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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出席聽友會) 
 

2016 印度新德里、清奈聽友會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 

             姓名職稱:董事長 路平 

節目部副理 黃佳山 

英語節目召集人 趙葆萱 

             派赴國家:印度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 日 至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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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 12 月初中央廣播電臺(簡稱央廣) 節目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 和南部大城清奈(Chennai)各舉辦一場聽友會。這是自 2006 年和 2008

年的活動以來，第三度在印度舉辦聽友會。近年來印度收聽人數持續增加，雖因

臉書和其他社群媒體的盛行，來信數有減少的趨勢，但並不減低聽眾收聽的熱情

和支持。 

 

為増加聽眾的向心力，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加強和南亞地區人民的互

動與交流，本次聽友會於 12 月 3 日和 4日分別在清奈和新德里召開。第一場清

奈聽友會，共三十多人參加。外交部駐清奈辦事處處長李朝成和該處鐘坤助組長

也共襄盛舉，李處長並提供五份外交部的精美年曆，致贈聽友。第二場新德里聽

友會約有二十多名聽友參加，央廣董事長路平親自出席，外交部駐新德里辦事處

董榮輝秘書和夫人也全程參與。 

 

本次印度行十分順利，和聽眾面對面交流，不僅增進彼此的感情，更深入

了解聽友們的收聽狀況和需求，同時對政府所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亦有所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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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出國目的: 為増加印度聽眾向心力，進一步了解央廣在當地的收聽狀況和需求，

並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加強和南亞地區人民的互動與交流。 

 

央廣印度聽友俱樂部簡介: 

 

央廣 2006 年首次於南亞地區召開聽友會，地點分別是印度首府新德里 (New 

Delhi)、加爾各答(Calcutta)、以及孟加拉首府達卡 (Dhaka)。由於當時達卡聽

友事前在各地相互告知，並將相關訊息在 YAHOO 上登載，使得中國更易於干擾我

們的行程。當時臺灣駐孟加拉代表處人員也希望本臺取消在當地的聽友會，以避

免不必要的困擾，因此只有與少數有影響力的聽友會面。 

 

2006 年除了在印度加爾各答及新德里召開聽友會外，也成立了 RTI 聽友俱樂部，

分別選出 Swopan Chokroborty 及 Alokesh Gupta 擔任會長。   

 

基於先前的經驗，2008 年央廣聽友會地點鎖定在印度舉行，策劃行程時增加了

新據點清奈 (Chennai) ，以便有機會與住在南部大城的聽友進行交流。2008 年

犧牲了擁有不少聽友的孟加拉，也割捨了巴基斯坦，因為該國對我國及國民極度

不友善，且外交部事先提醒，我國在巴基斯坦並無駐外單位，一旦發生事情，後

果較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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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清奈聽友會 (12 月 3 日) 

 

在濶別八年之後，央廣節目部於本年 12 月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和

南部大城清奈 (Chennai) 分別召開聽友會。12 月 1 日節目部副理黃佳山率同英

語節目召集人趙葆萱從泰國轉機，於次日淩晨抵達清奈。兩人在中午時間到預定

開聽友會的 Ambassador Pallava 勘查塲地，並確認所有的準備工作就緒。 

 

當天晚上 8時並和清奈聽友會會長 Dr. T. Jaisakthivel 在下塌的 Crown Plaza 飯

店，就 3日的聽友會過程詳談兩個小時。會長的學生 S Abareeswaran. B 也一起

加入談話。 

 

會長目前任教於印度歷史最悠久的大學 (University of Madras) 新聞學系，擔任

助理教授，教授“廣播和聽眾” (Radio and Listeners)。他編寫的 "World Radios"

一書有特別介紹央廣。另外，丹麥雜誌 "Shortwave News" 的 "World News" 專

欄也是由他負責。 

 

在兩小時的會面時間內，會長不時接到聽友來電，其中包括一名 70 歳的聽友，

因為擔心去年此時引發洪水的颶風會造成交通不便，因此不克前來參加活動。另

有一名聽友則因距離太遠無法趕來。會長頻頻詢問我國政府對短波的政策，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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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用 DRM 對外播出等。他表示 DRM 接收器在當地需盧比 14000（約台幣 7000

元正），價錢對當地人而言並不便宜。另外，很多聽友都用手機或下載 app 收聽。

至於央廣在當地的收聽狀況，因為氣候和地區關係（清奈靠海邊）， SINPO 值為

33333。  

 

會長同時表示中國目前以六種印度方言對印播出，並在他任教的大學設有聽友

會。  

 

淸奈之行幸有當地會長協助，非常順利。他十分詳細介紹所準備的資料,包括親

手製作的本臺幻燈影片，給聽友的証明，和精美的電臺圖片等。他最後並訪問節

目部副理黃佳山和英語節目召集人趙葆萱，談到有關工作、節目和對印度的印象

等等。 

 

淸奈聽友會正式於 12 月 3 日上午 11 時於 Ambassador Pallava 召開，共 30 多人

參加。最早到的是一位忠實聽友，也是擔任英語節目監聽員多年的 Dr. T. 

