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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台情人到管理菁英   倪蓓蓓打造在地特色

好事聯播網 
 

     倪蓓蓓，資深廣播人，胞兄為藝人倪敏然。

擁有口才天賦的倪蓓蓓，從小就是演講、辯論賽的

常勝軍。20 歲半工半讀進入中廣主持《今夜星辰》，

展現年輕女孩的自在風格，深獲聽眾喜愛，獲選電

台情人第一名，也榮膺全國十大熱門廣播節目。

1993 年廣播天空開放，倪蓓蓓從申設經營「港都電

台」出發，十年之內陸續擴展版圖，逐步構建具有

在地特色的「好事聯播網」，勇奪全台收聽率總冠

軍，成績斐然。從電台情人升級管理菁英，倪蓓蓓

在線上主持 24 年，經營電台 20 年。A 型雙魚座的

她，私底下敏感、愛哭。一上麥克風，則堅持把快

樂帶到空中。倪蓓蓓說，她的經營原則很簡單，就

是讓員工高興，讓聽眾快樂。她也願意負責，堅信

只要努力就有收穫。面對網路衝擊傳統廣播，分眾

市場形成，倪蓓蓓期許年輕學子，只要能表現出自

己特色，就是最好的廣播人。 

 

   

 

 
平凡家庭排行老么   兄長倪敏然才華洋溢 

 
其實我是出生在一個說平凡也蠻平凡，說特別也有特別的一個家庭；我爸爸

是個軍人，平常的時候就蠻幽默的，也算是有才華，喜歡邊洗碗就邊唱歌，後來

就也是在華視電視公司做總務的副理。我媽媽其實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的家庭主

婦，她非常愛漂亮，對我們影響蠻大的，但其實她很有特質，她很會唱歌，唱歌

的部分就是我可能有繼承她。我媽媽空閒時間就會唱歌，也會教我唱歌，我從幼

稚園開始，老師就說我音色優美，我也是學校大型表演會就做幕後代唱，算是一

個特長。 

 
我哥哥大家都知道是倪敏然嘛！我哥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才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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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非常的有特質，他也很有點子，任何時候都會有一些奇想的地方。其實

像我們那麼親密，我也會覺得他是個很特別的人，每一次都會出很多的主意。大

家在螢幕上看到他的表現，除了他自己會演之外，也常常都會編導，在生活上他

也是這樣子，很浪漫也會出很多主意，他真的是很有才華，其實他並沒有這個方

面的背景學習。 

 
我大姊她長得比較漂亮，然後我二姊也是非常有才華，她現在在做生意，設

計衣服，我們家裡在這方面都有一些特殊的表現。因為我是家裡老么嘛，所以大

家都說我哥哥比較喜歡我，因為有三個妹妹嘛，是要爭寵的，從小我媽媽就叫我

哥哥帶我去幼稚園上學，他就有一次把我送到公車站，他平常都騎腳踏車送我去

上學，然後就說我訓練你，我會到你下車的地方接你，他訓練我幾次之後，就不

再接我了，我媽是不知道這件事，後來直到有一次我坐過站了，哥哥才挨罵了。 

 
父母兄長影響深遠   遇挫折安慰指導   

 
    其實我受我媽媽影響很大。我媽媽是非常敏感的人，她講故事很好聽，講那

個逃難的故事，當然我們受她影響很大，口齒就都比較清晰，她人格個性非常強

烈。我最喜歡的是我爸爸，他非常的溫暖，他很好，很喜歡跟他學習。說來說去

當然受我哥哥的影響也非常非常大，我哥哥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在很多的地

方，很能夠生存，很聰明，在軍校的生活也是。當然他講故事也是第一名啦，表

達的能力真的是棒得不得了。我們都說他是天上的一顆星，他不是凡間的人，聽

他講學校的事，當兵的事呀，喔~真是太精彩。他講完一個劇本，你都會忍不住

的想要投資他，我的朋友都這樣。 

 
    哥哥當然講的很好啦，在做的部份，後來他也有佩服我，很能做、願意做，

每個人工作模式不一樣。所以我和哥哥感情是非常、非常好，他在後來很多工作

他都給我很多的指導，我也記得我高中的時候，有次在學校有挫折，我就去找他，

他在錄音室，那時候我記憶比較深刻，接著下來每一次，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哥哥

都會給我指導。他是個很有奇想的人，他的想法跟一般人都不一樣的，所以他安

慰人或是指導我們，他的想法都很另類。 

 
    像我在港都的時候，有次我跟他講，我從主持人的位置開始到經營管理，那

個時候有一些人事上面的問題，我就去跟他講，我一直都是妹妹的角色，再不好

好做的話，我就要賣房子了。我哥哥就很緊張，「這些人就通通都請他們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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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批人來」，他社會歷練比較多，所以對我有很多很多的指導。我很聽哥哥的

