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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擬方言族群媒體的文化行銷模式： 

以客家廣播頻道為例 
 

 

在台灣客家族群人口為相對少數、客家話為非主流語言的外在環境下，其先

天之市場限制顯而易見，其以傳承客家文化為組織定位，使客家電台在語言使用

上相當重視客語的使用與播出；從收聽群來觀察，現有客語頻道的忠實聽眾群仍

集中於中壯年、或銀髮族、或婦女聽眾群，不可諱言，收聽群中少有青少年或青

年聽眾群，如此服務對象似乎又無法達到跨世代「傳承」的理想。 

有鑑於此，研究者擬以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

道為研究個案，研究以下問題： 

   1、以關懷客家族群為主的客家廣播頻道，其所運用的文化資源有哪些？ 

   2、以關懷客家族群為主的客家廣播頻道，其文化行銷模式如何？ 

客家電台定位訴求的聽眾群，雖然以客語人士為主，卻因文化認同的差異，

在電台經營理念調整時，引發既有聽眾群的不確定感，這反映台灣走向多元文化

社會的同時，多元文化究竟意味著類似「燉牛肉」(beef stew)、或「沙拉碗」（salad 
bowl）的文化呈現方式？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Marketing Model of Ethnic Media:  
taking Hakka Radio Stations as Examples 

 
 

 Hakka ethnic group c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 Taiwan.  
The positioning for most Hakka radio stations is to transmit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However, a lot of listeners of Hakka radio stations focus on senior and 
female citizens, which seems no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nsmit Hakka culture 
through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is research takes examples such as Central Radio Stations, Chinese 
Broadcasting Company, and Formosa Hakka Radio Station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tions:  

1. What cultural resources are used by Hakka radio staions? 
2. How Hakka radio stations operate cultual marketing model? 
 

The positioning for Hakka radio stations is serving Hakka people, but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for these radio staions cause the uncertainy of existing 
listeners.  This reflects the trend of carrying out the idea of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aiwan is facing the choice of being a beef stew or salad bowl?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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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是指人類活動過程所遺留或現存的物質、精神產物中，可供運用、

產生價值的事物（游景德，1997）。我國政府早期「推行國語」的政策，台灣地

區方言族群面對母語遭受壓制的困境，其中客家族群雖在人數上居於台灣第二大

族群，但在公共領域無法使用客家話交談，廣電媒體中亦缺乏以客家話發聲、展

現客家文化的節目，無法透過教育與傳播體系強勢語言的傳遞，致使客家語言與

文化的傳承面臨斷層。 

1988年 10 月，由「客家權益促進會」的發起與主導之下，客家人開始進行

「還我母語運動」，提出「還我客家話，尊重客家人」等口號，為客家人長期的

母語抗爭揭開序幕（謝文華，2002）。近十五年的抗爭歷程中，爭取客家文化在

廣電媒體中的能見度，一直是客家母語運動的訴求重點之一，其中申請廣播頻

道，成立客家廣播電台，更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里程碑。 

1994年「寶島新聲客家電台」設立，雖然當時屬於未合法申設的地下電台，

但同時也為全台第一個二十四小時客語播音的廣播電台，歷經小功率電台申請未

通過、新聞局數次抄台、客家鄉親及民代為客家電台請命奔走等波折，寶島客家

電台終於民國 1996年 6 月取得 FM93.7 之頻道，獲准籌設寶島客家廣播電台，並

於同年底募集設台基金，登記財團法人，成為大台北地區唯一以服務客家族群為

宗旨之公共電台。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於 1998年旦改制設立，早自 1939年在中國大陸起、

1949 年播遷來台灣至今，一直都向海外地區播出方言節目，其中客語節目製播

已超過一甲子，只是播音與服務範圍以海外華人為主。 

中國廣播公司客家頻道於 1997 年 6 月 1 日開播，使用的頻道是調幅頻道

AM1458，1998年 11 月 17 日又調整到 AM747，電台定位為一個替客家鄉親服務的

頻道，並肩負傳承客家文化的使命。 

在台灣客家族群人口為相對少數、客家話為非主流語言的外在環境下，其先

天之市場限制顯而易見，其以傳承客家文化為組織定位，使客家電台在語言使用

上相當重視客語的使用與播出；從收聽群來觀察，現有客語頻道的忠實聽眾群仍

集中於中壯年、或銀髮族、或婦女聽眾群，不可諱言，收聽群中少有青少年或青

年聽眾群，如此服務對象似乎又無法達到跨世代「傳承」的理想。 

有鑑於此，研究者擬以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

道為研究個案，研究以下問題： 

   1、以關懷客家族群為主的客家廣播頻道，其所運用的文化資源有哪些？ 

   2、以關懷客家族群為主的客家廣播頻道，其文化行銷模式如何？ 

貳、文獻探討 

公共利益與公共領域 

公共利益與公共領域兩概念，都是為了闡釋傳播媒介作為一種公共財，其

可能涵蓋的範圍；以大眾傳播媒介為例，作為一個公共利益的大眾媒介，其能在

最多民眾擁有的公共利益上具體體現，形成名符其實的公共領域（姜孝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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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由前述觀點推論到現有多頻道廣電生態的分眾媒介，扮演一個公共領域的

