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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早期許多國家的公共廣電身處政府的策劃之下，在媒體市場中獨占好一

段時期。然而，有線電視、衛星放送繼而起之，使原受限於國內市場的廣電

服務，開始出現跨國領域的市場交流；這些新媒體不僅改變了電視環境的生

態結構與呈現內容，觀眾的收視行為也隨之而變。近幾年來，數位化、匯流

與寬頻更成為 21 世紀科技發展的三大特徵，彼此相互作用下，產業結構迅速

產生改變（Park, 2007）。如電視、網路、電信三種媒介的匯流，形成一個跨

產業的大媒體平臺，屆時觀眾不僅能接收高畫質的數位訊號，收視選擇亦可

擴充至五、六百個頻道。是此，在多頻道媒體時代中，整個媒體生態結構產

生劇變，各新進市場競爭者在搶食閱聽眾占有率這塊固有大餅的同時，公共

廣電體制的正當性地位受到動搖。 
 

私有化論者的主要論點是：在數位化時代，頻譜稀有性已不在，公廣將

出現危機。他們指出了幾項危機。第一項危機是：公共廣電建立在科技（頻

譜稀有性）和西方民主的傳統價值（多元與文化認同）上的正當性，早已隨

著新科技發展和頻道數的增加而消解（Bardoel & d'Haenens, 2008）；廣電服

務的稀有頻譜，不再由政府作分配。因此，公廣財源是否應繼續保持政府的

獨有資助、或是部分資金是否應由那些無收視意願的公眾來支付，形成爭議。

他們指出的第二項危機是：目前全球正以去管制化和新自由主義為主要發展

趨勢。若去管制化後，服務一般大眾的公廣將可能與小眾化頻道相競爭，導

致公廣的失勢與邊緣化；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則形成一股媒體兼併熱潮，

但公廣在營運上的限制與必須承擔之義務，較私有媒體更嚴格，財源上亦不

如跨國集團來得雄厚；因此在此競爭潮流下，公廣出現危機。私有化論者指

出的第三項危機是：過高的數位化成本。公共廣電有義務在廣電全面數位化

的目標達成之前，同時播送類比與數位化訊號的節目放送，才符合公共廣電

之宗旨；但如此一來，公廣業者在製作成本上，便可能高於私有廣電部門。 

 
  然而，公共廣電體制在數位化發展之下，仍應具主導地位與關鍵角色。 
    首先，公共廣電仍是數位匯流趨勢下，避免產權私有化過度集中、提供

全觀知識與公共領域的一股力量。即便去管制與自由主義催生了目前的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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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流趨勢，表面看似樂觀，背地卻潛藏危機：數位環境可能形成垂直壟斷、

產權高度集中的廣電市場結構。數位匯流後，同一資訊可以在不同的媒介管

道上傳輸，且數位化技術也使資訊的加工處理上更為便易；因此，若廣電業

者可同時掌握通路與內容產製，便可擴大原產業的範疇經濟，以資訊再利用

的市場策略，才能將數位化後多頻道環境所需大量數位內容的產製成本壓

低。但如此一來，所謂的「多元」，也只是同一素材的「多樣性」表現，形成

「愈多的資訊，愈少的意義」（程宗明，2000）。這是一種充斥著外部多元、

卻缺乏內部多元的狀況，閱聽眾無法被視為「公民」，進行政治與社會層面的

批判性對話（Garnham, 1986）。因此，公共廣電所能提供的「公共領域」，便

成為資訊爆炸的社會中，領導公眾論辯、維繫內部多元文化的主要對話平台。 

 
再者，也是公廣在數位化發展下更必須存在的理由，是其長久累積的廣

電科技研發與節目製作的能力。與過去發展其他廣電相關科技的速度相較

下，公廣發展多頻道服務，起步較晚，這也導致多頻道電視幾乎多由商業廣

電主導；但這幾年，公共廣電在公眾政策往數位地面波電視的發展途徑下，

逐漸移往數位新科技領域，且有時是與規制者、政府、甚至是商業廣電業者

進行策略性的結盟（Betzel & Ward, 2004）。歐洲媒體研究中心便提出公視在

多媒體環境下的定位（程宗明，2000）： 
 
一、 器重節目製作的能力與累積長久經驗、強調對廣電科技的創新開發，終

必成為多媒體環境的核心部門； 
二、 提供全民近用的媒介環境，無視於其他媒體用價格來限制近用的趨勢； 
三、 提供社會一個論壇與整合的介面，與個人化、多樣化節目趨勢逆向而行； 
四、 即使全球化雷厲風行，公視堅持提供節目來自母國與在地的創意製作； 
五、 提供屬於公民的的行動導引，豎立在排山倒海般的資訊之上； 
 