話，大半啦，但後來我自己有更多經驗之後，就沒有那麼聽他的話了，小時候是

很聽他的話的。 

 
從小辯才無礙口齒清晰   20 歲進中廣做節目 

 
    我很自然的從小就演講、辯論，一直都算有好表現。說到演講、辯論的話，

就有很多養成的歷史。其實從小的時候就在想，用嘴巴做的我都做得好，但用手

做的其實都做不好，所以從小就是演講、辯論、朗讀，口齒清晰吧。我哥哥在我

還在少年時期的時候就對我有點訓練，他那時已經在演藝圈了，他覺得我看起來

資質不錯可以培養，我姐姐看起來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表現。我小時候就時常比

賽，到了大學，我得到了全國大專院校演講比賽冠軍，所以在這方面很自然地就

一直都有很棒的表現。 

 
    我在高中的時候，雖然是小學校，我讀聖心女中，但我當時就拿了六個冠軍。

在銘傳的時候大半時間都在做課外活動，也有多次的辯論比賽都是拿冠軍，所以

在我銘傳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做廣播了。是人家介紹我，很自然的，因為我也沒

學過，我是讀文科的，不是讀傳播的 1。可是一去了之後，其實隔行如隔山，一

去我的老闆就說這工作就給你做，完全沒有訓練，也沒有考試，就是介紹我去，

就開始工作了。老闆第二天就不來了，所有工作都我自己做了，從規劃就是我做，

他也沒教我怎麼規劃，所以我一開始就拿本小笑話就開始做了。 

 
    後來，當然漸漸入行之後，就在規劃的部分慢慢開始去摸索。在我們那個時

代，它有它過癮的地方，就沒什麼模式，就比較自由，但同樣的，比較辛苦的，

就沒什麼模式，沒有人教，也沒有說成功的典範，通通都自己摸索。其實一開頭

的時候，我做另外一個節目，才有機會去做 FM。那時候 FM 對全世界來講也算

是一個新的產品。所以我等於是從 FM 的一開頭，就看著 FM 成長，一直到現在，

可能未來會有些受網路的影響。那時我才二十歲嘛，在做 FM 的時候我自己就開

始看看周圍，我自己可以親身體會，我的聽眾是要什麼的，比較幸運的是，我有

這個機會。很多的長輩、前輩，他們就比較被制約吧，比較字正腔圓傳統的表達

方式。 

 
主持中廣《今夜星辰》   輕鬆、快樂表現年輕自我 

                                                        
1 倪蓓蓓就讀銘傳商專商業文書科，舊金山大學心理系畢，香港中文大學企研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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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那麼年輕，我就自然的用我覺得自己應該的方式。我很幸運，當時表

現的就是我自己，因為我也有很樂觀的個性，就比較能做得好。其實做主持人、

演員跟播音員，都是不一樣的角色，那因為成本的關係，主持人都通常不寫本子

的，會以事實上的表現，就是自己，比較容易。從成本上來看，電視或者舞台劇，

都用不同的方式來做前製。主持人原則上就是自己準備，自己做。我自己就是個

年輕的女孩子嘛！當時就是真的很幸運，天天說我自己想說的話。我也在摸索，

大家跟著我一起成長，因為也適合我的個性。 

 
    從我開始做的時候，在我們的範圍就是一個播音室嘛，看到的就是這樣的

人，那麼多年，也算是很幸運，有這個機會培養，很快的就上手了。我在做《今

夜星辰》的時候 2，其實表現的就是一個很輕鬆的一面，很快樂，就是我一個最

自然的反應，我沒有很仔細的去規劃它。像我現在都會叫他們去做一個很清楚的

企劃書，其實我自己的歷程是沒有的，很簡單就是很自然的表現。 

 
做節目前先備講綱   聽友即時回饋「足甘心」 

   
    我覺得在做節目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實不是像電視節目要做那麼多準備，但

也不是自己隨便講、漫談，其實我都是自己做一個大綱稿，如果你做細稿的話，

很容易就會變成讀稿的感覺，讀稿感就會很強，就比較不誠懇。但你如果沒做什

麼準備的話，麥克風一開，人一緊張就亂講，原則上我覺得需要有個大綱稿。另

外，關於客觀和主觀的不同，所以最簡單的音色呀、咬字呀，都是主要對自己要

求，基本的訓練。很有趣的是，我一個同業，他說我的聲音很好，像是大家閨秀。

我就覺得我很幸運，我們也很羨慕長得漂亮的人。 

     
    後來做了一陣子，就很幸運，我也音色優美，很適合這個工作，就很快的收

到佷多信。我就把信拿回去給媽媽看，她就說：「原來妳的節目有人聽喔？」其

實就很快的驗證，FM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就有很好的反應。我有幾次在廣播上

開玩笑，我跟我媽講，「大家都說我很可愛，沒有人說我很漂亮，誰說我漂亮我

就嫁給他」，結果就來了好多信喔！但其實大家都沒看過我呀，所以我也覺得很

驚喜，一直很受大家的幫忙。 

     

                                                        
2 倪蓓蓓於每晚深夜 11 點至 12 點，於中廣流行網主持《今夜星辰》節目，片頭開場白是：「浩

瀚星河中，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是最美的一顆星，因為這充滿著音樂與生命」，擁有無數忠實

聽眾。倪蓓蓓主持《今夜星辰》長達 24 年，慰藉聽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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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我也是做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嘛，那個時候就是我自己。所以很多人

說起我從前的故事，譬如說我家裡魚死了呀，是被電死的，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很快樂。每個人各有特色，像有人很會寫文章，有些人很會做工程，我想這

就算是我自己的天賦啦！算是很幸運的。可是也得到了很多，我知道是雕蟲小

技，每個人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的幸運，可是做經營管理我就不是天才了，我

是地才，就比較辛苦。可是辛苦之後，也會有成就感，有收穫。那做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得到的比付出的多，真的就很快樂嘛！ 

 
    像我在做廣播的時候，常常會有很快的反饋。我去中廣的路上，我把皮包放

在車上，我車就開了，皮包就掉了，掉錢了很煩惱。後來就很多人寫信來安慰我，

也有人寄禮物來給我，有一個聽友就寄了郵票給我，他說來補償一下你掉的錢，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溫暖，別的工作沒有這種機會。 