分眾媒介，其能在最多分眾擁有的公共利益上具體呈現，便形構為這些分眾人口

的公共領域。 

公共利益的概念，較常與民主政治相提並論，學者唐斯（Downs, 1962）由

民主政治體制分析公共利益有三個主要功能（轉引自彭芸，1994，頁 179）： 

1.它是個別市民判斷政府作為，並將其判斷溝通給他人的工具。 

2.公共利益的概念隱含著一個對大家都好的共同益處，因而以公共利益來訴

求將可抵抗那些個人利益；也就是班費（Banfield,1955）所言，凡是可

稱為公共利益的，即其最終目的為公共服務，而非部分為公眾服務。 

3.公共利益可成為指引和檢視政府行動的一個標準。 

唐斯將公共利益區分為三類，第一類主張公共利益乃人民意願所趨；第二

類以為在民意所趨之外，公共利益要以一些絕對價值的標準為基礎；而且，公共

利益未必牽涉倫理的意涵，而是由一些決策方式產生具體的結果（彭芸，1994）。

簡言之，公共利益不僅是一種價值判斷基準，也是溝通對話的基礎。 

以中學教育為例，教育相關部門是否應推動常態分班，除就有關方案與影

響進行報導、探討外，現有激烈競爭下的商業媒介所傳遞的刺激、聳動、急功近

利的訊息，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功名利祿為人生成功的指標，其實與常態分

班所崇尚的人各有志、適性發展的意義完全對立，以傳遞或關懷族群文化、服務、

社群互動的方言電台，對方言族群文化的認同與傳承，顯然有不同的關注方向。 

從個人利益角度出發，公共利益呈現的重點，在荷爾德（Held,1990）的公

共利益與個人利益（Public Interest and Individual Interest）書中也有陳

述（轉引自彭芸，1994，頁 180）： 

1.優勢理論(Preponderance Theory)—主張個人利益的總和最為重要，因

此採多數決的看法，即任何情況發生，公共利益都不會違背大多數人的

利益。 

2.共同利益理論(Common Interest Theory)—強調利益為所有人共同想要

的，對其喜好爭議不大，譬如交通、能源、水等基本服務，或是一個有

秩序的社會所需的，如政府、國防、法律、司法、警察、貨幣系統等。「公

共領域」也包含其中，既是民主政治系統中的必須，也為個人利益體現

的場域。 

3.單一理論(Unitary Theory) —主張公共利益是由一些較大社會理論或意

識型態所分出來的一些具絕對性的規範原則。這與唐斯所說「絕對價值

標準」觀點相通。 

上述三種理論，其中優勢理論與共同利益理論都強調公共利益是社會多數

個人利益的體現，然而，優勢理論並未說明大多數人利益整合的過程，是在衝突

與否的情境下整合。而共同利益理論則闡明共同利益為一有秩序社會所需，人們

對其爭議不大，似乎從利益整合和諧性的角度界定公共利益。 

其次，優勢理論與共同利益理論的整合結果，會隨不同社會、不同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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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時期階段有所差異，例如台灣地區電子媒介未解禁時期以及開放時期，所整

合的共同利益，可能不盡一致。 

相對地，單一理論因具絕對規範原則，則不容易受到人、事、環境、時間

的改變而更改。其與前兩種理論的主要差異在於歷時性。 

傳播學者馬奎爾（McQuail, 1992）指出，公共利益常被界定為對大家都好，

但對大家都好可能只代表對某些人有益處。當公共利益與傳播媒介相提並論時，

主要是考慮社會所認可的傳播利益，包括意見的多樣化、自由化、教育、藝術、

資訊、文化認同等。 

公共利益是否落實於傳播媒介，可由媒介在結構和表現的五個原則來檢

視，這五個原則分別是（McQuail, 1994）：是否足夠自由化、是否呈現多樣化、

是否兼顧資訊化、是否兼顧社會秩序和整合的角色，以及是否擔負文化傳遞的功

能。 

由前述五個原則觀察台灣地區傳播媒介與公共利益的落實情形，不可否認

地，傳播媒介的解禁（如報禁解除、電子媒介頻道開放），多少反映傳播事業牽

涉人力、物力等複雜投資，是否仍受制於政經勢力團體，其受制程度仍影響自由

化的程度。而且這也影響了多樣化、資訊品質、文化傳遞，以及社會秩序與整合

的情形。 

最明顯的是，傳播媒介的解禁雖多少代表媒介發言角逐不再受制某一強勢

政治勢力，但相對地卻受制於新興經濟勢力，這包括投資財團及廣告、收視/聽

率等（黃葳威，1997）。雖然國內外傳播學者咸認為，多樣化的觀點是維繫公共

利益的重要因素（鄭瑞城，1993；熊杰，1995；Aufderheide, 1992）。但顯而易

見的是，傳播媒介勢必在擺脫政治經濟主導團體的影響後，才比較可能朝向呈現

多樣化、兼顧資訊品質、文化傳承、促進社會秩序與整合等理想邁進。這正是非

商業媒介可以在多頻道廣電生態嶄露頭角或開花結果的主因。 

相關研究發現（Krugman and Reid, 1980），美國聯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在制定有線電視政策時，政策制定者便以多樣化、異

質化、地方化等因素作為政策擬定的原則。其次，從閱聽人需求層面來看，國內

有關市場及閱聽人分析也反映，在地民眾對媒介內容、觀點、價值呈現多元化的

期許（黃葳威，1995）。 

一般以為，廣電頻道的釋放，閱聽人的選擇便較過去多，這便代表多樣化、

異質化，但事實卻證明，由於本土節目產製的不足，節目內容疊床架屋，受制於

跨國企業流行文化產品的情形，屢見不鮮（黃葳威，1994）。其不僅沒有達到內

容多樣化、價值觀多樣化（異質化）與接近多樣化（地方化）等預期目標（Entman 

and Wildman, 1992），反而形成一元化與跨區/跨媒介經營的態勢。 

另一方面，公共利益雖常與民主政治相提並論，但為了盡力符合人民利益

的理想，當公共利益欲落實於傳播媒介時，需儘量不受制於民主社會自由經濟市

場競爭的牽制，使得不同的教育、性別、黨派、族裔、語言、年齡、收入、職業、

地域的民眾，皆可在傳播媒介中享有自己的發言權與關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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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公共利益的過程，必須存在一個自由、公開的領域，民眾可以在這

個領域中藉著討論，尋找對大家都好的公共事務，然後形成政策；實踐的關鍵在

於審視扮演公共領域的媒介角色是否健全（Habermas, 1989, p.136）。 

有關公共領域的論述不少，包括艾倫特（Arendt, 1958）、盧曼（Luhmann, 

1971）、密爾斯（Mills, 1970）、杜蘭（Touraine, 1977）等均曾闡釋公共領域

的內涵，其中以法蘭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提出較深入的討論;哈伯瑪斯在其著作

《公共領域的結構性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1962 出版，1989 出版英譯本；轉引