  由此可知，即便數位化壓縮技術造成了頻道的爆增，但公廣的角色，並

非是去搶奪更多的頻道資源，而仍應優先考量公眾利益，以長久以來累積的

研發經驗和創意節目的產製能力，來領導數位新科技的發展，並維繫公廣在

優質內容產製上應盡的本業。如此一來，便可將數位化時代的困境化為轉機，

保持公廣的優勢與永續經營。 
 

    假使公共廣電體制仍有其必要存在價值，事實上，在國家有意策劃下所

出現的公廣體制也未曾被真正淘汰、從廣電市場的供應選項中消失，甚至在

某些國家中至今仍維持著市場獨占的優勢；那麼，這便不是自由市場主義者

所提出「技術」（頻道稀有的說詞）上的決定性因素，畢竟公廣體制的運作

和存在正當性，由政治性質主導的成分占了大半。在這樣的脈絡架構下，面

臨數位化危機時，各國公廣也必然會依據不同的歷史脈絡與廣電科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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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不同的因應策略，以維繫自身的存在正當性。鑲嵌於全球化發展趨勢

中的南韓，自然也是如此。南韓的公共廣電─韓國放送公社（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 KBS），在全球普遍性的公廣危機中，同樣面臨了新自由

主義風潮下，開放私有媒體、有線與衛星電視的競爭趨勢；但韓國強權政府

的作風，卻一直保障著公廣地位。即便後來韓國廣電成為公民營混合體制，

卻仍保留許多政府的政策主導、行政掌控權及經營上的壟斷。近幾年來，韓

國廣電產業的發展更是迅速，不論是制度面或政策面，均發展出獨特的韓國

模式。 

 
    因此，韓國公廣面臨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數位多頻道時代，是否應繼續

存在並受國家保障，成為當今韓國媒體政策論辯的主要核心。關於正當性基礎

的論述，分歧成樂觀和悲觀兩派說法。 

 

    悲觀者認為，面對多媒體、多頻道競爭，以及當時的廣電主管機關 KBC
（Kore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欲創造市場競爭環境的廣電政策下，導

致公共廣電在內容的公共性和收視率均衰退。自從 KBS2 台允許可播放廣告

後，KBS2 台便以吸引廠商贊助而非確保公共利益的方式，與商業電視台競

爭，導致 KBS 在文化性節目的產量減少；廣電節目內容相關的報告書亦顯示，

KBS 有帶頭朝向娛樂性節目產製的傾向，KBS2 台產製的娛樂節目，甚至比

MBC、SBS 來得還多（Park, 2007）。 
 
    當KBS的娛樂性節目增加，收視率卻沒有因此上升。2005年的收視調查，

無線電視台的市場佔有率和廣告銷售從2004年開始，開始呈現下降趨勢，主

要是新聞和兒童節目；但相對地，有線電視的市占率和淨利卻逐漸提升（彭

玉賢，2005）。即便韓國觀眾對於無線電視的自製戲劇還是有一定的支持度，

但也逐漸出現一些聲音；包括各地民眾紛紛反應韓劇內容與形式的一成不

變，以及演員費過高，導致其他費用支出被壓縮的問題等（彭玉賢，2005）。 
 
    此外，KBS的經營機制和收益上，亦面臨危機。在國家的刻意策劃下，

公廣把持了節目產製與通路，成為垂直壟斷的市場經營機制；因此許多後期

成立的民營電視台，因法律限制其跨界經營，在缺乏節目來源的狀況下，不

得不向KBS等無線電視台購買節目；此舉卻導致公民營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多

所雷同。學者Lee & Joe便提及：「雖然韓國電視臺有能力用內部製作的節目將

時間占滿，但是觀眾的滿意度相對較低。這可能是因為民營和公共電視臺的

節目種類非常相似的原因」（劉燕南，2003）。 
 
    而收益部分，基於公廣在新技術的投資上所費不貲，又適逢國內經濟不

景氣，因此所得並不理想。即便公廣戲劇成功行銷至海外市場，但KBS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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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仍下滑；至2004年底止，其虧損更是高達638億韓元（約新台幣20.6億
元），創下歷年新高（彭玉賢，2005）。為此，政府和KBC只好另外撥付預