 
回憶申設電台甘苦   倪蓓蓓：愈多做，愈能做 

 
     其實說到申請電台 3，一般人不知道這中間的甘苦，因為比較小部分人會

注意到這一塊。我第一次申請的時候，也是前無來者，所以申請的模式是自己創

造的，因為我算是比較內行，比較專業，但事實上我只是個主持人，所以各種事

情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幫忙，完全算是第一次。雖然說政府有很多清楚的一些

標準，可是那些東西，在過去，民間都沒有經驗的，所以勉強算有經驗的就只有

中廣。那時我在中廣就有很多朋友，這些事情說到專業，是很少人，過去舞台很

小。我非常幸運，因為我那時也已經有社會關係，工作了十幾年了，就很多好朋

友。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我們發明的，縱然現在看起來可以更成熟，但它還是第一

次，摸索確實都是非常的辛苦。現在想起來很有成就感，但當時是覺得很茫然的，

每一件東西當做一個思考，就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表現，現在想起來很有趣。其實

在寫企劃書的時候，因為簿頭很漂亮，有一位股東，他說「這是我看過最完整的

企劃書」，因為它的規格是完整的。當然我自己現在蠻會寫企劃書的，因為有那

些訓練，當然學校也有訓練，但這些事情對你影響很大，就是用心做，The More 

You Do, The More You Can Do（「愈多做，愈能做」）。所以就會知道說，到底這

                                                        
3 1959 年我國交通部因頻率容易干擾，函示「政府整理頻道期間，不再開放民營電臺」，致使 1949
年至 1993 年間長期凍結民營電臺的開放。政治解嚴後，民間開放廣電的呼聲迭起，政府自 1993
年至 2000 年推動廣播業「開放天空」政策，陸續開放十梯次的民營電台申請。倪蓓蓓於 1993
年以「人人廣播電台」參與第一梯次調頻中功率電台申設成功（台北 FM 98.9），1994 年再以「港

都廣播電台」參與第二梯次調頻中功率電台申設成功（高屏 FM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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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需要的是什麼。在更多的練習之後，各方面的思考就會是蠻完整的。當需

要的時候再去思考，就是這麼實際地，經過很仔細的思考，對我後來的工作確實

有幫助。 

 
「人人電台」失之交臂    外地人經營「港都電台」     

 
    其實台北「人人電台」就是我申請的第一個電台 4，我是當代表人去申請的。

當時也必須要說，對政府的安排的方式，也不怎麼了解。所以我們也請立委幫忙，

但其實立委還沒來得及幫忙，我們也得到了電台，又說不給我們做，但因為是我

辛辛苦苦寫出來，那我也覺得很失望，就是不給我做，吃不下、睡不著，很久一

段時間。這是我的理想嘛！我想要經營的，後來就沒有，所以我就到高雄做。 

 
在我去高雄做「港都電台」的時候 5，那當然我是台北小孩，去高雄的時候，

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只有我一個舅舅住在那邊。業界我都不認識，可是我就開始

工作了。我也記得有時候，當地的人就來跟我們合作嘛，他們對我們不滿意的時

候，我們就一起坐在一張桌子，我就解釋，「我們要怎麼努力，我們有問題要怎

麼改革…」。一桌都是在地人，他們就說「我們同進退…」有一些要求。那一次，

我記得我就是把東西一拍！就說我不接受這樣子的要脅。可是這個很危險，因為

他們都在地人，那我就經歷了很多辛苦。 

 
主持人升級經理人   從頭學習克服萬難 

 
我原來是個主持人，很單純的，我在做主持人時候有個特性，就是沒人會回

嘴的，自己做自己說話，還算單純。而且我們節目是音樂性的，很柔美，世界上

的人都很和平，大家都很快樂，在我的世界大家都是這樣，到經營管理就是複雜

很多，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考驗。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在桌上看到一個電話號

碼，原來「人人電台」是我申請的，可是後來又被別人拿走了，那個人的電話在

我桌上，他可能是想要放棄。就是說，可是我就在想說我還沒準備好，我就沒有

回那個電話，因為我還不會經營管理，還沒有那麼棒。 

 
後來我就經過很多的努力，其中在很多專業的上面，我就找個顧問，關尚仁

                                                        
4 人人廣播電台為 1993 年廣播業「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後首批 13 家調頻廣播電台之一。2001
年，人人廣播被象山集團旗下勁悅廣播(Power Radio)收購，品牌改為 Power989 電台。2001 年，

象山集團退出廣播業，人人廣播改入好事聯播網旗下，同時將品牌改為好事 989 電台。 
5 港都廣播電台是行政院新聞局 1994 年第二梯次獲准開放 11 家調頻中功率電台的其中之一。籌

備期間，倪蓓蓓展開誠意向高雄在地的廣播人招手，於 1995 年 6 月 12 日晚間 10 點正式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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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6，他是廣播的權威，所以他給我很多很多幫助，當然也是我很謙虛的去問

