，這些縣市為台
北縣市、桃園、新竹、台中縣市、彰化、高雄縣市，其餘縣市一家廣播電台所

需人口數均低於平均值。

（三）每萬人所獲得廣播電台涵蓋面積

為消除電台大中小功率，以及人口數多寡相分析的結果，在表六首先計算

各縣市所有電台的涵蓋面積，然後再除以各縣市的人口數，獲得表六的第六欄

每萬人廣播電台涵蓋面積數據。平均而言，全國的面積數為每萬人1.74坪方公
里。與各縣市比較則可以發現基隆、苗栗、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

台東、澎湖、金門等十個縣市高於平均值。其他縣市則低於平均值。

（四）卡方檢定

以各縣市人口數佔全國人口數比例，做為電台平均分配的基礎，然後再檢

定各縣市電台數佔全國電台數比例，是否與人口比例相符，做為電台多元化檢

定的比較基礎。經過計算之後，獲得的觀察值為76.2273，明顯的大於卡方檢定
在α = 0.01水準下的λ = 33.4087，顯然台灣廣播電台在各縣市的分配與其人口的
分配不相當，表示廣播電台的地方多元化，仍有改進的空間。

進一步以各縣市廣播電台所獲得的涵蓋面積為分析，則所獲得的觀察值為

40.6081，仍然大於卡方檢定在α = 0.01水準下的λ = 33.4087，表示以電台涵蓋
面積為指標，各縣市廣播電台的分配與人口的分配，仍有顯著的不一致現象，

易言之，主管機關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上，並未考量人口數量的多寡。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隨著媒體管制的解禁，廣播電台也與其他媒體一樣，容許新電台進入市

場，主管機關自民國82年起到民國89年止，總計十梯次的開放新廣播電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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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很可惜的，政策上除給予一家大功率電台的設立外，其他電台大都是以10
公里為範圍的調頻小功率，以及以20公里為發射範圍的中功率電台，以至於在
競爭激烈的廣播市場上無法生存，最後的結果則演變為依附在既有大功率電

台，或組成策略聯盟，形成實質上為聯播聯營的狀態，完全不符原有政策開放

的目的。

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基本上係為達成廣播市場的多元化與地方化，問題是文

獻上對此兩項目標定義的說明，不是含糊不清，就是依然處於抽象概念的描

述，以至於在政策上無法具體的加以施行。

本文依據上述之概念遵從Nopoli（2009）的分類，先將多元化細分為來源
的多元化、內容的多元化以及近用的多元化三類，然後利用台灣的實際資料進

行實證分析。研究的結果發現，政策上十梯次的廣播釋照政策，表面上比釋照

前增加5.93倍，似乎相當程度的提高了台灣廣播市場的多元化程度。
但是將聯營聯播的因素考慮進去，則多元化的程度降為45.3%，若將廣播

電台功率大小因素納入考量，以廣播電台的涵蓋面積為衡量標準，則所能提升

的多元化程度立即下降為41.7％；進一步再將聯播聯營的影響納入，則十次廣
播電台的釋照多元化的增加幅度，只有區區的27.4％。

內容多元化的問題，參酌廣播電視發第十六條的規定，可發現政府部門早

就將廣播節目定調為：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節目、

大眾娛樂節目等四類，而且也對前三項節目的播送總時間限制不得少於45％，
換言之，大眾娛樂節目的播出總時間不得超過55％。在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的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則對四類節目的製播也訂定製作原則，因此廣播節

目的多元化，在現階段的環境下似乎不易有太大的提升空間。

至於廣播近用的多元化，當前廣播電台的經營型態，許多廣播電台的播出

形式是與聽眾以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不是聽眾Call-In 進入廣播電台參與節目
的進行，就是由廣播電台節目的主持人Call-Out訪問特定的閱聽人，請該特定
閱聽人對特定之議題發表意見。有系統的提供廣播節目時間，讓社會人士或閱

聽人從事廣播之節目之情形並不多見，偶而一些音樂性的節目邀請專業人士參

與主持，但私底下瞭解，在這種場合電台仍需支付若干的費用，就近用的定義

並不符合。因此就當前廣播業的生態，若欲達成廣播近用多元化的目標，讓社

會的閱聽人有近用廣播頻譜資源，發出自己意見的機會，主管機關在立法上仍

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實務的執行上亦有待加強。

廣播地方化的分析，本文以各縣市人口數做為分配評譜與否的標準，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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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電台佔有比例比較，或與各縣市電台涵蓋面積比例比較，均發覺與人口

分配比例存在顯著之差別，亦即釋照政策對廣播多元化政策的落實仍有相當的

改善空間。

二、建議

（一） 政府對於廣播釋照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為多元化與地方化。但多元化與
地方化的內涵真意，以及衡量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指標的工作，政府過去

一直未能落實，相關單位應該及早確實建立。

（二） 未來的廣播釋照政策，主管機關實應按此內涵與指標執行政策，唯有如
此政府相關單位才能建立政策執行的專業基礎，杜絕社會對廣播政策決

定適當與否的疑惑。

（三） 回顧過去政府執行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以廣播多元化與地方化兩項目
標為衡量基礎，獲得的結果顯示上述目標的達成似乎不盡理想，特別是

以中功率與小功率為基礎的釋照政策，相反的，它常常反而常造成治絲

益棼的結果。意謂著NCC的廣播執照開放政策似乎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改採以全國性電台，或起碼以大功率電台為發照標準似乎較為適當。

（四） 經由本文對廣播電台執照開放政策的研究，所獲得的啟示為政府任何的
市場開放政策，基本上應當審慎的思慮其開放目的，並探究其目標是否

達成，以免造成政策變成為開放而開放，形成社會稀少性資源無效率使

用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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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nsforms the concepts involving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to a concretely measurable indicator in line with the Napoli’s (2009) definit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impacts of the 10th tier permission to broadcasting licenses 
on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are concurrently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hile observing by number of firms, the conventional diversified indicator 
would b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as firm number increases. Nevertheless, once 
us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is paper, the measure of license permission 
merely increas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roadcasting sources by 27%, under 
ruling out the latent influences of radio hookup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verage 
areas of high- and low- transmission powers.