算，以援助KBS的經營虧損。面對危機，KBS企圖調漲收視費來彌補虧損的

舉動，形成爭議。東亞日報便曾批判KBS面臨虧損，卻不像日本NHK和英國

BBC，將解決問題重點放在改革混亂經營和恢復信賴，而是要求上調收視費、

允許在節目中插播廣告（郎勁松，2006）。 

 
    然而，另一派說法卻對公廣的「老大哥」地位持樂觀態度。1990 年代，

南韓政府雖允許廣電產業私有化，但在韓國政府積極主導全球化、企圖將韓

國意象推上國際舞台的意圖下，政府仍保障了公廣在節目產製上的重要性，

並於 2003 年成立國際性公廣頻道─KBS WORLD，以便能將 KBS 等無線電

視台內部產製的韓劇外銷至海外市場。因此，即便國內收益下滑，韓國卻成

功打造出韓國公共廣電的優質戲劇品牌。這也意味著：韓國文化產業正式透

過公共廣電的韓劇，迅速竄起，不僅在全亞洲刮起韓流，亦帶動其他相關產

業的發展（金知玧，2005；高安邦等，2005；顏雅玲，2005；韓國觀光公社，

2004；吳金鍊、曾湘雲，2002）。 

 
    且國家自80年代起一手打造垂直壟斷的公廣結構，即便進入數位化時

代，亦難以撼動。以由上而下推行的製播分離政策來說，雖小有成效，但寡

頭壟斷是種相對穩定的結構，市場進入障礙仍大。KBS等三大網仍採用許多

隱晦的手段，企圖規避外製比例規範。像是三大網頻道所播放的外製節目，

有相當一部分（KBS和MBC約44 %，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員所創辦的

公司來製作，且交易價格低於獨立製片商的節目；即使播出獨立製片商產製

的節目，三大網也大都將其安排在非黃金時段，或是進行版權買斷：約94%
的獨立製作節目版權歸三大網所有，4.3 %由製片商擁有部分版權，僅0.7%的

節目全部版權歸製片商獨家擁有（劉燕南，2003）。結果，政府的新配額政

令不僅未能保障獨立製片，反倒是受制於過去親手構築的壟斷市場結構，形

成三大網在外製節目市場上的壟斷。 

 
  再者，更為重要、也更具說服力的樂觀說法，是KBS在數位科技發展的

領航者角色。其中，提供行動電話上的網路新聞瀏覽和影音內容的行動多媒

體廣播服務（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DMB）是KBS最引以為傲的發

展成果。DMB是一種以數位音訊廣播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歐規

Eureka 147為基礎，並添加MPEG-4技術提供影像服務，所延伸出來的影像和多

媒體科技。最初是為移動中車輛的接收，逐漸擴展至筆記電腦、手機等可攜式產

品。DMB提供了非常廣泛的革新服務，像是將交通訊息、新聞和安全資訊等多

媒體資訊傳輸到移動接收器上，提供高品質的音訊與多選擇的數據服務；另外像

是行動電視、雙向互動式節目和其他方面的應用，也在DMB的服務範圍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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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技術的優勢在於，即使時速達200公里的移動過程，透過衛星數位廣播與無線

網路，仍可以正常且清晰的接收（韓鎮華、王三峰，2009；WorldDMB, 2009）。 
 
    而DMB服務，由KBS擔任先驅，再加上由於韓國行動通信市場已接近飽

和，在看好DMB服務的發展下，不僅韓國政府以政策扶植DMB產業發展，韓

國DMB廣播業者、行動電信業者，以及終端設備業者等三大主力亦積極布

局，準備進攻DMB市場（《數位時代》，2006年4月1日）。2005年，韓國成

為全球率先導入DMB服務商用化的國家，為觀眾提供免費的移動式普及廣電

服務，以及加值的數據付費服務；至2008年2月底止，使用地面波DMB服務

的訂閱者已高達969萬人（KBS Global, Mar. 23, 2008）。 
 
    為了在新媒體環境中能續航競爭力，KBS甚至積極參與新媒體廣電產業

的子公司營運，並將自身置放於「節目提供者」地位，提供各頻道更多的媒

體內容。像是在網路上提供VOD（Video on Demand）、AOD（Audio on Demand）
等寬頻服務、投資新衛星頻道KBS SKY、互動資訊的傳送等；並調整產製、

