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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廣告與電視兩產業每天依靠收視率維持產業運行，雙方有

關收視率的衝突立場卻受到掩飾。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與深度

訪談法，以了解雙方的不同立場，發現目前處於優勢的媒體代

理商以收視率為核心，發展出受爭議的媒體購買制度，再度加

深了收視率對電視產業的控制。本研究主張台灣應該重新檢討

收視率與媒體購買構連後所形成的相關問題，並研究建立一套

合理的媒體購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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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收視率究竟怎樣被業者框架？ 

媒體廣告市場的供需消長與價格變動，長久以來一直是學界與業界

所關注的課題。回顧過去十數年間媒體廣告的發展史，活生生記錄了一

頁從賣方市場走向買方市場的歷程。在這個變動的歷程中，電視收視率

的使用，如何從原先配角的定位，躍升為主導角色，一直是饒富理論旨

趣的課題。而每天都在關注與使用「收視率」數據的媒體代理商與電視

頻道業者，究竟怎麼認知與評價收視率數據，其間有何相同與相異之

處，國內至今一直缺乏實證資料的調查。本論文即是針對這個面向，嘗

試提供較全面性的初探。 

台灣特有的電視媒體生態，衍生出許多台灣本土特有的傳播管理問

題。早期政府對台灣電視採取嚴格管制政策，台灣第一家無線電視台－

－台視是在 1962 年開播；直到 1969 年時才出現第二家無線電視台──

中視；第三家無線電視台──華視則是在 1971 年開播，此後台灣電視

生態便一直維持三台聯合壟斷的局面。1993 年 8 月，《有線電視法》

公布施行，台灣電視方全面解除管制，電視頻道成長速度驚人，在僅僅

四年多的時間裡，普及率便從 29.0% 成長到近 80.0%，成長幅度幾乎是

三倍，甚至在有線電視市場，超過 180 個頻道在全國各不同的行政區播

放節目。」（李倩玲，1998 年 2 月）同時，台灣的電視經營從一開始

就是以商業模式來推動，因而造成台灣的無線電視台以追求廣告收益為

目標的營運制度，後來加入的有線電視更是如此（陳炳宏，2002，頁

356）。而在電視產業發展的同時，電視便開始在廣告市場佔有一席之

地，成為台灣當時的四大媒體之一，電視也同時帶動廣告經營，並且確

立許多電視廣告業務的規定（鄭自隆，2002，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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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早期的媒體生態來看，當時由於媒體的版面與時段過少，廣

告主與媒體間形成供需不平衡的關係。而當供需未達平衡狀態時，遊戲

規則便是由強勢的媒體來制定，廣告主就得服從媒體方面所訂下的遊戲

規則。早期在媒體尚未完全開放時代，又由於頻道資源有限，廣告商急

於爭取機會上廣告，壟斷性的三家電視媒體更是因此獲得暴利，媒體代

理商只能循非制度性方式尋求上廣告的機會。由於當時台灣只有三家無

線台，電視台就自行發明搭配廣告的方式，也就是買一個黃金檔時段，

就必須搭配購買其他時段，而有「搭一」、「搭二」、「搭三」、「搭

四」不等的規定。1 當時電視台的業務人員都是坐在辦公室內，等著別

人來搶購。但是因為廣告時段實在供不應求，負責買廣告的業務人員到

電視台都是採取低姿態，為了 30 秒廣告得不斷向電視請託。2 那個時

候，收視率是採取電話調查的方式，不同的收視率調查公司因為所生產

的收視率數據不同再度形成爭議。但因當時電視頻道只有三家，資源太

少，以致三家電視台不論收視率高低，廣告價格一律都是 10 秒 26,400

元（林照真，2009，頁 114）。 

在三家電視台聯合壟斷時代，以電話進行的收視率數據其實只具參

考意義而已。但是在 1993 年台灣電視頻道全面開放後，廣告資源受到

瓜分，頻道業者不再擁有過去的厚利，再加上各式媒體蓬勃發展，報

紙、電視、廣播、雜誌、網路均一同爭奪資源有限的廣告市場，廣告商

的媒體選擇性增多，因而需要更可信的評價標準。台灣電視頻道與廣告

主於 1994 年開始改採用 AC 尼爾森（即今日之 AGB 尼爾森）收視率調

查公司所提供的收視率百分比數據，作為評斷的主要依據，沿襲 30 年

之久的電視廣告交易制度開始受到衝擊。 

台灣業界使用尼爾森收視率數字做為市場依據，至今（2010 年）

已有 16 年。十六年間的媒體與廣告生態已發生極大改變，尤其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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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從昔日的「求過於供」到今日的「供過於求」後，媒體代理商

（media buying services）的態度變得極為關鍵。媒體代理商是 20 世紀

後期的新興現象，先是廣告代理產業的崛起，除了廣告產業間首先引發

大型的組織變動外，更催生出媒體購買公司的興起，一般通稱為「媒體

代理商」，主要是在廣告主與頻道業者之間，居中議價與交易。陳宇卿

（2001，頁 35-36）的研究指出，從歷史演進來看，在媒體開放之前，

廣告主、代理業和媒體三者處於不對等的關係，媒體業最為強勢，代理

業最為弱勢。但隨著電子媒體空間的陸續自由化和國際化，加上國際廣

告代理正式進入台灣，廣告空間大增，媒體主導地位卻降低；而廣告主

則需要專業協助，以便在眾多媒體中達到最有效的廣告效果。因此，代

理商的地位大增。 

必須補充說明的是，自 1990 年前後，國際性媒體代理商陸續進駐

台灣，廣告市場產生變化，各大廣告公司開始為其客戶實施「媒體集中

購買」，並至 1993 年逐漸成熟。而自 1997 年台灣出現第一家媒體代理

商「傳立」後，國際性的媒體代理商開始在台灣大量出現（林照真，

2009，頁 97）。媒體集中購買制度對促使廣告從「賣方市場」轉變為

「買方市場」出力頗多；且代理商在進行媒體企劃時，常會利用電視收

視率做為依據（梁世武、郭魯萍，2001，頁 114）。廣告客戶與媒體代

理商都是採取收視率數字來進行比稿議價作業。在媒體開放時代，廣告

與電視兩者間固然已產生新的權力消長關係，也建立一套新的遊戲規

則，按照資本主義運作規則來看，可以全部交給市場機制來決定。以此

來看，市場機制似乎足以解釋所有的因果關係。然而，本論文卻不想以

此為限，而是想進一步探究，在相關產業三者互動間，收視率究竟如何

扮演關鍵角色。本論文非常關注居優勢的一方如何利用收視率機制建立

市場規則，以維繫自身的產業利益，此一規則對於當今的電視內容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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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關係？是否會損及觀眾權益？在權力不對等的情況下，廣告主、媒

體代理商與電視頻道三者間，又是如何依靠收視率維持市場運作？這些

其實都是非常值得關心、卻又相當受到漠視的課題。 

畢竟，如果忽略收視率如何成為交換貨幣（currency）及在市場使

用的情形，將無法全盤掌握收視率在執行交換貨幣功能時所扮演的角

色。同時，如果不能釐清廣告與電視兩方對於收視率的不同意見與立

場，就無法理解收視率在廣告市場中商品化的全部過程，亦無法掌握廣

告與廣電兩產業間的競逐關係。為了廓清上述真相，本研究採取問卷調

查與深度訪談兩方法，企圖從廣告主、媒體代理商與電視頻道業者間，

逐一檢視有關收視率及其應用時的真實情形。 

貳、理論與文獻探討 

台灣學界近年來針對電視收視率的研究，成果最豐碩應屬「閱聽人

分析」這一領域，而且涵蓋了實證與批判兩種取徑。例如蔡念中

（1999）的研究發現電視新聞為了爭取收視率，以致內容充滿羶色腥；

黃葳威（1999）亦從閱聽人回饋觀點出發，檢視台灣地區之收視／聽率

調查現況；王婷玉（1999）關注閱聽人在多頻道的電子媒體生態中，與

重複收視率有關的問題；陳志賢（2005）則指出收視率調查對閱聽人所

隱含的性別偏見與家庭論述，並對商業電視提出批判。 

另外，由於收視率對相關產業影響極深，收視率也早已是電視、廣

告產業界探討的熱門話題（朱詣璋、黃珍珍、江世杰，2004；鄭明椿，

2003；劉旭峰，2006a, 2006b），在這些討論中，已經開始關注收視率

在產業界中發揮的具體影響力。而學界有關收視率研究則較多出現在有

關傳播生態與媒體購買制度的研究中，國內已有研究朝向電視與廣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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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生態進行研討（梁世武，郭魯萍，2001；張依雯，2000；劉美琪，