自張錦華，1994，頁 197），採取歷史性的觀點，分析 17 世紀至當代，傳播媒介

公共領域的興起及沒落。 

所謂公共領域，如同一個由民意或共識構成的社會生活領域，民眾在其中

可以自由表達與溝通看法，且他們有相當的表達機會，這些民眾是由一群私人身

分的個人自主性的聚集所形成（Habermas, 1989, p.136）。 

這說明了公共領域的構成特徵包括: 

1.民眾具有同等機會自由表達、溝通他們的意見； 

2.由一群個別身分組成的公共團體組成； 

3.這個公共團體由他們共同關心的議題而組成； 

4.他們關心的議題以公共事務為主，但不包含私人事務或商業的個別聚集。 

哈伯瑪斯承認公共領域在現實實踐上有其「排他性」（exclusiveness）的存

在。以中產階級公共領域的排他性來看，其建立在人類與財產擁有者兩角色之上

的「虛構的認同」（ficitions identity），即擁有財產的人們才具備參與公共領

域的資格，才被視為平等且有對話資格的成員（黃啟龍，2001；Habermas, 1989）。

所謂「虛構的認同」，學者曾慶豹（1998：57-59）譯為「虛構的同一性」，意指

個人是形成公眾群體的一份子，公眾群體又源自個別的私人，因此當資產階級透

過公共領域而要求公共權利時，事實源自個別的私人需求；而個別私人屬私人領

域，集結後形成中產階級便形成公共領域。 

哈伯瑪斯將公共領域的發展歸類為三個時期，分別是 17、18 世紀的早期、

18 世紀至 19 世紀初的自由主義時期，及 19 世紀以降的商業主義報業時期

（Thompson, 1990）。其中早期階段的公共領域參與者，以教育和經濟能力較佳

的中產階級為主，並未完全落實普羅大眾；自由主義時期因受到憲法明文保障民

眾有表達意見自由的權利，這時期主要的傳播媒介—報紙扮演傳達輿論的角色，

甚或領導輿論，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各小黨林立，所屬言論刊物也紛紛興起，自

由主義時期的基本前提為民眾具備辨別共同利益的理性（Habermas,1989）。 

然而隨著商業主義時期的來臨，廣告營收的經濟衝擊，使得報紙扮演公共

領域角色的功能漸趨瓦解（Thompson, 1990）。 

公共領域興衰的不同時期，反映出公共領域形成和維繫的要件，分別有: 

1.須受法律明文規範保障； 

2.須不受商業利益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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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由民眾（不限於消費大眾）平等自由參與； 

4.民眾具備辨別共同利益的理性； 

5.可發揮批評時事、教化的力量。 

很明顯地，傳播媒介視為可以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之一，不過，隨著大規

模的工商業組織的興起，市場、廣告，甚至公共關係的包裝，公共關係往往結合

了一些公共利益議題，掩蓋原本的商業目的（Habermas, 1989）。在市場（閱報

率、發行量、收視率、收聽率）、廣告收入、公關活動的呼應下，傳播媒介成為

公共媒介的角色已經變質。民眾被視為消費者，其是否仍不受經濟利益干擾，而

能理性辨別共同利益，實令人質疑。 

反觀國內傳播媒介近十年分別從報業、廣播、電視陸續開放、解禁，經營

的自由化帶來商業競爭的壓力，以服務特定方言族群為定位的媒體所能扮演的責

任，相對被賦予眾望。 

傳播權與參與權 

傳播媒介成為公共領域的主要前提，是能廣納民眾的意見，讓民眾參與訊

息內容的討論或傳遞。美國聯邦傳播委員會早在 1975年 12 月，簽署一項廣播執

照與公眾協定(Policy Statement on Agreements Between Broadcast Licenses 

and the Public)，說明民眾有權涉入聯邦傳播委員會公聽會，參與核發執照的

過程，且可基於團體利益考量，上訴廣播執照換發事宜，一般民眾並可嘗試改由

廣播業者控制的傳播體系（Caray, 1978）。這項協定不僅可促使廣播（包括無線

電視）業者正視本身負有的公共利益責任，也代表民眾對媒介接近使用權利的延

伸，民眾有權利影響傳播體系的改變。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並在 1982 年 12 月，提出國際資訊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的主張，倡導「傳播的權利」(the right to 

communicate)，揭示不同地域，乃至不同個人均應享有傳播權（Snijders, 

1983 ）。所謂傳播權，如同 1977 年加拿大電訊傳播研究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 Studies)報告所指陳：「由獲悉、被知悉、告知、被告知等

權利所構成，又如 1978年馬克布萊德報告所說明：傳播可被視為個人、區域，

乃至國家參與任何公共機構管理的保證途徑（Snijders, 1983, pp.3-5）。 

上述對傳播權概念的界定，明顯地勾勒出不論發展程度的任何國家、社區

以及個人，皆享有主動蒐集、主動傳遞或被動知曉、被動通知的權利，也就是參

與任何公眾事務的權利。這種傳播權可避免傳播媒介被誤用，亦可監督媒介運

作，不僅反映一種參與權，也表示一種接近媒介的權利。研究發展傳播的學者並

且主張，接近資訊的權利與參與傳播的權利是亞洲社會須努力的方向。奚伯曼

（Silberman, 1979）指出，即使被認為應由專業人士主導的節目內容安排，只

要基於健康、營養及教育等需求，市民均有參與規劃的權利。奚氏的主張說明民

眾可否參與傳播過程與參與權密不可分。 

有關參與權的概念，傳播學者馬塔（Matta, 1984）認為，任何傳播政策的

擬定，都應根據下列原則（轉引自陳世敏，1989，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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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資訊視為一種公共服務事業。資訊如果是一種公共服務事業，則資訊究