重組企業，特別是增加複合媒體的使用（Park, 2007）。 
 
由此可知，兩派說法各有不同的立場與關懷目標。悲觀者認為，韓國公

廣面臨數位化階段，在內容產製、經營機制與收益上，出現生存危機；而樂

觀者則基於國家長久以來在內容和市場優勢上對於公廣的規劃、以及新科技

的發展潛力下，並不認為KBS將會失去過往的正當性地位。 
 

    因此，檢視了對於韓國公廣是否面臨數位化挑戰的兩派說法後，獲致一

項發現：兩派意見均是有據的說法，且樂觀者並未否認悲觀者所提出的危機

並不存在，只是強調一項事實：強權政府持續保障公廣在市場上的各項競爭

優勢，以及KBS身為數位匯流服務的創新傳布者角色，將是韓國公廣保有正

當性地位、不受危機影響的主因。 
 
    當進入數位化時期，各國公共廣電紛紛開始在數位壓縮技術上所形成的

兩種發展途徑─數位高畫質和數位多頻道─之間抉擇，以挽救公廣搖搖欲墜

的正當性地位。如英國BBC於2002年接掌的Freeview平台業務，以多頻道發展

為主；其提供了一個媒介匯流的內容平台，欲和另一個衛星業者的內容平台

對抗；至發展後期，則逐漸轉向，期盼能達成數位廣電與創意文化資產的公

眾近用、捍衛在地文化，以確保自身的正當性存在。BBC成功的數位平台計

畫，成為各國主要仿效的對象；如紐西蘭參考了英國的Freeview，於2003年8
月達成對數位地面波電視（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DTT）轉播平台的初

步決議：同意由電視台、傳輸公司和設備供應商組成一個數位電視產業集團，

協助發展DTT經濟模式、設置DTT平台以及一般數位電視服務（林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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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另外像澳洲、西班牙等國，亦有類似英國Freeview平台的建置計畫。 
 
    日本NHK在數位化發展初期，選擇的是數位高畫質的發展途徑。日本一

直是發展高畫質電視的先驅，日本電器業者於類比時期便已大筆投資了高畫

質電視；且對於日本廣電市場一直是由無線公廣NHK獨佔，若選擇發展數位

高畫質，對於地面波無線電視台業者來說，也是較能保障其優勢的發展路徑。

在眾多利益考量下，數位高畫質便成為日本政府、產業界的最大公約數。公

廣NHK則擔負起數位高畫質的研發、推廣等業務。即便數位化後期，日本政

府的數位化政策逐漸轉往融合了通訊和廣電放送的數位家庭環境、以及行動

通訊等數位匯流服務；但數位高畫質的技術研發與推動，仍是日本企圖維持

數位科技領先者角色的利器。這幾年，NHK放送技術研究所除了配合政府的

IT政策，發展「無所不在與普及服務」的目標外，另一項技術研發，便是可

「傳遞高感度真實」的超級高畫質（Super Hi-Vision）；這項播放技術，預計

將於2015年實驗播出、2025年正式播出，進入超越高畫質（HD）影像的時代

（曹琬凌，2007）。 
 
    然而，為了強化數位時代的競爭優勢，韓國卻走上數位行動接收的路徑，

以發展DMB為其面臨數位化挑戰時的主要因應策略。 
 
    首先，以採納規格的特殊性而言，在DMB技術的發展上，最典型、發展

腳步最快的是韓國。在數位行動接收的主要技術尚於初始發展階段，便有

DVB-H、MediaFLO、ISDB-T和DMB等幾種規格。在當時有不少國家均是採

行DVB-H標準，進行實驗計畫，如芬蘭、德國和美國；另外像是英、法、義、

西、荷等其他國家，也紛紛採用DVB-H技術，進行相關訊號技術、內容、互

動服務、商業模式及法規的研議和推動（賴文惠，2005）。但DMB則是獲得

韓國政府和產業界充分的支援與推動，從頭端到終端接收設備都已到位，並

由韓國率先導入商用化，全世界均看見韓國公共廣電推動地面波DMB發展與

市場銷售的積極與實力。因此，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DMB可以說是韓國公

廣在數位化時期的發展上，最具特色的一項服務。 
 
    再者，以公共廣電KBS的服務項目來說，傳統上除了六個廣播電台，在

廣電頻道上，還包括目前已全數轉換成數位訊號放送的傳統地面波電視KBS1
和KBS2台、四個主題式有線頻道、1國際性頻道KBS WORLD TV；更特別的

是，KBS於2005年推出了四個地面波DMB頻道。2反觀英國BBC，則並沒有這

樣的特殊服務；即便有手機服務，也多半是數據傳輸，並不若韓國，是特別

針對行動接收終端設備，策劃出四個獨有頻道和節目內容，而不僅是重複播

                                                       
1  KBS sports、KBS prime、KBS joy、KBS drama，共四台。 
2  U-KBS Star、U-KBS Heart、U-KBS Music、U-KBS Clover，共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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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公廣傳統地面波電視的節目而已。 
 