1998；鍾起惠，2005）；也有人將收視率與媒體購買制度連結加以探討

（李國川，1999；林宜蓁，2003）。另一個焦點則是有關收視率調查方

法史的相關探討（林照真，2009；鄭真，1986），以及針對電視收視率

調查的量化與質化方法上的討論，或是探討收視率質化調查的方向等

（丁榮國，1999；朱全斌，2001；魏宏展，2002），還有以欣賞指數來

量度電視節目品質也是一種可能（李美華，2007；蘇鑰機，1999）。而

在媒體邁向數位匯流之後，也有研究指向不同媒體是否將面臨不同的收

視率調查需求（江文軍，2005）。儘管上述研究已經包含了收視率課題

的多個面向，但並未針對使用收視率等業者進行全面性的調查探討，以

致較難看出收視率與購買機制間的動態關係。 

西方學界開始關注收視率與產業間的動態關係，亦有涇渭分明的兩

個不同取徑。扮演主流角色的收視率實證研究，一直是以科學研究的姿

態出現。如美國收視率研究先驅 Beville（1988, p. 240）便認為，沒有一

種媒介可以像收視率那樣了解大眾媒體的普遍喜好。而且收視率正是嘗

試就觀眾真實的媒體暴露做出正確的預估，因而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或聽

對於媒體和廣告主都是很重要的資訊（Buchman, 2004, p. 282）。

Webster、Phalen 與 Lichty（2000）合著的《收視率分析：理論與實踐》

（Ratings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中，是把收視率視為是買

賣閱聽眾行動者必須了解的課題。Webster 與 Phalen（1994）則是關注

閱聽眾研究的功能與方法論等議題。這樣的理論途徑無形中提高收視率

成為市場交易標準的正當性，等於把原本只是測量觀眾大小的數值當成

衡量品質的指標（Gunter & Wober, 1992, p. 3）。 

然而若是採取政治經濟學的取徑，便可以透視收視率並非科學研究

的本質。從政治經濟學的角度來看，收視率既是因應需要生產出來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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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背後自然就隱含支撐這個商品的產業結構，因此其數字生產也會儘

量符合電視興廣告產業的需求。目前的收視率調查資料，提供了這兩大

產業每日所需的觀眾資料。換言之，媒體與廣告獲利的主要商品是「閱

聽人」，而非內容，這就是 Smythe（1977, p. 3）曾經提出的「閱聽人

商 品 」 （ audience commodity ） 概 念 。 《 製 造 閱 聽 人 》

（Audiencemaking）的共同作者 Ettema 與 Whitney（1994, pp. 22-33）認

為閱聽眾的商品模式便是把閱聽眾視為交換貨幣（audience as coin of 

exchange）。傳播學者 Ang（1991, p. 27）也指出，如何得到觀眾是媒

體關注的核心，要得到觀眾其實是純粹的經濟事務，也就是資本主義如

何賺取金錢的事。電視按照資本主義邏輯運轉，觀眾的極大化成為商業

電視台最主要的課題，這使得收視率調查在商業媒體間，變得極為重

要。Ang（1995, p. 220）認為我們在理解觀眾的「天性」（nature）

時，不能不考慮想要把人們轉化為觀眾的公司策略；意即我們應該明

白，觀眾是製造出來，而非自然天成的。 

國內學界採取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主要是林照真（2009）研究收視

率如何介入電視新聞的製作，並剖析收視率在電視新聞產製深層結構中

的支配性作用。只不過政治經濟學的取徑也只能呈現收視率與台灣相關

產業間的結構性關係，並不能了解廣告主與媒體代理商間，對於收視率

的立場是否有差異，以及這種對收視率的看法異同如何影響市場等。這

個研究上的缺口，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再探究的議題。特別是當全球的

廣告購買已逐漸轉移到媒體代理商後，大型媒體代理商經常同時幫許多

廣告主與電視頻道業者進行廣告交易，從實務中常見有關頻道業者與代

理商之間對於收視率的看法與評價出現爭議，一般業者視此為正常現

象，但本研究卻認為此一現象與收視率制度息息相關，在擴大理解收視

率內涵一事上，實具有相當的理論旨趣，因而成為本論文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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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本論文認為環繞收視率運作的三大產業：廣告、媒體代理商、

電視所構築的產業結構所形成的立場差異，是非常值得關心的一環。 

在有關媒體市場的分析中，儘管會出現不同的詮釋，但是媒體既定

的結構一直是非常核心的分析模式。其中，分析的主要理論便是博弈理

論（game theory）。博弈理論認為公司經常會為了利潤考量而採取不同

的商業策略，而這些公司相互依存的關係就好像是在和對手玩遊戲，以

便掌握對手可能採取的行為反應（Young, 2000, pp. 28-29）。Bengtsson 

與 Kock（2000）也提到幾乎沒有任何研究關心不同公司可能同時面對

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其中的複雜性則是起因於公司間不同、甚至是矛盾

的立場所導致。而 Mgmt（2004）則認為這種競合關係必然是以市場結

構為分析要件，同時可以進一步研究競爭、合作的界線範圍。本論文研

究中發現，廣告主、媒體代理商與電視頻道業者間，對於收視率數字的

大小，有著先天立場的差異。以致於在實務中，經常會看到他們面對收

視率時的立場衝突。《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便曾經

報導，當尼爾森收視率調查公司想要調整內部的調查方法時，就會引來

廣告主與電視台間有關廣告收益的爭戰（Barnes, 2005, December 22）。

Bichard 與 Chambers（2007, pp. 28-29）的研究主要關注媒體購買過程

中，扮演買方的大型媒體代理商與負責銷售的電視頻道業者代表間的買

賣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對於媒體的經營策略會發生潛在影響。若干媒體

管理研究也因此看出廣告主與電視網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如 Aino 

Halinen（2002, p. 2）就提到，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一直相當忽略廣告買賣

雙方的動態關係，其中包括缺乏關注買賣雙方關係的發展、廣告買賣進

行前的狀態、買賣過程等，已經是行銷學上極為嚴重的疏失。 

本論文因此認為，由市場結構來看，可發現廣告主、電視頻道業

者、媒體代理商三者間，對於收視率數字的看法與應用，實存有極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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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居買方的廣告主、媒體代理商與賣方的電視頻道間，在對待收視率

數字上其實是存有矛盾關係的。以廣告與電視這兩大產業來看，他們剛

好是利害關係完全相反的兩方；收視率代表觀眾的多寡，收視率高表示

電視台可以提供的觀眾多，便有獲利較多的機會，也代表廣告主要付更

多的錢。因此，電視台會希望收視率高些，但廣告主的廣告費卻會因為

高收視率數字，很快就全部用完。美國學者 Meehan（2002, p. 214）的

研究便指出，在需求與價格中，廣告主與電視網在有關閱聽人商品之利

害關係並不一致，愈多人看節目，電視台的收費就愈高；愈少人看，收

費就愈低。Meehan（1984）在批判收視率時，便指出收視率提供數字

為電視台與廣告主兩方服務，但因為方法的不同會使得調查數字膨脹或

縮小，這樣廣告主要付的錢就不一樣。在 Meehan（1990）的「商品收

視率」（commodity ratings）的概念中，更是要大家理解收視率的調查

技術可以成為相關公司進行市場控制、獲利、或是降低成本的競爭策

略。以此來看，便可明白廣告主與電視頻道業者，先天上便是利益衝突

的 兩 方。 而在 廣告 主與媒 體 代理 商方 面， 提供購 買 服務 （buying 

services）的媒體代理商，則為媒體市場的新興角色。市場研究專家

Bogart（2000）特別關注大型媒體購買公司興起的現象，他提到媒體代

理商代表廣告主選擇時段或是節目來購買，並且創造了各種媒體購買方

案。美國學者 Moreland（1995, p. 84）的研究也發現，廣告主與代理商

在節目收視率與廣告收視率的看法非常一致。然而 Moreland 的研究卻

忽略為廣告主進行媒體購買的媒體代理商，與賣方端的電視頻道業者

間，對於收視率看法的異同之處。 

因而，不論是從理論或是實務運作均可知道，包含廣告、電視等相

關產業，一方面對於收視率數字極為敏感，一方面也由於他們對收視率

的立場正好相反，因而彼此間如何互動，實與權力關係密切相關。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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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商業電視是以廣告為獲利主要來源時，廣告主與代表廣告主的媒體代