竟是由私人、公眾，還是政府所控制，並無關緊要。資訊既在服務每一個

人，則資訊製作者和傳播者即負有責任。 

2.要重視傳播是一種社會權利。現行法律對傳播權利的保障不足，尤其傳播

已逐漸從個人權利演變為社會權利，此時更需特別立法保障。 

3.要能促進有效的傳播參與。大眾傳播的最大問題，在於人口中某些團體或

個人，難以積極參與傳播活動。主要原因乃是官僚體系對於公眾接近媒介

感到疑慮不安，因而設下層層障礙；其次是大眾傳播媒介業者視媒介為禁

臠，不許大眾染指。目前的制度，一方面沿襲 19 世紀的經濟理論，另一

方面又加上新殖民主義跨國公司從中控制，造成資源和權力的集中，由極

少數人決定要傳播什麼，要如何傳播，閱聽人從無置喙餘地。 

4.科技人性化。科技表面上使人類能夠接近更多的資訊，讓互動機會增加，

因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這是幻象，因為傳播科技可能帶來

更多垂直式的傳播方式，反而阻礙參與。 

馬塔對於參與權的詮釋，將傳播事業視為一種需由傳播業者與社會大眾共

同 參與的公共服務事業，他不諱言有效的傳播參與難以落實到社會各團體或分

子，但強調立法保障傳播權利的重要性，促使傳播業者廣徵民意，並鼓勵社會大

眾珍視善用其參與權利。 

亞洲大眾傳播研究資訊中心的執行秘書馬隆（Menon, 1986, pp.89-90）在

談及資訊共享與公民參與傳播過程時，也提出以下建議: 

1.政府相關部門應改善在傳播過程中行政體系過度集權中心化的現象，加速

訊息傳遞給民眾的時效，並考慮基層老百姓對發展訊息的瞭解程度。例如

一些社區發展工作者不僅提供居民特殊技藝的訓練，還應協助居民傳播溝

通的技巧能力。又如社區工作者不妨鼓勵居民對發展政策與計劃提供回應

意見；社工人員即可扮演促使基層民眾提供回饋意見的管道角色。 

2.媒介不僅可反映政府相關部門的事務，也應呈現社會其他層面的事宜。媒

介本身應主動尋求一般大眾的回饋意見，如報紙開闢讀者投書、讀者評

論，或較多大眾參與的廣播電視談話性節目、評論節目等。如果可能，媒

介應邀集不同團體代表參與媒介規劃事項。 

3.政府應加強諸如遠距學習、非正式、以社區為主導的教學節目或活動，以

補償因學雜費上漲而無法正式就學的失學人士之學習需要。 

4.政府應派遣能與居民打成一片的專業人士，提供基層民眾適宜的訓練計

劃。媒介與深入社區的草根性組織可扮演基層民眾需求代言人，將民眾的

需要反映給地方政府。 

5.媒介與一般民眾應不斷牢記人民所享有的傳播權利。包括媒介本身爭取自

由傳播的權利，以及民眾本身表達其意見的權利。 

馬隆的建議不僅針對媒介組織在社會中所應享有的自由傳播權利，更揭櫫

社會每個成員都應珍惜與使用其監督媒介運作，及傳遞內容的傳播權。這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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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回饋意見的重要性，也呈現媒介組織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雙向溝通關係。

所謂回饋是先有訊息輸入，爾後產生閱聽人對訊息的反應、效果及互動溝通，以

期接近互動傳播的理想（黃葳威，1997），傳播學者陳世敏（1989）將報紙讀者

投書視為民眾對媒介接近使用權的實踐；而電台叩應節目、聽眾叩應或利用網路

(net-in)、傳真(fax-in)也有相似的角色。 

除閱聽人的傳播權、參與權外，媒體經營者如何善用各種資源與行銷模式，

提供服務對象認識媒體、接近媒體或參與媒體的方式，也可有效實踐互動傳播的

目標。 

文化資源與文化行銷 

文化資源，是指人類活動過程所遺留或現存的物質、精神產物中，可供運

用、產生價值的事物〈游景德，1997〉。 

有關文化行銷的實證研究，大致應用於博物館或圖書館文化行銷(林彥君，

1992； Basu, 1995; Costa and Bamossy, 1995)、觀光藝品或族群文化資源展

現(游景德，1997；Bouchet, 1995; Joy, Hui, Kim, and Laroche, 1995; Belk 

and Paun, 1995)。 

研究跨文化行銷的學者，說明國家文化對文化產品消費者的影響分別來自

（Costa and Bamossy, 1995: 304-305）： 

1. 國家原生文化的影響； 

2. 博物館的任務定位； 

3. 對藝文教育與知識的態度； 

4. 博物館對零售和行銷的態度； 

5. 對零售消費者的定位。 

而且，上述不同層面的影響，以國家原生文化的影響在最外圍，逐次包圍博

物館的任務定位、藝文教育與知識的態度、博物館對零售和行銷的態度、以及軸

心對零售消費者的定位(參圖 1)。 

將其架構應用於特定族群電台的文化行銷模式，國家文化對節目與服務聽眾

的影響，包括： 

1. 國家原生文化的影響； 

2. 特定族群電台的任務定位； 

3. 對特定族群藝文教育與知識的態度； 

4. 特定族群電台對節目、服務相關零售產品和行銷的態度； 

5. 對訴求聽眾群的定位。 

 

學者安得瑞亞森（Alan R. Andreasen）研究非營利組織的行銷，將其界定為：「為

獲取或促使『使命』的引介，而面對各種資源或活動的經營；此種經營在於分辨及滿

足市場需求或服務消費者的需要和慾望，也由於此種協議不至於停止，促使這樣的活

動永續不斷」（張上仁，2001）。本研究考量國內特定族群電台不限於非商業電台，且

電台進行的社群推廣教育仍以營利為主，故從文化行銷的取向探討客家電台節目的文

 8



化展現。 

 

圖 1：國家文化對零售消費者定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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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藝文教育與知識的態度 

    博物館對行銷 

     與零售的態度 

  

    針對消費者 

    的零售定位 

 

 

 

 

 

 

 

 

 

 