 

 
圖  1    KBS 目前提供的頻道服務 
資料來源：韓國公廣KBS網站 
 

那麼，韓國公廣為什麼會鎖定DMB這項數位技術，作為其面臨數位化挑

戰時的策略？ 
 
    從韓國廣電發展經驗的表象中可知，韓國的公共廣電身處數位多頻道時

代中，走上了「數位行動接收」的發展路徑；而這也牽引出許多值得深思的

問題：為什麼韓國公廣會積極發展DMB，而不是數位多頻道？與日本數位化

後期的發展之異同？若按照韓國公廣一直以來以國家政策為主要發展核心，

那麼，韓國政府為何如此看重DMB的未來發展性？從這樣一項數位行動技術

中，韓國政府看見了什麼樣的機會？再者，DMB是一項強調行動功能的技

術，主要是透過手機等終端設備來接收；再加上DMB之業務，是由韓國電信

公司負責的衛星DMB和公廣的地面波DMB共同負責，是否顯示出國家有意藉

由廣電和電信匯流之名，行打破公共廣電長期以來壟斷廣電市場之實？那

麼，公共廣電在DMB的推動上，是延續了過去國有廣電的角色，或者在新媒

體市場中，扮演了新角色？DMB的發展，又是否為韓國廣電的特定歷史結構

下，獨有且必然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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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論文將以南韓的KBS為研究個案，檢視數位多頻道時代中，KBS
是如何受到歷史結構和政府政策之影響，又為何要選擇與其他國家發展途徑

相異的DMB，作為數位化因應策略，以確保永續經營、服務公眾利益的傳統

正當性。甚且，面臨匯流大趨勢，參與韓國數位廣電發展的行動者越來越多，

互動過程也越來越複雜；KBS能否利用DMB，尋求公共服務的匯流新價值，

亦或僅是行動者角力下的一般性獲利思維；這些均是本文欲挖掘出答案的核

心問題意識。南韓公廣發展數位化之經驗，或可做為我國公共廣電之借鏡或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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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是分析韓國公廣 KBS 在數位多頻

道時期的發展，探討在歷史結構和政府政策的趨力下，為何鎖定行動接收的

DMB 技術作為數位化因應策略、參與此決策過程的各行動者，如何進行互

動；以及對於公共廣電來說，是否在數位化環境中，有了新的角色轉變。故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兩點： 

 

（一）本研究希望能挖掘出韓國公共廣電在數位化時期，面臨多頻道競爭環

境下，是如何受到特定歷史結構與政治經濟邏輯之影響，發展出 DMB 策略；

以及確立數位廣電發展方向的互動過程中，KBS 的角色是否轉變。 

 

    正如第一節所述，當數位化時代來臨，各國公廣均面臨正當性基礎的挑

戰，而不得不採取因應措施，以捍衛自身存在價值的同時，韓國特定的歷史

發展與強權政府的刻意規制，卻使 KBS 一直處於市場寡佔者地位；甚至選擇

與其他國家不同的數位化發展路徑─行動接收 DMB，作為數位化的重點發展

項目。為什麼 KBS 要選擇這樣的發展路徑？或者可以說，為什麼韓國政府要

選擇數位行動接收的發展路徑？這是值得仔細探究的問題，畢竟各國公廣雖

均面臨相同的數位化挑戰，但依照各自不同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可以

選擇不同的路徑作為轉機；而韓國公廣的發展，確實有其獨特性與重要性。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分析韓國公廣之歷史沿革與推動 DMB 之歷程，並進一

步分析各行動者包括政府、相關企業和其他利益團體的互動，試圖理解韓國

公廣在數位化時代下，找尋生存之道的過程與背後突顯之意義。 

 

（二）本文希望藉由探討韓國公廣發展之個案，對於國內公共廣電體制在數

位化時期的發展路徑選擇上，能具些許參考價值；並有助於國內廣電研究中，

關於公共廣電和新科技結合的學術智識之累積。 

 

    如上所述，韓國公共廣電的數位化發展策略有其獨特意義，但國內對於

韓國廣電的相關研究，卻十分有限。筆者檢閱至今傳播學界所產出的相關文

獻後發現，國內針對韓國廣電產業所做的專文研究，不是年代過於久遠（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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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孝，1968），就是近一半以上的研究，均從韓劇所帶來的「韓流」現象、閱