理商，便會藉著收視率創造出各種購買標準。而在台灣電視頻道眾多、

廣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便形成了廣告主與媒體代理商掌握權力的局

面。然而，國內外這方面的研究其實不多，而這個面向或許足以說明目

前相關產業各種有關收視率紛爭的來源，也正是本研究極欲釐清的課

題。更由於雙方在收視率上明顯相反的利害關係，就更具有進一步探討

的價值。 

參、研究設計 

為了釐清廣告與廣電產業在收視率議題上的對立態度為何，並掌握

收視率問題的根源，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與深度訪談法等質量並用的

方法進行，以深入了解兩產業對收視率的真正立場。本研究重點在於大

規模調查廣告主、媒體代理商、電視頻道業者（包含有線台與無線台）

三者，在使用收視率上所呈現的觀點。本研究首先進行「收視率使用滿

意度調查研究」問卷調查，該問卷設計是針對廣告主、媒體代理商、電

視頻道業者三方面有關使用收視率資料情形的調查，以了解三者對有關

收視率的應用態度；而在獲知問卷調查結果後，本研究再針對廣告買賣

交易雙方進行深度訪談，以了解收視率的具體使用與影響情形。 

在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陸續展

開「收視率使用滿意度調查研究」問卷調查，並以廣告主、媒體代理

商、電視頻道業者三方面產業界人士為調查對象。由於本研究係針對在

工作業務上經常使用收視率的相關產業人士進行意見蒐集，具有明確的

調查目標群（target sample），因而是採取「立意抽樣」以及「滾雪球

模式」的非隨機抽樣模式進行樣本的選取。本研究在電視頻道受訪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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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方面，指的是在電視公司業務部門負責廣告販售之人士，這些工作

者包括業務部門總經理、副總經理、經理、副理與業務部門等相關工作

人員。在問卷調查對象中，四家無線頻道已全部列入，其中民視同時擁

有有線新聞頻道。而有線頻道的取決標準則以「家族頻道」為標準，本

研究同時參考「衛星廣播電視同業公會」提供的有線頻道家族資料，因

此在有線電視頻道名單當中選了十家「混著賣，而非單新聞、單卡通」

的家族頻道，以便在收視率調查時資料能夠更豐富。最後確定的調查對

象計有衛視（Star TV）、聯意（TVBS）、緯來、東森、中天、年代

（ERA）、三立、非凡、全球紀實（Discovery）、八大等十大家族；加

上無線頻道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四大家族，合計台灣大型的電視頻

道家族業者共為 14 個家族。總計回收 90 份問卷，回收率為 100.0%。 

在媒體代理商回收部分，本研究主要受訪者為媒體購買公司內負責

媒體企劃、媒體購買之業務者。工作層級包括總經理、副總經理、經理

與相關業務之工作人員。本研究總計訪問 18 家媒體代理商，其中 16 家

均為《動腦雜誌》「2007 年媒體代理商排行榜」上榜的媒體代理商。

包括凱絡媒體、傳立媒體、媒體庫、實力媒體、貝立德、極致傳媒、星

傳媒體、宏將廣告、優勢麥肯、權威國際、博崍媒體、偉視捷、彥星傳

播、競立、台灣博報堂媒體、喜思媒體。另外兩家媒體代理商──麥肯

廣告及酷爾斯媒體行銷，則為本研究透過其他媒體代理商的協助，以滾

雪球抽樣取得訪問名單。媒體代理商部分回收問卷數共計 74 份，回收

率為 94.7%。 

廣告主回收情況：本研究是以「台灣廣告主協會」成員為樣本，受

訪對象為產品公司中負責收視率業務者，通常該人士也就是負責與媒體

購買公司對口的主要人員。廣告主問卷來源包括寶僑、聯合利華、中華

電信、統一企業、麥當勞、可口可樂等各式廣告產品，共計成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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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回收 42 份。廣告主回收 31 家，總份數為 42 份，拒訪有 3 家，

未回收率達 19.1%，總計回收率為 73.8%。上述三組受訪對象共計回收

問卷 206 份（調查情形見表一）。 

表一：頻道業者、媒體代理商、廣告主問卷回收情況 

問卷對象 受訪公司家數 受訪人數 回收率 拒訪率 

頻道業者 14  90 100.0% 0.0% 
媒體代理商 17  74  94.7% 5.3% 

廣告主 31  42  73.8% 7.1% 
總計 62  206  89.5% 4.1% 

註：拒訪率計算係為：（表明拒絕受訪之公司數）÷（計畫受訪公司數）

得之。 
 

而在個別受訪者部分，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包括 14 個頻道之家

族代表與業務相關人士；媒體代理商部分則由這 18 家業者高層主管與

相關業務人士接受訪問；廣告主回收部分，本研究是以 31 家廣告主的

收視率業務負責人士為對象，限於篇幅，無法一一列出。同時，本研究

為不具名調查，但在調查時仍要求他們填寫職稱與年資。先依層級來

看，在 206 名受訪者中，高層決策人員共為 94 人，佔所有受訪者之

45.9%；基層人員則為 111 人，佔所有受訪者之 54.1%。另外有 1 人拒

答。而在年資中，滿 1 年～未滿 5 年者共有 40 人受訪，佔所有受訪者

的 19.4%；滿 5 年～未滿 10 年的受訪者有 50 人，佔所有受訪者的

24.3%；滿 10 年～未滿 15 年的受訪者也是 50 人，佔所有受訪者的

24.3%；滿 15 年～未滿 20 年的受訪者有 59 人，佔所有受訪者的

28.6%；另外有 7 人拒答，佔 3.4%。 

接著，本研究參考 Moreland（1995）研究問卷，並加入台灣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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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設計了「收視率使用滿意度調查研究」20 個問卷題目，做為不

同產業立場探討的基礎。這些問卷題目主要是就「有關收視率數字的基

本態度」、「有關運用收視率建立的廣告購買制度」以及「有關解決收

視率爭議的看法」三大面向來進行分析。在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部分，

本論文是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統計法（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5），以了解電視頻道業者、媒體

代理商、廣告主三方對使用收視率的不同看法。即受訪者針對每個問項

表達從非常同意（5）、同意（4）、普通（3）、不同意（2）、到非常

不同意（1）的個人看法。 

肆、資料分析：頻道、代理商、廣告主對「收視率」

之立場異同脈絡 

透過回收問卷結果的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有關收視率調查的態度

上，廣告主、媒體代理商、電視頻道業者三者間，對於收視率的基本立

場與應用，在看法與立場上有一定的脈絡取向。分別以文字與表格分述

如下： 

一、有關收視率數字的基本態度 

本研究發現三者間有關收視率的立場有一定的差異。與 Moreland

（1995）的美國研究相同的是，台灣之廣告主與媒體代理商的相關態度

並無顯著差異；本研究進一步加入電視頻道業者的立場進行比較，發現

電視頻道業者對收視率數字多較廣告主與媒體代理商持保留態度。表二

彙整了這些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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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頻道業者、媒體代理商與廣告主在收視率上的立場差異 

意見差異題項 各組意見平均 平均值 標準差
Turkey 

事後檢定 
A. 頻道業者 2.61
B. 代理商 3.01

收視率提供了一個精準可反

映真實電視市場的數據。 

C. 廣告主 3.14

2.86 0.88 A < B** 
A < C** 

F (2, 202) = 7.41, p < .01, 95% CI [2.74, 2.98]  
A. 頻道業者 2.06
B. 代理商 2.61

充分相信收視率可以代表全

體觀眾。 

C. 廣告主 2.40

2.33 0.88 A < B*** 

F (2, 202) = 8.71, p < .001, 95% CI [2.21, 2.45]  
A. 頻道業者 3.27
B. 代理商 2.91

我不會使用「收視率」來估

算實際全體的收視戶的數

字。 C. 廣告主 3.02

3.09 0.96 B < A * 

F (2, 202) = 3.12, p < .05, 95% CI [2.96, 3.22]  
A. 頻道業者 2.71
B. 代理商 3.22

使用收視率，是因為 AGB
尼爾森公司是國際知名的收

視率調查公司。 C. 廣告主 3.24

3.00 1.04 A < B** 
A < C* 

F (2, 199) = 6.32, p < .001, 95% CI [2.86, 3.15]  
A. 頻道業者 2.53
B. 代理商 3.03

台灣有近百個收視率頻道接

受調查，收視率可以精確指

出誰是第一名、第二名。 C. 廣告主 2.98

2.80 0.94 A < B** 
A < C* 

F (2, 201) = 6.75, p < .01, 95% CI [2.67, 2.93]  
* p < .05, **p < .01, ***p < .001.  
 