資料來源：Costa, J. A. & Bamossy, G. J. (1995). Market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p.3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本文參酌非營利組織行銷、博物館及族群文化資源展現的立論，將文化行銷

定義為：「依據國家原生文化的取向設定宗旨任務，而進行特定族群藝文教育、

知識的推廣，及特定族群文化產品與相關服務的提供，以期達成傳承與交流特定

族群文化的理想」。 

進一步分析文化行銷的模式，具文化人類學背景的行銷學者提出多重目標與

多元行銷區塊的架構（Costa and Bamossy, 1995: 307-308）。這一架構主要涵

蓋多重目標、關鍵決策人士、關鍵行銷區塊三部分。所謂多重目標，係指對神聖

使命、真實性及資產保護的重視，包括實現經濟目標，以及對教育、知識、資產

使用的推廣；關鍵決策人士計有董事會、(博物館)館長、經理人；關鍵行銷區塊

則包含來自以學校、獎助金及班級為單位的訴求對象(參圖 2)。 

圖 2：多元目標與多元行銷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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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藝品店經理

博物館經理 

一般公眾 

個別贊助者 

贊助單位 

關鍵決策人士

以學院、獎助金及

班級為單位的對象

實現經濟目標 
教育、知識、資

產使用的推廣

潛在相衝

突的目標 

重視神聖使命、真

實性及資產保護 

潛在相衝

突的角色

董事會 

館長 

博物館經理

關鍵行銷區塊 

資料來源：Costa, J. A. & Bamossy, G. J. (1995). Market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p.308. Thousand Oaks, CA: Sage. 

本研究將以關懷客家族群的客家電台為例，探索方言族群電台節目在多元文

化環境下的文化行銷模式。 

參、研究方法 

為了獲悉現有客家電台主管及參與製播人員對電台節目文化行銷的觀點，研究人

員在 92年 2 月至 92年 9 月間，蒐集國內客家電台文獻資料，並以深度訪談方式訪問

8位關心客家公共電台的董事長、台長、資深製播人員、及參與義工電台。 

深度訪談對象名單如下： 

中央廣播電台方言網客語組資深導播江光大(92年 8 月 18 日下午 2：30 至 3：

30) 

寶島客家電台董事長梁榮茂教授(92年 8 月 21 日上午 10：00 至 12：30) 

寶島客家電台台長彭惠圓(92年 8 月 21 日下午 1：30 至 3：30) 

中央廣播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節目組長袁碧雯（92年 9 月 3 日電子郵件書面訪

問） 

中央廣播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節目義工劉家興（92年 8 月 26 日電子郵件書面

訪問）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部經理李宗桂（92年 9 月 18 日下午 3:00至 3:30） 
中廣客家頻道總監黃志立（92年 9 月 18 日下午 3:40至 4:20）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主持人彭月春（92年 9 月 18 日下午 4:30至 5:30） 
深度訪談問題計有： 

1.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設台的宗旨與目的？希望服務哪些聽眾？ 

2.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在節目規劃、製播上，如何滿足聽眾的需求？ 

3.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如何吸引聽眾駐足收聽？如何讓聽眾認識、知道貴

電台？（有哪些行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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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希望自己播出的節目或提供的聽眾服務，有哪些特

色？如何展現客家族群文化？ 

5. 就您所了解，請問電台節目製播人員如何獲知聽眾的收聽反應或意見？ 

6.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曾經透過哪些方式（節目或服務）或活動與聽眾朋

友互動？ 

7.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對於新聞局、交通部計畫推廣的數位廣播有何意見？

（如何在國內廣播數位化的發展中，重視或保障客語電台的生存機會？）如

何因應這種廣播環境的改變？ 

8.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在經營上面臨的困難有哪些？如何面對或解決？ 

9. 就您所了解，請問貴電台是否有類似義工或聽友組織的相關機制？如何運作

及推動？ 

10.請問您有其他補充的意見或建議嗎？ 

肆、研究結果 

根據深度訪談結果，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的定位與宗旨是服務全球華

人，包括海外及中國大陸，其中客語部分則以全球客家鄉親為主。中廣客家頻

道則是為了傳承客家文化、服務客家鄉親。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台的定位與宗

旨是「延續客家母語、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參與台灣建設」，寶島客

家電台董事長梁榮茂表示，由於文化包含面向太廣泛，電台定位便將語言獨立

出來。 

電台設立宗旨與目的，主要就是服務全球華人，包括大陸。客語部分當然就是以

客家鄉親為主了（汪光大）。 

當時執政黨國民黨的時候，民眾希望說有些客家人的聲音出現嘛。所以他們要求、

反應說要成立一個客家電台.…..，當時也是主要是說關心客家人的生活，因為人

數也滿多的，大概四百萬的人口，那對客家文化的傳承，那時候也慢慢受到社會

和客家族群的重視，他們認為說應該做一個文化傳承的工作，那電台成立的目的

就主要是這些（李宗桂）。 

我們電台的宗旨是「延續客家母語‧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參與台灣建

設」這四句話。我們把語言單獨出來，是因為「文化」這個詞語所包含的面向太

廣泛，太過籠統了（梁榮茂、彭惠圓）。 

這三家客家廣播頻道的服務對象皆以客家鄉親為主，且以廣播涵蓋範圍的

客家鄉親為訴求。中央電台客語節目的聽眾群，從聽眾回饋信函的反應，以東

南亞來函最踴躍，尤其是馬來西亞；其次是東南非的模里的、留尼望、還有大

陸地區。整體來看，以年長者較多。 

中廣客家頻道採調幅網播出，範圍涵蓋北台灣、西部台灣、東部花蓮地區，

其中新竹、苗栗的收聽群最多也最集中，年齡多在 40 歲以上。大台北地區的客

家聽眾群較有限。 

寶島客家電台近期由新任台長自掏腰包委託 SRT 進行調查，獲知收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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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而董事長認知的聽眾群來自電台募款迴響的地區，諸如台北華中橋、新