他，他也很嚴厲，大家都怕他。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問他，他人也很好，也真的是

諄諄善誘。我對管理完全不了解，當時一開頭，就是全部清除(clean up)，就是我

不再做了，因為我不會做，當然我也就很沮喪。第一就是管人，我從前就是管自

己，我的企劃就在我腦筋裡，主持人也是我，製作人也是我，財務也是我，業務

也是我。雖然辛苦，但也就習慣了。但當你要管一個團隊的時候，可能很多人就

很習慣，但對我來說我是完全沒有的經驗，對我來說，就非常困難。 

 
關老師就跟我講，有兩個辦法：一個就是請一個總經理，妳就不要做了；另

外一個，就是看我自己願不願意做這樣子。其實我要做，是要我自己去做，我自

己 Upgrade﹙升級﹚，我自己想，我如果把難的事情給別人做，同樣也把好玩的

事情給別人做了，我自己會覺得很可惜。我自己主持也會希望提升自我，當時我

不會做、做不到，後來我就決定我想自己做。關老師說，現在的廣播界，也沒有

很厲害的人，所以你還有機會，所以我就決定開始學習。 

 
學習的路程就包括很多部分，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錢、要管工程，要管跟

很多人相處，要去跟人談合約，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喜歡的。我從前喜歡的就是聽

聽歌啊、講講話啊，我希望它要成功，我就必須要去做，還有不能夠應付。譬如

說我從前怕鬼，但我就是要一個人到高雄，自己去住，這些都是我當時要去突破

的地方，但對別人來講說不定不是什麼突破，所以我就得管很多高雄的事。 

 
在那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我們的發射地點是在 50 樓，它是一個很好的大

樓 7。那個時候呢，我們的線它就是一個凹凸的，所以我們的線纜沒有辦法到發

音室來，它上不去，在轉彎的地方無法上去，後來我們就從房子內部穿進去，後

來長谷建設鍾董事長就看到有人在線纜上面盪鞦韆，他就說那樣很危險，要把它

切掉，那切掉了就會斷訊，斷訊我們就完蛋了嘛！我也有那麼多的客戶，我的工

作就完蛋了，我就很著急，趕快去找他。他的屬下本來跟我們處得很好，可是那

天他們看到我，他們都不想理我了，我就去找那個王國誼，是經營地產，很成功

的企業家，我說你是大企業家，我是小企業家，如果這個剪掉了，我就沒有辦法

去營運了。 

 
                                                        
6 關尚仁，東德州州立大學教育傳播博士，世新廣電系專任副教授。曾任政大廣電系專任副教授、

政大總務長、華視總經理。專長為電子媒介經營管理、電子媒介節目策略、節目製播及行銷管理、

電子媒介政策與法規研究等。 
7 港都電台位於高雄市長谷世貿 50 層大樓的 43 樓，該大樓為長谷建設董事長鍾正光所興建，目

前已搬至同大樓 3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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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還是 30 幾歲的女生，就哭起來了，我現在是不太會哭了。他很

好，就說我能怎麼幫你，我是原本已經想好辦法了啦，但就是需要他幫忙，所以

我就跟他說，他就幫忙我。其實在這個過程裡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現在想起來

很辛苦，但其實也有很多都忘記了。那個線纜後來就彎來彎去，最後就成功了，

就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射地點。其實說起來，關教授當時是管我們的嘛，也不知道

我們有這些辛苦，就好像是吃香喝辣的，但其實真的很辛苦。 

 
從南台灣出發  打造在地特色聯播網   

 
    我去高雄的經驗真的很棒，讓我了解到說，人家說離開台北，就像到了別國

嘛。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當然也有它相同的地方，所有人都希望更時髦，更快樂，

更有發展，更有見識，每個城市人都是一樣的。但它的程度，老實說，就是不同，

所以我能夠佔據聽眾的心，不是我們在台北的人能知道的。所以我就常在講說，

選總統要問我。如果是全國性的，因為是很多城市不同的地方，我自己本身就是

要每個城市都要去了解，所以我就切身的可以感受到。 

 
    後來我對經營管理有一點信心之後，在台中，我們的團隊就合作了一個電台

「山海屯」，屏東的電台「南方之音」，當時有合作 8。後來我們就希望合作更多

電台，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對台南的電台就蠻有興趣，台南對高雄來講就是擴大

範圍嘛，但是沒有成功。當時我是從經營高雄開始，再經營台中，再經營台北。

所以我當時若放棄了我在在地的努力，是可惜的。如果說是從台北開始，就沒有

特色嘛！因為別的電台就是。像是 hit FM，就是「以台北看天下」9。 

 
後來我為什麼覺得要變成一個聯播網？也是因為高雄，媒體變多，就變得比

較弱，所以它就一定要擴大。所以我本來是說希望台南，就是南部一起擴大，那

我沒有這個機會，我就把它做成聯播網，有所謂的經濟規模，一定是比較好。另

外，我覺得更幸運的是，因為客戶都集中在台北，這樣才會有露出度，這也是過

                                                        
8 港都電台 1995 年 6 月 12 日在高雄開播，1998 年初屏東南方之音(FM 89.3)加入，1999 年初台

中山海屯電台(FM 90.3)（品牌「好事 903」）加入，開啟「好事聯播網」(BEST NET)新時代。2001
年台北人人廣播(FM 98.9)，改入好事聯播網旗下，品牌「好事 989」。2004 年 4 月再加入花蓮連

花電台(FM93.5)（品牌「好事 935」），打造出「在地特色的聯播網」。好事聯播網台呼有「一起

聽音樂的好朋友」、「與我們的城市一起呼吸」等。 
9 hit FM 是「hit FM 聯播網」的簡稱。以第一家申請成功的民營中功率電台「台北之音」為基礎，

以台北都會區為播送範圍。1998 年 9 月 17 日起，台北之音與中台灣廣播電台、高屏廣播電台結

盟，採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區聯播的方式，打響「hit FM 聯播網」品牌知名度。後來

又加入宜蘭中山廣播電台、花蓮東台灣廣播電台，聯播網涵蓋東台灣。2009 年後再改組更名「台

北之音 hit FM 聯播網」，現有經營者為廖婉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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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對其它縣市不太公平的地方，大家都在喝飲料，大家都看到的都是身邊的東