一如表二上方的分析結果所示，在問及「收視率提供了一個精準可

反映真實電視市場的數據」題項時，廣告主（M = 3.14, SD = 0.81）傾向

「同意」，媒體代理商（M = 3.01, SD = 0.73）的意見則趨於「中立」，

頻道業者（M = 2.61, SD = 0.96）則是介於「中立」與「不同意」的意見

間，ANOVA 結果則顯示三組之間的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F (2,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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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p < .01, 95% CI [2.74, 2.98]。進一步的事後檢定（Tukey test）發

現，主要差異來自頻道業者分別與廣告主以及媒體代理商。亦即廣告主

與媒體代理商，分別較頻道業者更相信收視率可提供精準反映電視市場

的數據。這項結果顯示電視頻道業者對收視率數字可以反映真實市場的

說法（Beville, 1988）有較多疑慮（參見表二上半部）。 

而在問到是否「充分相信收視率可以代表全體觀眾」時，三者則皆

表達了介於「中立」與「不同意」之間的意見，其中尤以頻道業者（M 

= 2.06, SD = 0.88）最不相信，媒體代理商（M = 2.61, SD = 0.83）次

之，最後才是廣告主（M = 2.40, SD = 0.83），ANOVA 結果也達統計顯

著差異，F (2, 202) = 8.71, p < .001, 95% CI [2.21, 2.45]。事後檢定則發現

主要差異來自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電視頻道業者對收視率數字所持

的保留態度再度顯現（參見表二上方第二部分）。 

表二中間則呈現三者對「我不會使用收視率來估算實際全體的收視

戶的數字」一題的立場，其中頻道業者（M = 3.27, SD = 1.04）的立場介

於「中立」與「同意」間，是最不願使用收視率來估算全體收視戶者，

廣告主（M = 3.02, SD = 0.90）與媒體代理商（M = 2.91, SD = 0.85）的

意見皆傾向於「中立」，唯後者略偏於「不同意」，三組 ANOVA 結果

亦呈現統計顯著差異，F (2, 202) = 3.12, p < .05, 95% CI [2.96, 3.22]。事

後檢定發現主要差異來自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亦即電視頻道業者不

使用收視率來估算全體收視戶數字的傾向，在統計上顯著高於媒體代理

商。 

在「使用收視率，是因為 AGB 尼爾森公司是國際知名的收視率調

查公司」一題上，ANOVA 結果同樣呈現統計顯著差異，F (2, 199) = 

6.32, p < .001, 95% CI [2.86, 3.15]。事後檢定發現廣告主（M = 3.24, SD 

= 0.83）與媒體代理商（M = 3.22, SD = 0.88）皆分別較頻道業者（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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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SD = 1.19）更認同使用收視率數字是因為 AGB 尼爾森的名氣（參

見表二下半部）。 

最後就「台灣有近百個收視率頻道接受調查，收視率可以精確指出

誰是第一名、第二名」一題的意見，頻道業者（M = 2.53, SD = 1.08）也

是最不認同者，其次是廣告主（M = 2.98, SD = 0.84）與媒體代理商（M 

= 3.03, SD = 0.81），後兩者的立場皆傾向於「中立」，雖然媒體代理商

略偏認同，ANOVA 結果亦達統計顯著差異，F (2, 201) = 6.75, p < .01, 

95% CI [2.67, 2.93]。事後檢定同樣發現三組主要差異乃來自於頻道業者

分別與廣告主以及媒體代理商（參見表二下半部）。 

二、有關應用收視率建立的廣告購買制度 

在廣告、電視、媒體代理商三者間，收視率是一個攸關廣告買賣交

易的標準，因而收視率與因之建立的廣告購買制度，自是本研究關注的

焦點。台灣目前主要是採取「每個收視點成本」（cost per rating point，

簡稱 CPRP）與「檔購」（spot）兩種購買方式，其中更以 CPRP 為主

要購買方式，較少採取檔購，本研究因而針對這兩個購買方式均在問卷

中加以調查。在收視率做為買賣貨幣方面，本研究發現賣方的電視頻道

業者與買方廣告主、媒體代理商間的看法極為不同。 

以「收視率是我用來決定電視 CPRP 買賣之唯一考量因素」一題為

例，廣告主（M = 3.02, SD = 0.95）的平均數最高，持「中立」略偏「同

意」的立場，代理商（M = 2.68, SD = 0.94）與頻道業者（M = 2.48, SD 

= 1.13）皆持偏「不同意」的立場，尤其是後者。ANOVA 結果達統計

亦達顯著差異，F (2, 202) = 3.96, p <.05, 95% CI [2.52, 2.81]。進一步的

事後檢定發現主要差異來自於頻道業者與廣告主，媒體代理商與上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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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的意見差異並不顯著（參見表三上半部）。 

表三：頻道業者、媒體代理商與廣告主在廣告購買制度上的立場差異 

意見差異題項 各組意見平均 平均值 標準差
Turkey 

事後檢定 
A. 頻道業者 2.48
B. 代理商 2.68

收視率是我用來決定電視

CPRP 買賣之唯一考量因

素。 C. 廣告主 3.02

2.66 1.04 A < C* 

F (2, 202) = 3.96, p < .05, 95% CI [2.52, 2.81]  
A. 頻道業者 2.48
B. 代理商 2.69

收視率是我用來決定電視檔

次買賣之唯一考量因素。 

C. 廣告主 2.64

2.59 1.01  

F (2, 202) = 0.91, p = .41, 95% CI [2.45, 2.73]  
A. 頻道業者 2.98
B. 代理商 2.55

我從來不會將收視率做為買

賣依據。 

C. 廣告主 2.45

2.72 1.03 A > B* 
A > C* 

F (2, 202) = 5.40, p < .01, 95% CI [2.58, 2.86]  
A. 頻道業者 2.45
B. 代理商 3.23

台灣以廣告收視率為電視買

賣之交換貨幣是合理的。 

C. 廣告主 3.10

2.87 1.04 A < B*** 
A < C** 

F (2, 201) = 14.19, p < .001, 95% CI [2.72, 3.01]  
* p < .05, **p < .01, ***p < .001.   
 

但是在問到「收視率是我用來決定電視檔次買賣之唯一考量因素」

時，三者間並沒有顯著差異，F (2, 202) = 0.91, p = .41, 95% CI [2.45, 

2.73]，皆較傾向「不同意」之立場，可知檔購在三者間已獲得較大的共

識（參見表三上半第二部份）。 

在問到「我從來不會將收視率做為買賣依據」時，三者皆表達傾向

「不同意」的立場，頻道業者則略趨於「中立」，ANOVA 結果呈現統



收視率的宰制 

‧107‧ 

計顯著差異，F (2, 202) = 5.40, p < .01, 95% CI [2.58, 2.86]。經事後檢定

發現，主要差異來自頻道業者分別與廣告主以及媒體代理商，亦即廣告

主（M = 2.45, SD = 0.97）與媒體代理商（M = 2.55, SD = 0.94）皆較頻

道業者（M = 2.98, SD = 1.08）傾向以收視率作為各類電視廣告買賣的依

據（請參見表三下半部）。 

電視頻道業者分別與廣告主以及媒體代理商的組別差異同樣呈現於

「台灣以廣告收視率為電視買賣之交換貨幣是合理的」一題上，F (2, 

201) = 14.19, p < .05, 95% CI [2.72, 3.01]。亦即廣告主（M = 3.10, SD = 

0.76）與媒體代理商（M = 3.23, SD = 0.87）皆持「中立」偏「同意」的

立場，傾向於認為台灣以廣告收視率為電視買賣之交換貨幣是合理的；

電視頻道業者（M = 2.45, SD = 1.13）的立場則較偏向「不同意」，事後

檢定也證實廣告主與媒體代理商的態度無異，但兩者分別與電視頻道業

者的態度顯著不同（請參見表三下半部）。 

三、有關解決收視率爭議的看法 

在收視率問題如此之多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此一問題，也成為本問

卷關注的焦點。本問卷問到是否「贊成未來以 15 分鐘平均收視率為電

視買賣的交換貨幣」時，發現三者則並無顯著差異，F (2, 201) = 0.45, p 

= .64, 95% CI [3.05, 3.31]，答案皆偏向同意（請參見表四上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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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頻道業者、媒體代理商與廣告主在解決收視率爭議上的意見差異 

意見差異題項 各組意見平均 平均值 標準差 
頻道業者 3.24
代理商 3.10

贊成未來以「15 分鐘平均節目收視

率」為電視買賣的交換貨幣。 

廣告主 3.19

3.18 0.94 

F (2, 201) = 0.45, p = .64, 95% CI [3.05, 3.31] 
頻道業者 4.33
代理商 4.05

台灣的電視廣告市場需要第二家收視

率調查公司，提供另一組數字，以利

比較。 
廣告主 4.27

4.22 0.89 

F (2, 200) = 2.03, p = .13, 95% CI [4.09, 4.34] 
頻道業者 4.42
代理商 4.36

除了每天的收視率數字資料外，還需

要其他的質性資料來了解電視觀眾。

廣告主 4.36

4.41 0.63 

F (2, 201) = 0.33, p = .72, 95% CI [4.32, 4.49] 
頻道業者 4.10
代理商 4.29

台灣未來應研發質性的收視率調查資

料，以做為電視買賣的參考依據。 

廣告主 4.17

4.18 0.83 

F (2, 200) = 1.07, p = .35, 95% CI [4.07, 4.30] 
 