聽眾收視經驗、文化認知、以及影視文創產業等文化角度切入分析（吳金鍊、

曾湘雲，2002；顏雅玲，2005；許家豪，2005；金知玧，2006；馮建三，2008）。
我國公共電視網站的「岩花館」單元和 PTS NEXT 季刊，雖提供了大量的研

究成果和韓國公廣發展之現況，卻多為描述性分析，較缺乏整體全觀的系統

性分析。即便有幾篇是從歷史性的政經學觀點，分析韓國廣電在威權時代下

的發展歷程，然而，專門探討韓國公共廣電在全新的數位化時期，如何回應

與發展的相關文獻，卻付之闕如。 

 

    台灣與韓國同樣歷經了威權統治時期，也均於 90 年代左右開放廣電市場

新進業者進入、自由競爭。然而，台灣尚未建立起健全的廣電體制，便毫無

節制地開放，導致當今的廣電市場之亂象；反觀韓國，在政府有意的控制下，

雖逐步開放市場，卻能大致維持公廣的優勢地位。因此，本文認為，台灣或

可汲取韓國公廣在數位化的發展經驗，避免重蹈當初過度開放有線電視之覆

轍；然而現存之文獻無法提供實質上可引以為鑑的經驗參考，故實有進一步

探究之必要。 

 

基於上述兩點理由，本研究將以韓國公共廣電 KBS 為研究主體，探討韓國當

代數位化發展之歷程，並藉由此個案，對國內公共廣電的研究領域、甚至是

實質上的數位化發展，有所啟發與貢獻。 

 

 

二、章節安排 

 

    基於上述兩點研究目的，為能按部就班找出本文所欲理解韓國公廣在數

位化發展之全貌，故本研究的章節安排，共分成四章，說明如下： 

 

    第一章闡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章從韓國公廣 KBS 積極推動數位行

動接收技術 T-DMB 的表象作為本研究問題意識的出發點，闡述韓國經驗的獨

特性與啟發性；並進一步提出研究目的與往後循序漸進的章節安排。 
 
    第二章將回顧公共廣電發展之相關文獻。本章首先檢閱公共廣電尚未進

入數位化時期以前的歷史發展脈絡，共分成三部分：整體環境脈絡、所遭遇

的挑戰、以及公廣面臨危機時的對策與角色轉型。釐清公廣整體的發展脈絡

後，再針對數位化時期，檢視英國與日本公廣在數位多頻道和數位高畫質等

兩種數位發展模式的成果，並歸納出不同的轉型模式與維繫正當性存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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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以俾在此基礎上，針對南韓公廣個案提出具體研究問題和具體分析之架

構，以突顯出南韓公廣在數位化時期的發展，有別於其他國家在面臨數位挑

戰時，提出不同因應策略的特殊經驗與價值。最後再根據分析架構和研究問

題，選擇適切的研究方法。 

 

    第三章則探討韓國公共廣電 KBS 特殊的數位化因應策略，其產出之原

因、過程與結果。分析架構將包括三個層面：KBS 被鑲嵌進的特定歷史結構、

數位化時期韓國廣電數位化的相關政策與發展過程、以及 KBS 在 T-DMB 的

發展狀況。第一個層面，是從歷史性角度，觀照韓國在尚未進入數位化階段，

廣電產業和新科技如何發展；而公共廣電在特定的發展結構中，又如何維護

自身優勢，朝數位化邁進。第二個層面，則分析韓國廣電數位化的形塑過程；

包括採取 DMB 發展的決策過程與背後各行動者的互動與妥協、政府所提出

數位化的相關政策、以及 KBS 在此數位化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個層面，

則分析 KBS 在 T-DMB 發展上的成果與採行數位行動接收策略之意義。 
 
    第四章為本研究之結論，歸納結果並探討研究之發現與貢獻。首先，根

據第三章之分析結果，統整歸納所獲得之研究結果；再者，針對研究結果進

行更深一層的討論；包括採納 DMB 作為數位化發展途徑的背後意義、韓國

經驗與英日兩國的異同、以及推展 DMB 業務對於韓國公廣角色與任務轉型

的影響。然後，提出韓國公廣數位化發展模式的利弊，反思其對於台灣公廣

發展，是否有可供借鏡或引以為戒的實質參考價值。最後，提出本研究之限

制與未來後續研究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