西，但客戶都在台北。 

 
    我覺得我有機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就發明了一個東西叫做「在地特色的聯播

網」，現在證明是非常的正確，因為在每個城市的收聽率我們都是第一名，因為

它關懷每一個城市。很明顯的，當時外面下雨了，在台北的話，像我在台北自己

做節目，可能就會說，外面下雨了，但很顯然的高雄就是沒有，就不是那麼的貼

切。就算在這種小地方，都能感受到它的貼切性，所以我們地方聯播網，就能做

到這方面很有成果。 

 
買回「人人電台」經營權   倪敏然：公主復仇記 

 
    最早我申請人人電台，不給我做，我就退出，也還算是有志氣，大家攪在一

起，就是搞不好。當時就有個親戚來說，「不是妳一個主持人能做的，今天我找

一個業務專業的人來…」。現在電台很多，當時很多人注意這個事，我們都躍躍

欲試。在公布記者會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一個好朋友，歐銀釧來跟我說，他們

公布了一個總經理，但總經理不是我，就像是人家結婚了新娘不是我，我認不住，

就當她的面大哭起來，那時候真的是太委屈了。就一直說我不行，一直不讓我做，

但那個就是我的孩子呀！很傷心很生氣，但後來我並沒有一個復仇的心理、想法

說「要贏回這個電台，我要拿走」，我都沒去想。 

 
    後來是因為台北可能會有機會，那個立委就是讓手給別人了，別人也是沒辦

法再繼續經營。後來我就去找他，他就說我們合作好了！可是我覺得，一個事情

很難有兩個頭，大家的目標不一樣，我的目標是做一個好的電台，他的目標我不

是很知道，我想這事情就比較麻煩。我就跟他講說，我願意多出錢，我希望我自

己來做，他後來也在考慮，我就盯著他，我就一整個月，一起床，坐在我桌子前，

今天我還能夠去做什麼，讓我更有進展，讓我能夠得到這個經營的機會，也是一

整個月吃不下、睡不著。他們本來要把這個機會讓給別人，那我就多出了很多錢。

我就在想說，我覺得，這是我的理想嘛！反正別人說為何要出那麼多錢？會覺得

我比較笨，我覺得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做吧。 

 
   我不想想的那麼難，也不想心裡那麼恨，後來是因為我也很幸運，港都那時

經營得不錯，我自己也很努力地爭取，把這個電台爭取回來了。我哥哥就說，這

是「公主復仇記」。我倒是沒有這個復仇的力量，支持著我一定要去，其實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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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種人，我比較是耕耘，沒有去注意收穫的人，後來有這樣的成果，覺得非常

幸運。開始做人人電台到現在，現在叫做「好事 989」，也已經十幾年了，港都

也二十年了，我們就把它經營的還 OK，就沒有再轉手了。這個 FM 98.9 的發展

歷程一直在轉手，都沒有很好的定位。但就在幾年前，我把它做成了，在台北收

聽率第一名 10，這個事情也是給年輕朋友一個啟示吧！ 

 
   其實在我失去這個電台的事，每一次我都是想到都會哭，因為他們實在太欺

負我了，可是後來我還是做到了，我們開始經營台北。在這個聯播網的過程，我

覺得我也是很棒的經驗。譬如說像飛碟它開始播，就是所有都是聯網，台北為主，

然後連到全省 11。其實聯播網在過去也沒有很多的例子，只有飛碟。它有好處，

比較節省成本，也省事，但就是每個城市還是有些不同。 

       
A 型雙魚座個性負責   倪姐：希望大家都高興 

 
    我自己覺得我蠻高興的，我很願意負責任。我有次跟我一個同仁說，我覺得

我優點是願意負責任，他就說，每個人還不都嘛覺得自己很負責任，我就在想說

什麼叫做負責任？也就是說你要達到什麼成果的時候，你要達到什麼程度，就是

沒得抱怨了。如果沒有成功，就是我們自己不夠負責任；如果夠負責任，就在你

希望的成果，讓它各方面都做到最好，就算是有負責任。我自己也在想說，也不

好意思自誇嘛，那自糗的是什麼？因為我是老么嘛，很喜歡討好人，我希望爸爸、

媽媽高興，我希望哥哥、姐姐高興，大家都高興就沒人會欺負我了。 

 
   從小我就喜歡討好人，我是雙魚座 A 型，是很容易心軟的那種，我就很希望

我能把事情做成，能夠讓爸爸媽媽高興，大家都高興。現在周圍都是同事嘛，其

實他們覺得，我是一個領導人，是「倪姐」，覺得我是一個前輩，但其實我心底

現在還是很喜歡討好人，我希望他們每一個人能很高興。好比說我盡量讓公司的

福利好一點等等，我們有半年、年終獎，都還不錯，因為就是希望大家都高興，

                                                        
10 2010 年 3 月底好事聯播網舉辦「全台收聽率總冠軍慶功記者會」。依據尼爾森收聽率調查，「好

事 989 電台」拿下北區音樂類型電台的第一名，一舉超越中廣音樂網 i radio。南台灣的「港都電

台」則擠下 KISS Radio 大眾廣播電台成為南台灣廣播市場的霸主。同時好事聯播網更以 14.1%
的市場佔有率，領先第二名的中廣音樂網 i radio 的 13.5%，以及第三名的中廣流行網 i like radio
的 11.5%，勇奪全台灣商業類電台的總冠軍。 
11 飛碟電台(FM 92.1)，於 1996 年 10 月 16 日開播，原只在大台北地區播音，創辦人為趙少康。

1997 年該台首創聯播網的播出方式，結合其他地區的中小功率電台，整合各地的自製節目及聯

播節目，其電波涵蓋範圍包括臺北、基隆、桃園部分地區、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

義、高雄、屏東、臺東、花蓮、宜蘭及澎湖等地區，成為「飛碟聯播網」(UFO NETWORK)讓台

灣大部份地方都可收聽得到。此方式目前紛紛為其他電台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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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心底的想法。說不定人家想的是企業家，還是怎樣的，但我其實沒有，