或是當問及「台灣的電視廣告市場需要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提

供另一組數字，以利比較」時，三組亦無顯著差異，F (2, 200) = 2.03, p 

= .13, 95% CI [4.09, 4.34]，答案也是偏向同意需要有第二家收視率數字

以協助比較（請參見表四上半部）。 

而在問及「除了每天的收視率數字資料外，還需要其他的質性資料

來了解電視觀眾」時，三組也是無顯著差異，F (2, 201) = 0.33, p = .72, 

95% CI [4.32, 4.49]，答案同樣是偏向同意需要其他資料來了解電視觀眾

（請參見表四下半部）。 

最後在問到「台灣未來應研發質性的收視率調查資料，以做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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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的參考依據」時，一如以上分析，三組差異未達統計顯著水準，F 

(2, 200) = 1.07, p = .35, 95% CI [4.07, 4.30]，答案一樣是偏向同意台灣未

來應發展質性收視率調查機制（請參見表四下半部）。 

由以上三面向的分析可知，目前收視率的三個使用者：電視頻道業

者、廣告主、媒體代理商，對於「收視率的基本態度」、「目前的使用

現狀」等面向，在看法上呈現極大的差異；但是在對於解決收視率爭議

的立場上，意見卻非常接近。其間關係頗令人玩味。 

在三大產業相關立場比較後，本研究嘗試就受訪者的年資深淺、公

司為外資公司或是本土公司的差異性，進行交叉分析。在媒體代理商部

分，本研究參考《動腦雜誌》所公布的媒體代理商資訊（〈2007 台灣

綜合廣告代理商排行榜〉，2008 年 5 月），以及詢問受訪的媒體代理

商，區分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中，本土的媒體代理商共有六家，外資的媒

體代理商共為 12 家。在本土與外資的討論中，本研究發現媒體代理商

中，本土公司與外資公司的差異極小，但是本土與外資頻道業者卻出現

極大的立場差異。本研究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NCC）的資料統計，發現不同家族

旗下的頻道出現分屬境內外不同公司經營之分的現象，即一個家族旗下

可能同時有境內及境外頻道，3 本研究於是再以各家族之本土與境外資

金資本額高低進行比較，並將本土資金超過一半者視為本土公司，未達

一半者則為外資公司。如聯意以及年代同時擁有本土、境外頻道，目前

以資本額做為比較而歸類為「本土」。4 

因此，除四大無線台家族均為本土公司外，在本研究受訪的十大家

族中，衛視以及全球紀實為「外資公司」，其餘頻道家族皆為本土公

司。由於受限於認定標準，加上外資與本土兩者數量差異過大，可能影

響百分比的分布，因此這部分的發現，本研究持保留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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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卻在業者之年資上，發現若干相關性存在。即不論是頻道

業者或是媒體代理商、年資較高者，在有關收視率問題的看法上均較為

接近。如在問到「我認為台灣的電視廣告市場需要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

司，提供另一組收視率數字，以利比較」時，已知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

商間意見並無二致，交叉分析發現頻道業者滿 15 年至 20 年以上者等資

深業者，回答「非常同意」的佔 50.9%；「同意」加上「非常同意」則

達到 73.7%。媒體代理商滿 15 年至 20 年以上者也多是傾向「同意」，

達 46.7%；「同意」加上「非常同意」達 73.4%；另外年資滿 10 年到未

滿 15 年者，「同意」比例為最高，達 73.3%；「非常同意」達 26.7%，

合計達 100%。 

而在問到「我使用收視率，是因為 AGB 尼爾森公司是國際知名的

收視率調查公司」時，已知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兩產業間存有顯著差

異，但進一步交叉分析卻發現，無論是頻道業者或是媒體代理商，年資

愈高者同意的比例就愈低。如頻道業者一年（含未滿一年）到未滿五年

者，回答同意的比例為 53.8%，但是隨著年資增加，同意度便逐漸下

降，滿 15 年至 20 年以上者之資深頻道業者同意度僅為 24.6%。這部分

媒體代理商同意的比例同樣也是隨著年資的增加而降低，如滿一年（含

未滿一年）到未滿五年者，回答同意的比例為 56.5%，到滿 15 年至 20

年以上者之資深代理商的同意度僅為 33.3%。 

又例如，在問到「收視率是我決定電視 CPRP 買賣之唯一考量因

素」時，本調查發現廣告主的同意度最高。但交叉分析後發現，無論是

頻道業者或是媒體代理商，資深工作者的態度多傾向反對。頻道業者滿

10 年到未滿 15 年的「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總和達 58.0%；滿 15

年到 20 年以上者，「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總和達 49.2%。在媒

體代理商方面，滿 10 年到未滿 15 年的業者回答「不同意」者達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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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回答「非常不同意」）；滿 15 年到 20 年以上者，「非常不同

意」與「不同意」總和達 53.4%。個中發現，可知相關的資深產業人員

在看法上有一定的共識，值得進一步探討。以上相關數據見表五。 

表五：電視頻道與媒體代理商工作年資與收視率數字使用滿意度 

交叉分析（%） 

我認為台灣電視廣告市場需要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提供另一組數字，

以利比較。 
電視台受訪者年資 

（n = 88）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滿一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0.0 5.1 7.7 51.3 35.9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0.0 6.0 10.0 38.0 46.0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0.0 4.0 6.0 42.0 48.0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3.5 3.5 19.3 22.8 50.9 100.0 
媒體代理商受訪者年資（n = 74） 
滿 1 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0.0 8.7 8.7 47.8 34.8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0.0 11.1 11.1 38.9 38.9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0.0 0.0 0.0 73.3 26.7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6.7 0.0 20.0 46.7 26.7 100.0 
我使用收視率，是因為AGB尼爾森公司是國際知名的收視率調查公司 

電視台受訪者年資 
（n = 87）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滿 1 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2.6 17.9 25.6 53.8 0.0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6.0 20.0 28.0 46.0 0.0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16.3 30.6 18.4 30.6 4.1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10.5 31.6 28.1 24.6 5.3 100.0 
媒體代理商受訪者年資（n = 71） 
滿 1 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4.3 13.0 26.1 56.5 0.0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0.0 22.2 27.8 50.0 0.0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0.0 40.0 13.3 46.7 0.0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0.0 33.3 26.7 33.3 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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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率」是我用來決定電視 CPRP 買賣之唯一考量因素。 
電視台受訪者年資 

（n = 89）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滿 1 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7.7 43.6 25.6 23.1 0.0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12.0 34.0 22.0 28.0 4.0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14.0 44.0 20.0 20.0 2.0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11.9 37.3 22.0 25.4 3.4 100.0 
媒體代理商受訪者年資（n = 71） 
滿 1 年（含未滿）～未滿 5 年 0.0 43.5 34.8 21.7 0.0 100.0 
滿 5 年~未滿 10 年 16.7 33.3 27.8 22.2 0.0 100.0 
滿 10 年~未滿 15 年 0.0 66.7 13.3 20.0 0.0 100.0 
滿 15 年~20 年以上 6.7 46.7 13.3 26.7 6.7 100.0 
註：以上各表格細格中 n < 5 者超過整體細格數之 20.0%，故無法進一步進

行卡方檢定。 
 

在了解三方的立場異同後，本研究企圖進一步追問，收視率是如何

形成控制市場的關鍵因素？以及在收視率問題上，為何相關產業不朝具

有共識的方向發展，反而是在看法差異極大的地方，由處於優勢的一

方，藉著收視率不斷加深控制？為了得知問題的根源，本研究因而再配

合進行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的深度訪談，以嘗試了解兩產業間因為收

視率所形塑出的市場關係。 

伍、深度訪談分析：購買機制結合收視率的市場控制 

本研究在調查過程中得知，各大廣告商幾乎已將與收視率有關的相

關業務，全部交由媒體代理商，廣告主僅保留聯繫的窗口而已。廣告主

部分對收視率有一定認知的人愈來愈少，因而在質化研究部分，本研究

便不再訪談廣告主，而是以媒體代理商與電視頻道業者為主要對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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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本預計使用焦點團體訪談法，擬邀請媒體代理商與電視頻道業者

（以電視頻道之廣告業部部門主管為代表），共同討論收視率所呈現的

問題。但因多名電視頻道業者表示「在媒體代理商面前，無法暢所欲

言」而拒絕，本研究於是轉而採取個別深度訪談的研究方法；而在訪談

時，電視頻道業者又因考量「可能影響公司營運與利益」，多希望能在

匿名情形下接受訪談，反觀媒體代理商多無此顧慮。總計本次研究受訪

名單見表六： 

表六：媒體產業代表深度訪談名單 

受訪者 性別 職稱 媒體購買經驗 受訪時間 

受訪者A 男 媒體購買公司副總經理 16年 2008年12月12日 
受訪者B 男 媒體購買公司總經理 超過25年 2008年12月18日 
受訪者C 男 媒體購買公司執行長 超過20年 2010年6月17日 
受訪者D 男 外資有線台業務經理 15年 2008年11月7日 
受訪者E 男 本土有線台業務經理 16年 2008年11月12日 
受訪者F 男 外資有線台業務經理 20年 2008年10月31日 