竹、義民廟、新埔、新竹縣、桃園、苗栗、公館、北埔橫山，大多為 30 多歲，

以老人家居多。 

客家電台節目規劃上也以定位不同而有差異。中央電台方言廣播網的客語

節目，逐漸由早期的心戰或政令宣導轉型，內容包括食衣住行的生活介紹，希

望朝活潑的方向製播。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包括工商服務、戲曲、文化、新聞評論、法律服務、傳統

音樂、娛樂、政令宣導等。晚上以服務青年學生的綜藝節目或音樂節目為主。大

部分節目由台北總台製播。 

寶島客家電台當初設立是為了滿足「社運派、反對派」的需求，因而全天

候有大量的 call-in 節目，間有客家歌謠、藝文節目穿插。新任台長在今年 4

月 11 日上任，依據市調結果及平衡電台預算支出逐步調整節目方向。現階段的

晨間客語新聞、傍晚客家與新聞分別與客家電視台、民視客家新聞聯播，除原

有 call-in 論壇節目，還向新聞局、台北市客委會申請委製社區文化節目，夜

間也有半小時帶狀節目外包製播英語節目。 

沒有說針對特定地區。但是從聽眾的來信多寡來反應的話，我們看得到、知道的，

東南亞的來信最踴躍，尤其是馬來西亞；再來第二熱烈的在東南非的模里西斯、

留尼望。為什麼這幾各地方會比其他地方更熱烈來收聽節目？因為對東南亞和東

南非這些地方，客家鄉音是很難得能聽到的，所以他們會很珍惜。據我所知，大

陸地區也有很多我們的客家聽眾，但是它們聽的心態是藉這個電台了解台灣的情

形（汪光大）。 

基本上是以北台灣為主，西部的話到桃竹苗這一帶，然後東部的話到花蓮、就是

大台北地區、新竹以北這樣子（李宗桂、黃志立、彭月春）。 

我們當初是的確滿足了社運派、反對派的需求。我們這個也明講。有時候他們也

直接 Call-In 進來說你那個是民進黨的電台，我為什麼要捐款，那些國民黨員講

的也是有道理啦。所以談論到這些政治議題的東西，我們就不指名道姓，把它抽

象化，只是一個人類的分類行為，你何必對號入座呢？我們的聽眾群大概都是在

三十歲以上，老人家大概最多，為什麼，反正在家裡無聊嘛，又不像在鄉下可以

到處走動，出來家裡人又怕他危險是吧？所以他一天到晚任何房間都有收音機，

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聽到。我們電台要靠捐款，也只有靠這種人才有錢。年輕的

人沒有，光是養家，所以要告這些公共活動、公共政策，老實說，非得等生活安

定、經濟差不多的時候，還要有一份心（梁榮茂）。 

三家電台均體認爭取年輕聽眾群的必要性，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節目已由

校園徵選年輕 DJ，參與客語節目製播如「流行 TALKING 派」；中廣客家頻道在夜

晚則以綜藝、音樂節目吸引年輕聽眾群、或結合一些關心客家文史的社團製作

文化節目；寶島客家電台也在週末時段，由台大客語社製播「駭客新生代」節

目。前者由資深製播人員與年輕 DJ 合作，再逐步放手交由年輕新生代製播；後

者則全交由校園客家社製播。相較之下，節目品質與迴響均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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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做客語節目嘛！像客家的流行歌曲，這在全球是居一個領導地位。就只有台

灣地區有客家流行歌曲！大陸雖然有很多客家人，但是沒有客家流行歌曲，只有傳

統的客家歌謠，所以他們聽來會耳目一新，這可以算是台灣客家人比較特別的、可

以拿出去的。這樣的客家流行歌曲是可以吸引海外年輕的客家聽眾，不然海外的客

家人和台灣的客家人都一樣，認為唱山歌和採茶戲都是老人家才聽、才看的（袁碧

雯、汪光大）。 

客語節目在節目轉型均面臨既有聽眾群的質疑與適應。中央電台客語節目

遭遇的是意識型態、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調整，海外既有聽眾群認為本土意識

強烈，且取代了過往在中國大陸實現自由民主的雄心壯志。 

寶島客家電台過往以支持社運改革為主的聽眾群，則不習慣電台政論性節

目「淡化立場」的調整，舊聽眾希望電台言論有明顯立場（如地下電台時期），

但部分聽眾也希望電台言論節目就事論事、客觀的方式。 

中廣客家頻道則與政府單位合作舉辦夏令營活動、或舉辦客語演講、客家

歌謠比賽等活動，嘗試拉近與社群聽眾的距離。 

客語節目是否以單一客語播出或夾帶非客語的多語言呈現方式播出，也引

起舊聽眾群或電台董事會的質疑。寶島客家電台台長彭惠圓表示，為了爭取客

家年輕世代的認同，電台節目製播語言的彈性化，甚至電台業務接洽的語言溝

通（兼用客語與普通話），都曾令篳路藍縷開台的董事感到不解。參與中央電台

客語節目製播的義工學生也表示，客家年輕一代學生客語使用不流利，加上上

一輩對「多語言」呈現的不諒解，往往令年輕世代參與的熱忱受挫。 

聽眾方面老人家比較多。他們還是有一種對中華民國、自由中國的概念，

可能在台灣已經沒有這種自由中國的中華民國，但是他們還有。曾經有一

個馬來西亞聽眾跟我講，我們在馬來西亞辦過一次聽友會嘛！那你們在中

華民國講反共講了四、五十年，為什麼現在幾乎什麼都沒有了？那你們過

去四、五十年的努力為何？你可能不用武力去反共，但是中華民國那種追

求自由、民主的理念還是要很明顯的突顯出來呀！他覺得說台灣變得很強

調本土的意識，以前那種自由民主的理想反而比較少了，以前那種要在中

國大陸實現自由民主的雄心壯志好像已經沒有了，所以會提出這樣的疑問

（汪光大）。 

晚上十二點後有各大專的客家社團，整個都，後來一個一個退，現在還留

著一個在禮拜六的台大客家社，下午五點到六點，這個社團是我在台大時

候成立的，是全台第一個（梁榮茂）。 

我有時接洽業務會兼用客家話或普通話，甚至常用普通話，一些董事便不

太能諒解，以為我不愛說客語（彭惠圓）。 

一些客籍大專生會擔心自己客語不夠流利，也有人對文化有興趣、以為語

言是一種工具（劉家興）。 

以服務客家鄉親為訴求的客語電台或節目，對客家文化教育和知識的態

度，均有絕對的理想使命，即發揚客家文化、延續客家母語，其主要方向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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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傳統文化祭典、音樂、文學戲劇為多，兼或用客語介紹客家族群的遷徙、