就只是希望大家高興。 

 
    我剛開始做港都的時候，我也不知到我能不能做的好，我覺得最基層，最簡

單，原本我就會做，我就算帶著幾個人而已，也可以做出來 12。當然情況比我想

像的還要樂觀一點，市場還是不錯的，我還是能做的很好。我記得有一次，我碰

到我高中的修女，我說怎麼樣越過妳自己的慾望？她說當你有一個更高的理想，

這些都不成問題了。我自己在回想，我在遇到這些事情也是一樣的。當我希望把

它做好，就是說希望大家都高興，不要搞到不好，其實我我沒有什麼偉大的原則，

就是說，搞得都不成功、都不好，就太麻煩了，所以我搞好一點，大家都高興，

大家都高興呢，我就很安心。 

 
人格特質非常敏感   一上麥克風展現快樂面 

 
    那天我女兒跟我說，我有非常敏感的人格特質，像我哥哥那樣的特質。我願

意承認，我們是比較敏感的，其實談不上很樂觀的。其實個性有不同的部份，我

在節目裡表現的，它需要專業，它是於中宣洩於外的，是誠懇的，無法造假的。

對我來講，主持的專業，就像我來講，一上麥克風，就要表現自己比較快樂的那

一面，我覺得這是我做節目的時候，必須要做到的。表現這個部分，它不是假的，

但就是要做到的。 

 
     同樣在公司裡，我也有比較敏感、比較迷惑的地方，在工作態度的方面，

我深深的相信，其實是你抱著希望，才會有希望。所以我每一次跟業務的同事講，

當然常常會有一些懷疑嘛，我們的廣播是屬於類型電台，你就是要做這個類型，

很多人就會懷疑，說飛碟很好呀！你看他們收聽率那麼好。可是我們不是做那種

類型，我們就是做這個類型，那你就要很清楚。業務也是一樣，業務同事會說，

客人就告訴我，「誰誰誰很好，那你們就有問題」。其實你不能拿雞跟鴨比嘛，我

們就是做樂觀面的，你用樂觀面你才做得下去，你若用悲觀面做，你就做不下去。

其實都是用樂觀的態度，來經營理想、目標。 

 
南北奔波角色轉換  不禁掉辛酸淚 

 
    我有兩件事情，比較深刻的，就是一想就會哭的，一個就是，我自己從主持

                                                        
12 倪蓓蓓女士擔任好事聯播網董事長，員工數從過去十位到至今近兩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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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角色，變成管理的時候，我自己下了飛機，我從前都一直坐飛機來回，下了

飛機就坐計程車，到電台去。在車上我就會想，我等下要鼓勵誰：「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真漂亮」，還有鼓勵誰：「加油！你昨天說的某句話真可愛」，都會想說要

去鼓勵他們。後來就在想，都沒人會拍拍我的肩膀說，「蓓蓓妳做的真好」，所以

眼淚就掉下來了。自己當然有很多的「為賦新詞強說愁」，常訴苦呀！也有這些

部分。但到我現在經營比較多經驗後，就把這些部份分開，我就覺得滿順利的。 

 
    事實上，在角色轉換的時候，是非常不習慣的，我自己做一線，人家就會說，

妳講的笑話好好笑、好可愛。但其實也沒有啦，大家都很像朋友一樣嘛，就很容

易得到大家的掌聲。像我到現在，其實我們都不是常在露臉的人嘛！出國過海

關，看到我的名字，人家都會給我幾分客氣，很幸運。大家記得是妳在台前的經

驗，有名氣什麼的。其實從我經營到現在，也二十幾年了，它的辛苦是比較沒人

知道的，這就是自我的成就感了，比較不是別人給你鼓掌，就是自己鼓勵自己，

成就感的節拍很不一樣。 

 
廣播人：表現出自己特色，就是最好的 

 
事實上需要一個做廣播的人時，我也有跟一些本科的同學聊到這個問題，我

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表現自己。因為每個人的特色是不一樣的，所以並不是說，好

比說周玉寇是最好的，或者萬芳是最好的，還是阿娟是最好的。其實是每一個人

表現出自己的特色，就是最好的。而且廣播這東西，不是實境秀，它仍是你全天

的一部分，一部分就是你濃縮你的部份，把它放在節目裡面。這樣的話，他並不

是無聊的，它還是一個表演性的東西，你經過規劃了之後，再表演自己的特性，

比較濃縮的。 

 
    這個層次由淺到深都很多，我覺得比較不同的層面，就是說如果最淺的，如

果我們通常要找一個工作的人，我們都會要求三點，第一個一定是口齒清晰，第

二當然是音色優美，第三，我們公司要求的是要團隊精神，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能夠訓練的就是咬字，音色是沒辦法改變的嘛，但是在主觀的部份，仍然就

是說，你今天在節目裡，要傳達的東西是什麼？它還是要有一個目的。我記得有

一次，我訪問一個作家趙寧，他說他通常文章出來都是有個答案的，他不會說寫

一篇文章出來是個問號。就是我們有一個責任啦，讓大家看了不會迷惑；另外，

希望帶給大家一個正面快樂的答案，如果是訴苦，也要有個答案，不能說拋出一

個問題而已，所以說這個東西我覺得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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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得：經營電台、聽眾、客戶三角關係 