 
本研究發現媒體代理商與頻道業者間的立場出現弔詭。透過本研究

量化調查分析發現，儘管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雙方，對於收視率數字

所呈現的觀眾代表性存有極大的認知差距，然而在問到如何解決問題

時，不論是廣告主或是媒體代理商、頻道業者均同意採用 15 分鐘的收

視率數字為媒體購買機制；他們在「檔購」機制上的看法也頗一致；也

贊成開放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同時也贊成採取質性的觀眾調查資

料。但是現實中的媒體購買與觀眾調查等業務運作模式，不但未朝三者

有共識的方向進行，反而是朝三者看法差異最大的方向進行。本研究透

過訪談最主要的發現是，台灣循著市場機制，藉著收視率建立了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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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購買制度；由尼爾森收視率調查公司所生產的收視率數字，竟成

了相關業者權力競逐的依據，並因此衍生出樣式層出不窮的收視率遊

戲。研究中並發現，媒體代理商再度藉著收視率的使用，更加深彼此不

對等的商業關係。本研究整理出以下四個主要現象。 

一、CPRP 交易機制的延伸運用 

目前收視率最常成為 CPRP 交易制度所參考的數據，也因此成為一

切問題的根源。台灣最早實施 CPRP 制度，正是在有線電視開放初期。

CPRP 是由媒體代理商為競爭廣告客戶時所提出，金額為數千元不等。

對電視台而言，在 CPRP 的價格上，還須加上「保證」二字。所謂「保

證 CPRP」意即電視台「保證每一個百分點的收視率成本（guarantee 

CPRP），一旦廣告上檔後，透過監看報告便可得知每個百分點的收視

率成本數值，如若不足當初協議標準，頻道便會持續補檔，直到達到設

定的目標為止（劉美琪，1998，頁 49）。電視頻道業者 D 指出： 

CPRP 原來只是用在評估購買的參考，只是投資的參考與

事後檢驗績效的標準，現在卻轉而為交易貨幣。這是因為

CPRP 是一個很容易變成數據化的評估準則，才會被推展得如

此徹底，但這樣一來卻忽略了市場應有的交易精神。所謂的市

場交易精神即是指頻道可以根據內容喊出價錢，再由各家代理

商來搶購。現在媒體代理商都是集中購買，每一家代理商手中

都有許多家廣告主。媒體代理商認為，只有數字可以告訴廣告

主有多少人看到以及看到的次數，數字漂亮最重要。（電視頻

道業者 D，親身訪談，2008 年 11 月 7 日） 

「保證 CPRP」制度不但使得電視台須承擔收視率成敗的責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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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為 CPRP 的低價競爭與購買成為市場主流。除了 CPRP 外，媒體代

理商的集中購買制度，也是使得媒體頻道必須屈服的原因。電視頻道業

者 F 指出： 

以前頻道有所謂的聲望，廣告主會因此來下廣告，但現在

不是這樣，現在完全看數字。因為是媒體代理商來買，他們和

廣告主結帳時，一定要有數字。再加上台灣的代理商已被外商

整合，他們的做法是以較低的 CPRP 去向廣告主招攬生意，再

以「統包」的概念要求媒體降價，所以，頻道業者一定要買他

的帳。其實台灣的電視生態是非常病態的。（電視頻道業者

F，親身訪談，2008 年 10 月 31 日） 

和檔購等其他廣告購買制度相比，CPRP 制度是所有廣告購買中價

格最低的，廣告主在 CPRP 制度中付的錢最少，廣告主自然會舉雙手贊

成，媒體代理商於是便以 CPRP 做為爭取廣告客戶的方式；反觀電視台

則會極力反對。但本研究量化調查中卻發現，媒體代理商對於 CPRP 做

為買賣交易貨幣的態度其實是傾向於反對，媒體代理商明白 CPRP 是一

個有問題的購買制度，但是為了生意，媒體代理商最後均按照廣告主的

立場行事。媒體代理商 A 指出： 

台灣的電視購買原本都是檔購，不講究 CPRP，後來因為

有線電視為了要求生存，才會採取「保證 CPRP」的方式，這

是媒體起的頭，不能怪媒體代理商。日本的制度和台灣不同，

日本是黃金時段採取檔購，冷門節目才做 CPRP。這是一種商

業行為，如果台灣是賣方市場，電視台就不必保證，如果是買

方市場，當然要保證，日本因為頻道少，所以是賣方市場。台

灣頻道實在太多了，所以已不可能改變遊戲規則，這是從競爭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七期  2011 年 4 月 

‧116‧ 

的市場中產生的商業機制，我們都是當中的 players，誰也不能

怪誰。（媒體代理商 A，親身訪談，2008 年 12 月 12 日） 

從媒體代理商 A 的訪談中可知，以日本與台灣的電視市場比較而

言，日本是以檔購為主，淡季時才用 CPRP；但台灣卻一直是以 CPRP

為主要購買方式。媒體代理商 B 也認為，市場機制是最可以解釋因果關

係的。他指出： 

五年前電視台曾經要把 CPRP 廢掉，因為那時候市場的收

視率都在成長，有線台認為他們可以不必接受保證 CPRP，最

後因為頻道中有人偷跑，所以無法做到，只有喊得最大聲的

Star TV 吃悶虧。當 Star TV 的廣告量下來，其他的頻道就接下

了。換言之，這些遊戲規則是在供需中互相設定，在目前頻道

供過於求的情況下，便是由廣告主和媒體代理商設定出遊戲規

則來。這時收視率是受到操作的工具，它形成一個計算的標

準，但它絕對不是元凶，真正的元凶是供需之下彼此較勁的結

果。（媒體代理商 B，親身訪談，2008 年 12 月 18 日） 

由以上訪談可知，在台灣應用最廣的保證 CPRP 制度，其實是在台

灣有線市場開放的混亂時代出現，之所以不斷沿用，是因為二十年來，

因收視率而起的電視、廣告等相關產業一直未能產生市場自律的整頓壓

力，一切均是按照市場的供需而定，以致收視率的購買機制，多年來並

未能有根本性的更動。而在此前提下，由於市場的供需差異多年來只見

擴大，頻道的供應不斷擴增，使得媒體購買有機會尋找更低價的購買機

制進行。廣告收視率的應用便是其中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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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低價的廣告收視率貨幣 

台灣的廣告購買機制除了因為採用 CPRP，使得電視頻道間出現低

價競爭、招來電視頻道業者的反對外，台灣的廣告業者更在處於優勢的

前提下，採取數字更低的廣告收視率做為廣告買賣的交換貨幣。本研究

的問卷調查就看出頻道業者認為此一標準並不合理，但是媒體代理商則

是偏向普通到同意的態度。受訪的媒體代理商 C 先是頻道業者，他曾經

要求媒體代理商採用包含廣告與節目的「15 分鐘平均收視率」為廣告

購買的交換標準，最後並無法成功。現在受訪者 C 已為媒體代理商，立

場正好相反，他認為自己因此可以看到台灣市場問題的複雜性。他說： 

我兩邊的角色都扮演過，這個問題絕對沒有想像的單純。

CPRP 能夠進入台灣，是頻道業者廣告銷售不完、非常辛苦的

時候；現在雖然是採取 CPRP，但是在廣告旺季時，CPRP 的

值也會拉高；而在廣告淡季時，電視台一定會願意降價求售，

這就是市場機制。 

  話雖如此，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在媒體購買時，多半不是

採用 CPRP 制度。然而台灣不但是以 CPRP 為主要購買制度，

而且還不是以節目的 CPRP 為標準，而是以收視率更低的廣告

收視率為 CPRP 的交換貨幣。這其實是一個不合理的機制。但

在市場經濟原則下，電視頻道業者只能接受。（媒體代理商

C，親身訪談，2010 年 6 月 17 日） 

由以上可知，台灣先是採用了多數國家均不採行的 CPRP 制度，接

著廣告業者又更進一步，採用數字更低的「廣告收視率」做為買賣交易

時的貨幣標準。廣告收視率成為交換貨幣後，使得電視頻道的利潤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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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但頻道業者卻無法改變此一現狀，可知這其實是雙方權力關係互動