Elampooranan 和他的夫人。另一聽眾是從 400 公里遠的地方趕來，從 15 年前

就開始收聽本臺。此外，外交部駐清奈辦事處處長李朝成和該處鐘坤助組長也共

襄盛舉，李處長並提供五份外交部的精美年曆致贈聽友。李處長致詞時表示，他

十分訝異央廣在當地有許多聽友，並樂見透過央廣廣播，將臺灣介紹給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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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外交部清奈辦事處係四年前成立，李處長甫上任一年多。 

最後，聽眾表示有時沒有收到本臺寄的禮品，希望可比照德國之聲作法將禮品寄

到代表處轉交。另外他們希望央廣可開闢用 Tamil 語對印度播出。  

 

 

新德里聽友會 (12 月 4 日) 

 

12 月 4 日（週日）上午 11 時在首都新德里 Vikram Hotel 召開第二場聽友會，

參加人數約 20 多人。央廣董事長路平親自出席，外交部駐新德里辦事處董榮輝

秘書和夫人，中央通訊社駐南亞記者康世人也都全程參與。董事長在致詞時表示

聽眾的熱情和支持是本臺向前邁進的動力，也使得兩國的聯結更加緊密。董事長

同時表示印度有悠久的歷史，和臺灣一樣，對自由和民主有相同的價值。 

 

新德里聽友會會長 Alokesh Gupta 表示很高興在濶別八年之後，央廣又和聽友在

新德里見面了。會長表示，央廣提供聽友許多有關臺灣的資訊，包括政治，經濟，

社會和文化等，另外英語節目播出的音樂，在當地較不易聽到。 

 

會長對央廣新德里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不僅在確定人數和活動安排方面，更因

為 Vikram Hotel 不接受網路預定，他特別先支付現金，解決了我們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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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 & A 時間，一名聽友表示他對臺灣的認識，主要因為央廣英語節目，而事

實上他的父親從八十年代就開始收聽央廣。他說央廣的 "human touch" (人情

味）和 dynamism (動力）是他持續收聽的原因，同時他想了解臺灣在強大的中

國威脅之下是如何生存的。另外，有聽友希望 Facebook 可有更多資訊介紹臺灣

其他的城市，而不只是台北，並上傳重要新聞到 Facebook。另有聽友表示想要

聽到更多有關國際關係和科技的議題，並希望央廣可用不同方言如 Hindi、 

Bengali、Tamil 和 Urdu 對印度播出。董事長在回答問題時表示，央廣不會

停播任何一個語言，臺灣是一個有靱性（resilience) 的國家，和印度一樣，尊

重且包容不同的文化。 

 

拜會駐印度大使田中光 (12 月 5 日) 

 

田中光大使表示，近年來印度政府對我國相當的友善，但印度每年到臺灣旅遊人

數不過三萬人，他建議本臺請印度人士製播印度語節目，以刺激來臺觀光人數，

並增進他們對臺灣的了解。田大使同時提到南亞地區對臺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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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這次印度行對於廣播無遠弗屆的力量，有更深刻的認識。因為央廣雖然在濶別八

年之後，才又和聽友會面，他們的熱情和支持並不因此而減低。在 Q & A 當中，

聽眾給予我們很大的鼓舞，他們想知道更多有關臺灣的訊息，比如科技和文化等

等。政府固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 和南部大城清奈(Chennai)都設有

辦事處，央廣所發揮的軟實力卻不容忽視。外交部駐外人員對於央廣英語節目在

印度收聽得到感到很驚訝，更驚訝我們在印度有如此龐大的聽友群。 

 

另外，此次清奈之行有三十多人出席，比原先預定的四十人少。據清奈聽友會會

長表示，這次通知的時間較晩（今年印度簽證需在出國前一個月才可申請），同

時氣象局預報有颶風來襲，使得許多聽友裹足不前。（去年 12 月 2 日，也就是

正好在一年前清奈遭到本世紀最大的洪水侵襲）。 

 

 

建議事項: 

 

因為氣候和地形等關係，在印度有些地區收聽狀況並不是十分穩定，聽友建議央

廣對南亞的廣播，可用較強大電波對印度播出。另外，聽眾希望了解央廣未來是

否會用 DRM 對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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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和政府單位露出:  

中央社駐南亞記者康世人在 12 月 4 日，有専文介紹在央廣在印度舉辦的聽友會。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12040230-1.aspx) 

 
 

另外交部駐清奈辦事處也在 12 月 4 日，外交部網站清清奈辦事處活動剪影介紹

央廣印度行 。 (http://www.roc-taiwan.org/inmaa/post/2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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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左至右）外交部駐清奈辦事處鐘坤助組

長，黃佳山副理，處長李朝成，清奈聽友

會會長。 

 

      清奈聽友會 

清奈聽友會會長編寫的 "World Radios"，

有専頁介紹央廣  

黃佳山副理致贈鐘坤助組長禮品 

 

黃佳山副理和忠實聽眾 Dr. T. 

Elampooranan 及其夫人 

Q & A 聽眾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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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奈聽友會大合照 

 

 

聽友發言 

 

聽友會會長介紹製作的本台幻燈影片 

 

 

聽友收集過去的 QSL 卡 

 

聽友展示收藏的文物 

 

  聽友會會長製作的証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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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贈禮品給新德里會長 新德里會長製作的海報 

 
董事長致贈禮品給新德里辦事處 

董榮輝秘書 
董榮輝秘書接受聽友獻花 

黃副理致贈禮品給李朝成處長 董事長和董榮輝秘書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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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聽友會 新德里聽友大合照 

 
田中光大使午宴 清奈聽友會會長製作的精美圖片 

 

新德里會長製作的桌卡 聽友會會長致贈禮品給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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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接受聽友獻花 黃佳山副理主持聽友會 

聽友會前的茶敘 聽友鼓掌歡迎董榮輝秘書 

 

 

 

聽友會會埸 清奈聽友會致贈的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