 
    然後在於業務的經營方面，像我從小就是做外製外包 13。所謂外製節目，委

製或者是合製都算是外製。如果以現在台灣來看，就是看電台的管理。如果電台

的管理，電台管得多，就要符合電台的標準，有些電台管的少，就會有很多外製

的單位去做決定，我們電台是沒有外製，可以有，但還是要看電台的管理。我要

經營下去，我對業務的部份也有很久的經驗，所以我們公司業務方面也都做很

好，這對一個公司來講，是一個很現實，可是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從成績上來看，

這是好的，我後來想，我這麼努力應該是沒人可以跟我打。但我覺得太辛苦了，

我現在會想，我現在跟我女兒講，當一件事情是你的理想時，做這件事是快樂的，

但不要有很大的壓力，我的經驗是太大的壓力，所以才那麼胖。總之，真的就是

很辛苦，每一天都在戰鬥啦！ 

 
    在經營一個團隊，管理電台這樣一個組織的話，我們常說媒體是一個三角形

的，我們並不是直接跟我們的客戶，我們是因為有閱聽眾，所以才會有客戶，經

營的時候是一個三角的關係。我們在經營的時候，我們電台的特色是很合作的，

這也是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因為它各有各的角色，才合作完成的，它不像一個

節目經營那麼簡單，各個角色大家都要負責任，大家都要諒解，要不然業務的人

說，我希望你們節目能夠讓我更直接賺到錢，可是我們通常是，其實節目做得好，

才可能有客戶的信任，不能飲鴆止渴地追求短利，大家都達到一個水準之後，才

能達到一個目標。聯播網也是一樣，它也是各個人負責各個人的工作，負責任，

最後才會有一個成果，它比較不像是個人表現的成果，這個東西是經過很多的努

力和說明，大家才理解的，是我們的共同的目標，大家取得的認同。 

 
    從前就比較不喜歡做管理，不會也不喜歡。可是因為沒辦法的關係，我就得

要做。這些事情，當我需要做的時候，自己不喜歡也要去做，就變成自己喜歡的

事。有人做，你就讓他去做，反正有人做得很高興，剩下很多沒人做的。當然一

個領導者很聰明，找到一個很適當的人來做，可是當你自己完全沒概念時，你也

很難找到一個正確的人。所謂一個領導者，他也要通通都有所瞭解，你越瞭解得

深，你越能找到適當的人。所以像工程，我現在也很瞭解，從前我在中廣做主持

人時，工程都跟我不相關的，現在音訊處理器(Audio Processor)要多少錢，發射

機要什麼方向，工程相關的，是我們本來都不會的，可是現在我都完全要瞭解，

                                                        
13 倪蓓蓓主持《今夜星辰》越來越受歡迎，廣告業務增加，因此 1977 年成立了「中沙傳播公司」，

《今夜星辰》也成為中廣的外製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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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每次都要花那麼多錢。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是成本，要有成本概念，更

好的話，也希望是有營利的能力，這也都是很務實，但也都很有趣的事情。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堅信努力就有收穫   

 
     我在工作上面的磨練，看起來沒有過很失敗，但其實在生活上，我有一些

經歷，好比說，我有一個有問題的婚姻。在很多的磨練上面，我就得到一些經驗，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實得到的，反而我自己在耐力就比較強。對於公司經營

的表現，我沒有經過很多的痛苦，但其實有一個很清楚的核心的想法。我常跟他

們說：「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穫」。不是什麼偉大的話，可是事實是如此。像我們有

些人事的問題，我的主管可能會很緊張，我就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緊張過」。

我們公司就看起來太和樂，我也常跟他們開玩笑說，我們公司很好混啦。 

 
    其實呢，說到台灣的小朋友，跟別的地方比，我對台灣的小朋友非常有信心，

大家都很負責任，而且都很善良，現在的小朋友在很優渥的環境長大，大家都很

善良，很願意把事情做好，除非他不知道怎麼做，所以大半有問題的時候，我都

把它解釋成，他不知道怎麼做，告訴他怎麼做，他就會把它做好，每個人都有榮

譽心，每個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網路衝擊傳統廣播   掌握本質開發新實驗平台 

 
    我覺得當然，一個人能夠做很多，是有機會的。所有整合的東西都能做，也

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它因為是一個新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機會。如果說是一個

傳統的媒體，可能我們就很棒嘛！一個 FM 的出去很多人都聽到，因為它的接收

器很廣，可是它當然會受到網路的影響。而網路有它的特性，當然會有非常多空

間和機會，所以說是對於傳統的媒體，現在比較沒有機會，因為它現在也是在受

影響當中，但是新的是完全新的，它是有很多很多機會的。 

 
     在我製作那時候，因為那時機會很少，所以大家在爭取機會變成是一個很

關鍵的狀況，可是到後來，電台開放之後，就是有很多的機會，大家都可以，你

只要有條件都可以，可是到了現在或者是未來的話，我想就是關於能力的表達

了。就是到了真本領的時候了。這個也有分好幾個部分，當然你要找到你的對象，

這個也是關鍵，你自己表達能力上面，才華也是個關鍵，那真正把這些都兜在一

起，就像現在很多朋友說，他找不到，沒人給機會，那這時是不是自己要有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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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力，也是個需要的關鍵。 