的結果。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 極為不滿地說： 

因為 AGB 尼爾森公司提供廣告收視率，對電視頻道產生

了極大的影響。電視購買採用的標準是廣告收視率，而不是節

目收視率。但是對電視台來說，我是賣節目，不是賣廣告。現

在廣告代理商全部都是以廣告收視率做為 CPRP 的購買基準，

造成惡性的價格競爭，CPRP 愈做愈低。這麼一來，談的只是

要買廣告收視率中幾歲到幾歲的觀眾，是男的還是女的、區域

又是在哪裡等，電視台就跟著賣廣告主要的觀眾，已經不是在

做內容了。（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親身訪談，2008

年 11 月 12 日） 

談到廣告收視率，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F 也說： 

我是做節目的人，不是拍廣告的。別人的廣告拍得不好，

觀眾不願意看，怎麼可以把責任算到我頭上？但廣告主認為他

是根據有多少人看他的廣告付錢，如果沒有人看廣告，他為何

要付錢？所以，現在每一個節目在進廣告前，都會挖空心思播

出吸引觀眾的預告，就是為了吸引觀眾不要離開，以提高廣告

的收視率。（頻道業部部門主管 F，親身訪談，2008 年 10 月

31 日） 

本研究歸納雙方意見後發現，廣告購買中，採取檔購制度時，販賣

方式是由頻道業者決定；但是採取 CPRP 制度時，則是由媒體代理商向

廣告主喊價招攬生意，頻道業者只有接受的份。廣告收視率自然比節目

收視率或每 15 分鐘平均收視率的數字更低，因此，廣告主與媒體代理

商採取數字較低的廣告收視率為交換貨幣，自然可以付較少的錢，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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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更大的收視率爭議。 

三、假目標觀眾收視率的「巧妙」運用 

在 AGB 尼爾森公司現階段的收視率調查方式中，由於「個人收視

記錄器」（peoplemeter）可以提供更為細項的人口統計學資料，廣告主

開始購買特定的觀眾群，使得廣告主的切割愈來愈細。廣告主認為重要

的不是觸達多少人，而是觸達了哪些人（Jacobs, 1990, p. 81）。換言

之，廣告主對於收視率的喜好，不再是大者恆大，廣告主會在觀眾中，

尋找適合的分眾，每一個分眾就會有一個收視率。一個收視點（one 

rating point）等於有 1.0% 特定目標觀眾，只是這個觀眾可以有不同的

定義：可以是家庭、地理市場、或是一個特定的人口統計族群如 18-49

歲男性或是 25-54 歲女性等（Katz, 2007, p. 101）。因此，媒體代理商

便根據尼爾森收視率調查公司提供的觀眾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教育

程度、收入、居住地區來進行媒體購買。 

媒體代理商根據收視率數字，去購買真正的目標觀眾，本是合理的

思考模式。但是本研究發現，媒體代理商所認定的目標觀眾，未必是該

產品真正的目標觀眾，而是收視率較低的收視觀眾，使得目標觀眾的媒

體購買，變成收視率數字的競逐。在這方面，媒體代理商的做法就是針

對不同觀眾族群，形成不同的 CPRP 值。亦即媒體代理商除了收視率高

低外，又加入觀眾的年齡、性別等條件，再強調重點在於觸達特定觀

眾。但因為觀眾的收視率再加上性別、年齡等條件限制後，收視率數字

會變得更小，收視率偏低的結果，使得電視頻道利潤下降，電視頻道業

者因此懷疑媒體代理商其實是在玩收視率遊戲。有線電視台業務主管 E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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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商常會以「假目標觀眾」來交易，最主要方法就是降

低年齡層。例如代理商與廣告主那邊提出的價格是 CPRP 五千

元，媒體開出的價格則比這個高，假設是六千元。這時代理商

就開始研究該頻道的目標觀眾和自己想要觸達觀眾的落差。假

設頻道的主要觀眾群是 20-34 歲女性，代理商會故意向頻道買

15-24 歲女性，因為這樣買到的收視率就會較低，頻道就得補

更多的 GRP 給代理商。（有線電視台業務主管 E，親身訪

談，2008 年 11 月 12 日） 

有線台業務部主管 D 也說： 

CPRP 指的是每一個收視點的價錢，代理商會開一個價

錢，還要看他鎖定的目標觀眾是什麼。舉個不合理的真實例子

來說，汽車的擁有者通常是年紀較大的族群，但是代理商在媒

體購買時，卻會刻意指定要買 15-39 歲的年輕族群，而非成年

人。因為在收視率中，年輕族群的收視率一般都很低，廣告主

刻意指定買年輕族群的收視率，付的錢就會較少，頻道的利潤

便會下降。（有線台業務部主管 D，親身訪談，2008 年 11 月

7 日） 

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 又指出： 

現在的電視購買是在收視率所呈現的觀眾目標項目上，做

了千變萬化的購買，尼爾森公司提供了最豐富的電視調查資

料，而且速度很快，代理商在收視率的應用上切割得愈來愈

細，造成代理商欲購買的觀眾年齡只是以兩階來看（5 歲為一

階，意指兩階的樣本數將非常稀少）。如果把性別、年齡兩項

因素加進來，進行兩階式的排列組合，就可以形成近百種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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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模式。至於要購買哪一種目標觀眾，全由代理商來定。甚

至，代理商還會另外加上各種條件，如在奶粉的觀眾目標群設

定外，代理商又加上「家中有九歲以下小孩」的條件，這麼一

來，符合所有條件的收視率就變得非常低，這樣廣告商要付的

錢就更少。（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親身訪談，2008

年 11 月 12 日） 

由以上訪談可知，媒體代理商會採取「假目標觀眾」來進行購買，

以降低成本，最常見的則是以收視率低的年輕族群為購買對象，使得電

視台蒙受更多損失。在採取「保證 CPRP」以及「廣告收視率」為交換

貨幣後，儘管電視頻道已經處於弱勢的局面，但因為頻道實在太多，媒

體代理商在實際購買中，又在代表觀眾的收視率數字上，進行更細的切

割運用；也就是媒體代理商可以任意開出區隔更細的觀眾條件，以賺取

利潤。 

關於這方面，媒體代理商卻有不同的想法。受訪的媒體代理商 A

說： 

廣告行銷既然講究 target audience（目標觀眾），當然就

要精準，否則就不要設定，這就是遊戲規則，我覺得這是不同

立場所產生的認識問題。尼爾森公司可以提供我們更細的資

料，幫助我們更精準地找到我們的消費者，尼爾森立意良好，

讓大家可以在大眾中找到分眾，既然這樣，我為什麼不做？

（媒體代理商 A，親身訪談，2008 年 12 月 12 日） 

媒體代理商根據行銷觀點，會認為廣告主希望有觀眾來買他們的產

品，所以就發展了建立目標觀眾（audience targeting）、發展特定廣告

（niche advertising）、區隔不同觀眾（audience segmentation）等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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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年更是愈來愈在節目與廣告間（或是其他特徵上）找連結（Ross & 

Nightingale, 2003, p. 54）。以此來看，也因此影響了電視內容的生產。

在這方面，另一家有線台主管 F 說： 

這是一個畸型的發展，媒體代理商面對客戶時會有一套說

辭，他們建議客戶要看分眾的收視率。如無線台四歲以上的是

視率可能是 2.0%，但若只看 20-34 歲女性可能只有 1.0%；有

線台整體收視率可能只有 0.5%，但 20-34 歲女性的收視率可能

也是 1.0%。如果有線台的單價不高，生意就過來了。（有線

台主管 F，親身訪談，2008 年 10 月 31 日） 

針對頻道業者的看法，受訪的媒體代理商 B 則回應： 

沒有錯，收視率數字創造了更多的購買方式。台灣的市場

規模很小，數字卻可以做到很精確。可以看到不論是媒體或是

媒體代理商，都在切割收視率，做他們想要的使用。以此來

看，我們都從數字中找到操作的機制。頻道如果覺得兩階的要

求不合理，可以不接受啊！如果頻道業者立場都一致，媒體代

理商只好接受；但是若有一家私下接了生意，頻道間的共識就

破局了。如果所有的電視頻道都不接受 CPRP，彼此間又訂有

罰責，相信市場很快就會恢復檔購，但是因為目前兩方的供需

並不平衡，因此電視頻道只有接受的份。（媒體代理商 B，親

身訪談，2008 年 12 月 18 日） 

話雖如此，但根據本研究調查，相關產業在解決收視率的問題上也

有若干共識，現實中卻未能朝實際情況來做。例如大家都同意檔購，也

都同意發展質化的觀眾調查，並成立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然而，這

些做法，在現實中實踐起來，其實還存在極大的困難。受訪的媒體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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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C 指出： 