奮鬥經驗。 

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節目較常結合海外客家鄉親社團，偶爾舉行聽友會活

動，或趁採訪國外（客家）學術研討會時宣傳電台節目，聽友會組織採零星自

發性，結構鬆散；寶島客家電台製播人員皆為義工，義工組織動員力強，也定

期舉辦聯誼活動，結構較緊密。 

中廣客家頻道會針對桃竹苗的聽眾群舉辦歌唱比賽、說故事比賽。至於兒

童、青少年部分，則以廣播夏令營學習科技的活動與聽友互動。 

寶島客家電台由於董事會的成員，多擁有客家藝文背景，加上電台預算支

出考量，還設立附屬文化工作室，提供客家書籍、客家農產品、客謠 CD 出版、

客語節目帶等，義賣所得全部捐給電台。 

客家文化教育推廣方面，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由於服務對象遍及海外，

鞭長莫及，國內部分常與政府單位合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中廣客家頻道、寶

島客家電台利用假期定期辦理客家藝文研習活動、客家歌謠教唱或聯誼賽，暑

假也針對青少兒、兒童辦理夏令營活動，希望達到聯絡客家鄉親、傳承客家文

化的使命。 

社區推廣教育方面，寶島客家電台近期正籌畫辦理社區藝文教室，但不以

客家藝文為限，而是與生活美學相關的主題，參加對象不限於聽眾群，包含社

區附近居民。這部分的推廣營收也是為了平衡電台支出。 

類似客家文化活動的呈現方式，年長者習慣尊重傳統，年輕世代期待活潑、

開放、新潮，引起年長者的不解，更使年輕一代望而怯步。 

那如何讓聽眾來認識這個電台呢？現在我們盡量跟全球的一些電台合作，我們的節

目就在他們的電台做播出，還出版雜誌。有時候會和僑委會合辦活動。或是國際性

的會議去採訪，利用這個機會讓別人認識我們的電台。比方說世界客屬同鄉會、或

是國際性的客家會議我們一方面採訪會帶很多的資料去發送給參加會議的客家鄉

親，這等於就是讓聽眾認識我們電台嘛！那國內的話，更不用講了，我們經常舉辦

一些活動。以客家語來講，比方說辦客家文化研習營、研習班呀！或是參予客委會、

各個鄉親社團的活動，讓國內知道我們電台（袁碧雯、汪光大）。 

大型的活動話，我們就是有歌唱比賽和說故事比賽，我們比較固定的。客語的講古

的、說故事的那一種，就是用客家話，類似演講的方式，除了這個活動之外，我們

去年有辦了廣播夏令營、就是針對兒童、青少年，那種屬於科技的東西，廣播夏令

營（李宗桂、黃志立、彭月春）。 

利用假期定期辦理客家藝文研習活動，暑假也針對青少兒、兒童辦理夏令營活動（梁

榮茂）。 

像媽媽唱客家歌謠聯誼比賽，電台有豐富的客家文化書籍與歌謠資料供銷售。近期

正籌畫社區藝文教室，是與生活美學相關的主題，參加對象不限於聽眾群，包含社

區附近居民，這部分營收也是為了平衡電台支出（彭惠圓）。 

客家節目或活動的呈現過於新潮、開放，形成與年長者的小衝突（劉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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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與寶島客家電台的任務宗旨，其中延續客家母

語、發揚客家文化為最重要使命，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並負有聯絡客家族群

的任務，將各地（尤其是台灣）的客家族群生活形態詳實報導。寶島客家電台

除了傳承語言與文化的任務外，還肩負促進族群和諧、參與台灣建設的使命，

這與電台開創期間致力改革運動的背景有關，這一部份也影響電台的節目或活

動方向。 

中廣客家頻道前往竹東區辦演唱會，不僅結合當地節慶，也將活動以國語、

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結合呈現。 

電台設立宗旨與目的，主要就是服務全球華人，包括大陸。客語部分是以客家鄉親

為主了（袁碧雯、汪光大）。 

我們電台的宗旨是「延續客家母語‧發揚客家文化‧促進族群和諧‧參與台灣建

設」（梁榮茂、彭惠圓）。 

中廣客家頻道原則上以客語播出，但辦活動採多語言方式進行，或錄製公益宣導

資訊也錄製國語、閩南語、客語三個版本（彭月春）。 

至於客家電台對客家原生（母）文化的看法，則徘徊於電台主事者與聽眾

的互動消長。以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為例，早期電台所在位置台灣被認定是

「復興基地」，節目傳達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的色彩濃厚，現階段強調本土意識，

傳達多元的聲音，不再傳遞「反共」或「在中國大陸實現自由民主」的言論，

這引起年長聽眾的困惑。 

寶島客家電台成立九年，過去一直以傳達本土意識的客家言論與文化為

主，今年 4 月逐步調整希望朝向爭取各種背景的客家鄉親的支持，且期望藉由

電台網站的更新，逐漸服務海外的客家鄉親。 

中廣客家頻道由於聽眾群與經營團對變化不大，所以較未出現上述現象。 

以前我們自稱台灣是復興基地嘛！復興基地的那種理想已經沒了。所以規劃上，

當然跟國內的節目大致上是相同。所以國內比較不好的一面，還是應該很真實的

報導，但可以去做一些轉換、解釋和說明。它這個事件的背後深層意義還是表現

出一種民主，甚至是說因為民主才多元嘛！（汪光大）。 

我們當初是的確滿足了社運派、反對派的需求。因為當初我們的目標就是對抗國

民黨嘛！所以這個國民黨員之類的他們是很不滿意。我們這個也明講。有時候他

們也直接 Call-In 進來說你那個是民進黨的電台，我為什麼要捐款？（梁榮茂）。 

電台正式開播 9年，最近才將電台網站設計規劃，由黑白改為彩色，希望走出悲

情（彭惠圓）。 

兩家公營電台對於客家原生文化的認同與調整，正好相互替換調整。但也

反映客家鄉親的文化認同的不確定感。 

 