 
   其實我常在看，譬如說小幅度的，我們通常都稱為轉型，當然他會有一些附

加的東西。可是我個人覺得，轉型這東西是很難的，因為一個型要轉是很難的，

我反而覺得，用不同角度來看是比較簡單的。說到影響，我個人是比較嚴肅的來

看，我覺得新興的媒體對傳統的媒體，絕對是一個舖天蓋地的影響，比較負面的。   

其實當然因為在聽眾的關係，比較沒有那麼容易就改變，所以我們一定會是存

在，常常聽到我的同業說，廣播不會死。 

 
    死是不會，但一定會受影響。像我比較沒有只從轉型上去看，我會覺得說事

情的特性是什麼？其實說像廣播，大家願意聽人講話，這個事情是不會變的，這

個本質是不會變的。就依著這個性質，你要把它變成什麼？我們在做網站的時

候，也會用一個新的網路原生的想法來看它，完全是一個網路的節目，不只是那

麼人工化的，希望它是有更多的網路特性在裡面，我們有在實驗。 

 
    大家都在講數位喔，數位當然就是更好儲存，在製作方面比較好拆解。古時

候我們在剪輯的方面，就要有很好的技術，現在在剪輯的方面就很簡單，這些部

分的困難，現在就是比較容易上手。比較不同的，主要現在是新舊交替的時候，

在未來，網路算是無限管道，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就要多做思考。像我們最近在做

一個網站，一個網路上的網路廣播，叫做八寶站(babbo)14，它是一個很開放的平

台，其實在網路的世界，是無限的頻道，每個人都可以做，但上中下還是有不同。

那因為現在這個事情比較新的，是在科技的部分做發展，或者是在內容做發展，

其實它的空間就很大。這個就要問自己了，你喜歡哪一個部分？當然哪一個部分

越深，越有收穫，或者是全部的東西，都經營，就會比較廣。 

 
「聲音秀」分眾市場形成   基本功：口齒清晰自然        

 
    如果從「聲音秀」(audio show)，有聲的東西來看，我會覺得說，它既然有

無限的管道，它當然就會從「大眾」變成「小眾」，之後會變成「分眾」。在這個

部分，既然有很多很多的機會，發揮自己特色的部份，就不會被受到禁止，是可

以盡情的發揮的。當然在基本功的方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點而已。其實說到廣

                                                        
14八寶站( babbo)讓使用者能快速找到自己喜歡的節目，創造個人化的播放清單，發表對節目的

看法。在你訂閱了喜歡的節目之後，每集新節目上架後會自動更新至你的首頁，隨時想暫停就暫

停，需要的時候只要點播放，不用擔心錯過任何一分鐘精彩好節目。App 功能包括個人化首頁、

節目精選排行榜、分類頁面、節目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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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基本功就是口齒，現在大家也沒那麼注意了，就是自然就好。另外就是要注

意，你在跟誰說話，能夠知道，接著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實越自然，反而是現

在人們最希望的東西，就是誠懇。 

 
     剛才說到，我們把廣播定義在「聲音秀」的話，當然性質方面，永遠不會

消失的，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跟別人講話，廣播這個東西非常親近，它就在你耳邊，

又是屬於個人的，所以它是不會變的，一直都是大家很需要的。如果說把它定義

成 FM 的話，當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我會很期待，大家在節目上面做鑽研，

讓很多人不會覺得那麼的寂寞，尤其網路未來，它會是分眾的，大家都會找到該

喜歡聽的，或是喜歡聽的，不同的族群、對象，這是一個很可喜的部份。因為都

是無限的嘛，就都可以找到自己相應的人，相應的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

情。 

 
透過廣播服務盲胞   成立基金會回饋社會 

    
    其實說到媒體，我們很希望回饋社會，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每一個人，都是

希望能夠賺到一些資源，賺到資源自己就會很安心，安心之餘，會覺得這些多下

來的，就是要來回饋社會。我希望能夠跟我們相關的，我自己覺得我在主持廣播

的時候，覺得廣播最能幫助的是眼盲的人，所以我們會在眼盲的這個部分，希望

眼盲的人，身心更愉快。尤其在網路的時代，能做的比較多，一個是眼盲的人，

還有我們自己覺得應該直接幫助的人，「哇！好可憐的人」就會請基金會直接來

做。付不出醫療費用生病的人，或者是受難的人的家屬，有問題的，就是我們看

到很可憐的，我們自己報導就直接幫助。 

 
    媒體要的是「要做」的事情，「發掘」這些事情和「宣傳」這些事情，這三

個部分。我們這一陣子都經營得還不錯，我覺得我們會願意這樣做。像我們最近

要成立一個基金會，會投入很多錢，幾千萬。我就在想說為什麼要做這個？其實

就很簡單，就是要回饋社會，所以就是這樣子，沒有更偉大的想法。 

 
寧為高雞不做鶴    得獎獲肯定感謝父母 

 
    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就很希望能有成績，這是一個很基礎的成績，

每個人個性不同，就好比藝術家可能就不是希望這類的事情。我就是希望自己有

一點表現。常在想說，我希望自己做一個高雞，不希望做一個鶴，也是值得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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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己。當你有理想的時候，你遇到了困難，就會很希望去解決它，就是我覺得

環境會讓你希望能夠有成績。我覺得志向很重要，當你有志向，這些苦都不會覺

得了。所以其實我沒有什麼偉大的一個說法，我就盡力去做，但事實上我把事情

做成功了。 

 
    當然就是有努力有收穫，大家都不嫌棄，如果說到得獎的話，真的很幸運，

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15。當然是你有一定的努力，才會有如此的幸運。那在這個成

果上，說到最受歡迎的主持人，我那個時代，還算蠻幸運的，大家都很喜歡《今

夜星辰》這個節目。也是因為時代啦，適合我的年齡，我的方式，而且那個時代

沒有那麼多的媒體，現在的廣播沒有我那麼幸運，大家都很知道我，因為當時也

沒有那麼多的選擇。再一次，就是我自己有一些特性，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幸運，

這都不是我的努力，很自然的，很感謝我的父母。然後有這個行業我也覺得很幸

運，讓我能在這裡面有所發揮，能夠在經營管理上，有機會發揮，真是很棒！所

以也是很幸運。 

 

                                                        
15 倪蓓蓓主持之中廣《今夜星辰》節目，曾榮膺全國十大熱門廣播節目、入圍 1994 年廣播金鐘

獎。倪蓓蓓本人更曾當選電台情人第一名，2015 年獲得中華傳播管理學會首屆「傳播管理菁英

獎」，2016 年因服務廣播 44 年，獲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廣播資深傑出經理人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