台灣曾經出現「廣電人」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最後還

是無法生存。雖然多數業者都認為現在的收視率數字，無法呈

現金字塔頂端的部分，但因為我們只有一個標準，既然能力上

無法再有第二家，所以錯就大家一起錯。（媒體代理商 C，親

身訪談，2010 年 6 月 17 日） 

由以上的訪談資料可知，頻道業者間的過度競爭與收視率產業的缺

乏競爭，是收視率數字超限使用的主要原因。頻道的過度競爭需要業界

內部的自律力量；至於收視率產業部分，本研究在量化調查中，就得知

多數受訪者均同意再有第二家收視率調查公司，並可以增加收視率的參

考標準。然而，台灣相關業界一直未能針對這些現象進行自律式的反

思，以致問題總是老調重彈，現狀從未改變。 

四、收視率影響電視內容產製 

由於媒體代理商對於收視率數字進行切割精細的運用，也非常重視

廣告主需要的主要客戶群，一些高收視率的節目發現他們的目標觀眾群

與廣告主的需求不符時，頻道內容就會因此跟著調整。有線新聞頻道業

務部門主管 D 說： 

因為廣告主要買的對象很清楚，所以有的本土台播出的本

土劇雖然收視率很高， reach（接觸）的觀眾很廣，但是

frequency（次數）一下子就達到了。而且可能因為主要觀眾的

消費力弱，廣告主反而不願意買。因而，一些本土台已發現他

們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略是錯的，所以也開始製作偶像劇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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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年輕觀眾，這種調整就是為了吸引廣告主，而想改變自己頻

道的觀眾結構。（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D，親身訪談，

2008 年 11 月 7 日） 

目前，廣告主的需求是電視內容生產者要確知的第一要務。有線新

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 指出： 

為什麼新聞台是亂源？你想想，當你播阿扁的新聞就有人

看時，你會不播嗎？這個就是滿足客戶的需求，新聞台的經營

也是要回到行銷的基本原理來看。我自己都覺得很不好意思，

我覺得現在媒體做的是總務的工作，是為採購而採購，為採購

而管理。現在媒體人不僅要做節目，還要學會如何拿到數字，

收視率也要漂亮，這已經是一個不健康的媒體環境了。（有線

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E，親身訪談，2008 年 11 月 12 日） 

既然台灣的電視內容深深受到收視率影響，收視率數字就變得非常

重要，又因為目前收視率數字普遍偏低，因而頻道業者對收視率數字正

確性的疑慮頗深。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門主管 F 就說： 

我是尼爾森監督委員會的委員，我也去看過尼爾森的樣本

戶，看了後你就會了解為何煽色腥節目的收視率會高。這些收

視率數字成了始作俑者，所有頻道業者都是跟著它的數字做節

目。有人要求電視台做國際新聞，但國際新聞很難跑出收視率

數字，因為這類新聞只有金字塔頂端的人在看，這類的人不會

願意家裡裝「個人收視記錄器」，而且這樣的人數量也較少，

所以跑不出數字，就沒人買你的廣告。既然無法賣錢，電視台

就會慢慢去做金字塔底層要看的節目。（有線新聞頻道業務部

門主管 F，親身訪談，2008 年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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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的電視品質不良，真的都是因為頻道受到收視率宰制的

結果嗎？受訪的媒體代理商 C 認為： 

我們的市場是有問題，但是電視台也有問題。其實很多家

電視台都賺錢了，都蓋了大樓，但觀眾還是無法看到好節目。

如果社會輿論單一地認為頻道只是受害者，恐怕會成為頻道賺

錢的幫凶。我同意我們需要更上軌道的媒體購買制度，例如國

外的代理商在買破口的第一支廣告時都需要付更多的費用，但

台灣並沒有這樣的制度，常是看廣告量等各種因素來決定，完

全沒有建立制度。（媒體代理商 C，親身訪談，2010 年 6 月

17 日） 

換言之，頻道業者與媒體代理商為了各自的產業利益，各有本位立

場，只是兩者均未朝建立制度的方向努力，而是在收視率數字進行各種

利益競逐，使得電視的內容與品質受到負面影響。由以上討論可知，媒

體購買的最主要問題在於收視率數字的過度使用，以及缺乏建立其他更

合理的媒體購買制度。如果要想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就必須以收視率為

核心，逐步檢查每一個環節，不能全部由市場強弱法則規範，如此才可

能找出所有的問題癥結來。 

陸、結論：收視率提供不合理媒體購買機制的正當性 

從上述的問卷與深度訪談可知，在台灣電視頻道過多的情況下，以

收視率為基礎而形成的媒體購買機制，因為完全服從市場規則，是目前

影響電視與廣告兩產業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媒體代理商採用對廣告主有

利的收視率數字，並與交易價格機制結合，包括 CPRP、廣告收視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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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目標觀眾、兩階應用等都是。這些交易看似均以收視率數字為客觀標

準，其實是一個權力較勁的過程。 

本研究透過質量並行資料蒐集分析後發現，當市場出現電視頻道供

過於求時，就會加深媒體代理商藉由收視率做為操控頻道的方式，進而

產生許多不合理的購買形式。本研究認為，儘管頻道與廣告間必然存在

市場關係，但因涉及電視內容與節目品質，因而電視頻道業者與媒體代

理商間的交易機制，實必須進行理性思考後重建。本論文初探後認為，

合理的電視頻道與媒體代理商的買賣，一定要考量到內容，不能只看收

視率數字。頻道可以根據自身的內容與品質擬定價格，再由媒體代理商

來議價。針對此點，美國學者 Katz（2007, p. 154）也指出，1962 年

時，美國廣播公司（ABC）首創在一週內公布所有新節目，以供廣告商

購買。電視市場修正為一種供需關係，收視率代表供給，廣告預算就是

需求。由於電視台有一定的利潤目標須達成，他們所提供的節目會有一

定的廣告價錢，就會減少市場的波動。換言之，電視台必須在基本製作

經費與品質的要求下，建立廣告販賣制度。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由於頻

道過多，恐怕無法形成類似 ABC 的公平交易規則。因此，目前台灣必

須建立頻道退場機制，才能讓好的電視頻道重新掌握市場交易的主動

權。這樣，才能達成節目內容的更新與提升。 

但在此同時，本論文卻不像學者 Katz 一樣，認為收視率可以代表

市場供給；本論文認為，收視率數字並不能代表觀眾真正的需求，因

此，本研究更想破解收視率可代表觀眾的迷思。一如收視率研究學者

Meehan（2002, p. 211）所強調，媒體生產「閱聽眾」商品，再將閱聽

眾進行集合、包裝、並且販賣給廣告主。對媒體而言，內容是次要的，

媒體不是夢工廠，也不是意識型態產業，他們只是獵取閱聽眾的獵人與

彙整者而已。Meehan（2005, p. 118）認為，這意謂收視率並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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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調查，因為收視率並沒有調查我們所看的。從收視率的邏輯來

看，當電視網或有線台因為收視率取消節目或是模仿高收視率的節目

時，其目的是要為廣告主提供更好的服務，他們並非為了閱聽眾去做服

務，因為我們並未被算在內。 

本論文研究發現，收視率雖然被視為是交換貨幣，但收視率的使用

更與廣告與廣電的權力關係有關。從早期的媒體強勢時代，到今日的廣

告主佔上風的不同階段來看，整個市場成為雙方角力的過程。而在今

日，雙方的競爭更是激烈，到後來變成只看收視率，而且收視率報表愈

看愈細，買賣間已不再關心內容品質。然而電視為一內容生產工業，具

有一定的社會文化意涵，實在不應完全化約為市場供需般的商業交易，

更不應採取以數字換取金錢的交易模式。同時，若想建立更合理的廣告

購買制度，實在需要媒體代理商發揮更高的廣告購買專業，並重新調整

自身角色，努力在廣告主與頻道兩產業間，居中扮演橋樑溝通的客觀第

三者；此外，頻道業者間的自律也變得極為重要，這方面實期待衛星電

視公會等同業組織能發揮更大的力量。 

因此，本論文主張，在台灣電視頻道與廣告主權力過於懸殊、以及

基於收視率的過度應用已經抹煞產業專業兩原因之下，台灣應該重新檢

討收視率與媒體購買機制構連後所形成的相關問題。至於如何建立合理

的媒體購買機制此一問題，不但應鼓勵實務界深化這部分的討論，同樣

值得傳播學界繼續努力研究，以落實而為具體可執行的做法，真正改善

台灣的電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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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此一資料為前香港傳立媒體代理商台灣分公司董事長、現任倍盛美傳媒公司董

事總經理陳韋仲接受訪談時指出。受訪時間為 2008 年 12 月 18 日。 
2 此一資料訪談為台灣貝立德公司副總經理盧炳勳訪談時提及。受訪時間為 2008

年 12 月 12 日。 
3 本資料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 
4 聯意家族之本土頻道資本額為 1,010,021,380 元；而該家族之境外頻道資本額為

880,000,000 元，境外資本額較小，故本研究視為本土頻道；年代家族境外頻道

為迪士尼頻道，資本額僅 26,630,020 元，本土頻道資本額合計為 1,420,000,000
元，故本研究視為本土頻道。本資料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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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advertising and television industries often times depend on the 
audience ratings which are also the source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media 
resourc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dvertisers, media buying services and broadcast companies, the outcome 
revealed that agency media departments and commercial television 
companie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ratings, wherein ratings are 
currently used to control the purchase of advertising by agency media 

departments. This study closely examin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edia buying services and broadcast companies. 
The study also suggested all the elements that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of the exchange currency should be studi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media buying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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