伍、結論、討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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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文化行銷的觀點，探討客家電台所運用的文化資源，以及客家電

台在節目與服務的文化展現。研究將文化行銷定義為：「依據國家原生文化的取

向設定宗旨任務，而進行特定族群藝文教育、知識的推廣，及特定族群文化產

品與相關服務的提供，以期達成傳承與交流特定族群文化的理想」。根據深度訪

談結果，本研究結論如下（參圖 3、圖 4）： 

1.客家電台隨著播出地理範圍的不同，其族群文化行銷目標各有差異。整

體來看，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中廣客家頻道、寶島客家電台皆重視客家文

化和語言的傳承；前兩者另負有聯絡各地客家鄉親的目標，寶島客家電台則兼

顧反應台灣客家族群言論、參與台灣建設的目標。 

客家電台設定的多重目標所產生的潛在衝突，來自於電台觀點轉型與聽眾

群既有認知的衝突。其中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面臨本土意識走向，受到海外

既有聽眾群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衝突。寶島客家電台則遭遇部分既有改革社

運聽眾群，不習慣接受無政治立場的電台言論或服務。 

其次，客家電台在爭取節目與活動委辦、贊助預算的經濟目標上，由於是

否採用單一客語或多語言，以及呈現方式是否忠於傳統或採開放新潮之間，均

形成實現經濟目標（電台收入、擴大聽眾群）、與推廣教育或知識或資產使用的

衝突。 

2.客家電台的關鍵決策人士，非商業頻道有董事會、電台台長、電台製播

人員、或電台義工鄉親；商業頻道如中廣客家頻道則委由萬事傳播公司代理節

目與相關業務，節目走向未必完全在電台掌控之下。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的

主要決策人士包括董事會、台長、電台製播人員；寶島客家電台的主要決策人

士在董事會、電台台長、及電台義工鄉親。其中寶島客家電台的董事因不乏創

台的社運改革元老，其與電台管理、年輕義工的理念，會形成相衝突的角色。 

中廣客家頻道部分時段節目廣告化（與藥商結合）的現象，往往喪失原有

傳承客家文化的理想。 

3.客家電台的關鍵行銷區塊，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以海外（含中國大陸）

客家鄉親、及客家鄉親組織為主；寶島客家電台則以國內客家鄉親、校園客家

社團、民間客家文化社團為主。中廣客家頻道則以新竹、苗栗的客語人士與相

關社團為主。 

其中相衝突的行銷區塊，是在年長鄉親與年輕世代之間。節目贊助委託政

府單位與部分具社運改革背景鄉親之間，也因意識型態掛帥而相衝突。再者，

客家族群的儉樸個性，也影響電台行銷方式與範圍，例如印有寶島客家電台頻

率的紀念紙提帶，是否隨文化產品義賣附贈；客家鄉親活動的舉辦型式與地點，

與預算支出的評估等。 

與藥商結合的節目，流於廣告化，未必符合電台原有族群傳承文化、聯結

鄉親的使命，一旦發生廣告不實的問題，也造成電台聽眾服務品質的癖病。 

4.客家電台定位訴求的聽眾群，雖然以客語人士為主，卻因文化認同的差

異，在電台經營理念調整時，引發既有聽眾群的不確定感，這反映台灣走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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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社會的同時，多元文化究竟意味著類似「燉牛肉」(beef stew)、或「沙拉

碗」（salad bowl）的文化呈現方式？前者仍已經集結各族群文化的特製、彼此也
相互整合的一些本質，如同「你泥中有我、我泥中有你」的融合；後者則以原

味呈現，互不相干，各自保留原有獨特之處。 
甚至，採取相同族群方言（如客語）的同一族群，也有彼此不接納原生文

化的現象，這些都是客家電台在文化行銷過程遭遇的挑戰！ 
客家電台針對客家鄉親製作的節目、或針對青少兒舉辦活動的經費，多來

自政府公部門，出資委辦單位期待內容以客語呈現，但全採客語播出或呈現，

最後往往僅能吸引客語流利的客家長者，年輕學生反而不容易親近客語節目，

電台製播節目也較不容易讓（客語不流利）年輕學生參與，日積月累，阻擾了

年輕一輩親近客語媒體的意願。 
圖 3：中央電台方言網客語組的族群文化行銷模式 

多重目標 

董事會 

台長 

製播人員 

關鍵決策人士

潛在相衝

突的目標 

發揚客家文化 

傳承客家語言 

聯絡客語鄉親 
潛在相衝

突的角色 

董事會 

台長 

製播人員 

教育、知識、資

產使用的推廣實現經濟目標

國內客家鄉親 

電台贊助人 

電台贊助單位

（含政府單位）

海外客家鄉親 

大陸客家鄉親 

關鍵行銷區塊  

 

 

 

 

 

 

 

 

 

 

 

圖 4：中廣客家頻道的族群文化行銷模式 

 

 

 

 

 

 

 

 

 

 

 

圖 5：寶島客家電台的族群文化行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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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曾引用觀光行銷觀點探討原住民族群文化展現(游景德，1997)，有關

族群文化行銷與媒體的研究付之闕如。本研究應證於客家電台，其中中央電台

方言網採多語言播出，不是專屬客語網，中廣客家頻道為區域頻道，而寶島客

家電台則為中功率區域電台，這些均影響其族群文化行銷的資源運用。建議日

後仍可就特定族群廣電頻道、網路的文化行銷，進行理論的驗證與延伸。國內

特定族群電台不妨考慮設置獎助學金，建立青年學生接近、參與族群媒體製播

的鼓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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