2.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roadcasting content, which is the most vital, 
the room to further adjustment seems quite restrained. It is due to that the 
Broadcasting Acts 16 had already prescribed the programs into ‘news and 
policy proclai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ublic service’ and ‘mass 
population entertainment’, while the schedule allocation of the four types of 
programs is also controlled strictly.

3. To the topic of consumers utilizing broadcast resource proximally, referring to 
Chuang’s (2009) survey, radio is the mainstream. Meanwhile, the locations of 
receiving broadcast seem unrestricted and are mainly in car or at home.

4. A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localization, which is measured as the ratio of ‘local 
population over national population’ to ‘local number of broadcasters over 
national number of broadcasters’, it is implied that there is still quite a few 
room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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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林東泰（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

謝謝主持人林委員，發表人莊教授、各位評論人、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

莊教授所提的問題是非常嚴肅的，也是新聞局後來NCC接棒後，對於無線的
廣播電台怎麼釋照的問題一直爭議不休，到底是要市場化還是有另外思考，如

同莊教授今天所指出的社會學的觀點，這兩股力量一直來來回回僵持不下，但

今天我們很感謝也很佩服莊教授把這個問題講得這麼清楚，就是說從民國83年
新聞局開始釋照之後到目前，釋照出去的台數總共172台，其間如何兼顧所謂
的多元化和地方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因為有市場才有機能，聯播、聯營

的機能NCC擋不住的，莊教授也講到了在法令上沒有限制聯播、聯營怎麼去
經營，所以把這樣的因素考量進去的話，那對台數而言並不是增加5.93倍而是
4.73倍，這是一個事實，第2個事實，從它的涵蓋面積，釋照出來之後似乎增
加了41.7％，但再把聯播、聯營的扣除掉，事實上只有27.4％，也就是說釋照
之後的效應並不是原初所想像的恢弘偉大，這真的是當局必須要去檢討的，所

以剛剛莊教授建議一個明確指標，這是非常需要的，明確指標之下到底你的

mission是什麼？所為何來？這樣的爭議永遠爭執不休，但我需要指陳一點就是
假使延續剛剛莊教授論述的情況之下，綜觀莊教授的論點是站在市場面！可是

莊教授提到除了市場派也有所謂的社會學派，那社會學派怎麼辦？假使我今天

完全讓市場決定，講白話就是不需要政府！尤其無線廣播是稀有的全民共享資

源，政府要不要干預涉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政府干預涉入愈多常常是適得

其反，比如說莊教授提到的報禁問題，我也是曾經參與民國75年到77年的報禁
開放小組的成員，當時還要去跟元老們去解說何謂衛星傳輸不應限制印刷廠數

量！很多就回歸市場機制，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報紙它是可以由市

場不斷擴張的，但是無線廣播它是稀有資源，這兩個產業是不能等同並論的，

所以今天政府怎麼針對稀有資源來顧及地方需求，譬如像淡水因為滬尾文史工

作室成立了小功率的電台專門在淡水傳輸好不好？當然好阿！誰聽？淡水人聽

嘛！每天都聽這個會不會膩？這些東西我從小就知道了，你講到我7、80歲還
在講，所以這個問題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面向，尤其剛剛莊教授提到了一個什麼

指標，也提到了niche概念，引用了Dimmick的niche概念，但是在reference有好
幾個Dimmick的著作在文章本文卻都沒有提到，包括Dr. Dimmick的nic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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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發展、對於廣播電台在台灣的發展如何去引用這是蠻值得思考的。另外一

點，剛剛莊教授提到說整個論文基本上是根據印度的學者Napoli所提的，我稱
它結構多元化，他叫做來源多元化，第一個叫做內容多元化這個我們瞭解，

第三個叫做近用（Access）多元化，我必須要跟莊教授說，Napoli這個觀點是
錯的，因為Access這個概念是近用權，不是我們收聽廣播，是我們可以使用廣
播、使用電視，這才是所謂的Access Right，也就是像報禁開放後各報所有的民
意論壇版，就是民眾可以發聲的園地的Access Right，在廣播電視就是call-in節
目，所以台灣報禁之後有一個現象莊教授沒有說到就是地下電台，因為要發聲

嘛！那時候報禁解除之後因為廣電還沒開放，所以這些地下電台蓬勃發展，如

果是站在公家立場應該說是猖獗，蓬勃發展之後下地下電台主持人非常好做，

因為只要讓人call in進來不論講什麼都會有人聽，就是為了要抒壓要解放，所
以你在威權時代報紙都解禁了廣電怎麼能不解禁呢？所以這個Access Right不是
我們可以收聽、看電視，而是在廣播上、在電視上發聲，這才是正確的意思，

所以這樣延伸進去才能彰顯人民公民權的意義，我對於莊教授今天這篇論文，

事實上NCC那邊很有必要來聆聽莊教授的高見，事實上他過去也提出過許多寶
貴的意見，像這麼重大的產業發展政策，我們必須要說NCC很需要像莊教授這
樣有產業背景的人，NCC所負責的產業金額規模多麼龐大，怎麼為產業及消費
者著想是多麼重大的責任，所以說莊教授這樣的論點及見解事實上是NCC非常
需要的，應該要廣納建言，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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